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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規範

應有之合作及分工關係

黃銘傑
*

一、前言

就比較法觀點而言，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公平法」）立法體例相當

特殊，將其他國家主要屬於行政管制對象、設有專責獨立機關作為其主要法律

執行機構的獨占、聯合、結合等限制競爭行為，與傳統上其法律性質屬於侵權

行為特別法
1
、甚至是智慧財產法一部份

2
，其主要執法機關則為一般法院的不

*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1 有關不公平競爭法制規範發展沿革之簡介參照小野昌延、松村信夫，新‧不正競
爭防止法概說，初版，青林書院，22-32（2011）。

2 世界上第一部智慧財產國際條約之巴黎公約第10條之2如此規定：「（1）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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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行為，二者統合於同一部法律中加以規範
3
；且於2015年2月法律修正

前，不論是限制競爭規定、抑或是不公平競爭規範，皆得由性質上屬於行政機

關、以追求公益實現為目的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稱「公平會」）作為其執

法機關，因而陷入是否有行政機關不適宜介入屬私權爭議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特別是本文探討對象的著名表徵爭議之疑義，從而遂於該次法律修正中，將現

行公平法第22條著名表徵保護規定，排除於公平會執法對象外4
，且同時刪除

該條違反原有之刑事處罰規定，而僅餘民事責任。

然而，很弔詭地，縱使於是次公平法修正後，法院判決依舊認為公平法關

於著名表徵保護之規定具有維護市場競爭的公益性，從而有必要藉由公平會的

介入，以求市場競爭秩序公益之維持。例如，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81號
民事判決，就此如是說明：「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對於商標雖均設有保護規

定，然商標法重在商標權人私權之保護，因此侵害已註冊之商標，即依商標法

規範處理；而公平交易法所以另為規範，乃以其使用他人表徵，引起混淆誤

認，或攀附他人商譽、或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等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並有商業

倫理之可非難性而妨礙公平競爭秩序，需以公權力介入制止以維護公平競爭，

重在公平競爭秩序之維護。」由此可知，相對於公平會認為現行公平法第22條
性質上係屬商標法之「補充規範」且其規範強度不得高於商標法，法院判決則

認為基於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公平法有其「另為規範」的必要性。

然而，若從2015年2月法律修正前之公平法第20條第1項第1、2款內容以
觀，該等規定並未將註冊商標排除於其規範對象外，公平會究竟基於何種見解

或理由，可以逕下結論認為當時公平法第20條係立於「商標法補充規範之地

國應確保同盟國之國民免受不公平之競爭。（2）凡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爭行
為，均構成不公平之競爭行為。（3）各同盟國家應禁止下列行為：1.任何使公眾
對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等，產生混淆之行為。2.於交易過程中，以不實
陳述損害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之信譽者。3.於交易過程中，以標示或陳
述，致使公眾對商品之性質、製造過程、特徵、合適性或產生誤認。」本文有關
巴黎公約之規定內容的中譯及其解釋，係引用陳文吟譯，巴黎公約解讀，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99（2000）。

3 論者甚至認為，我國公平法乃係「涵蓋限制競爭、不正競爭、消費者保護三種性
質的法律」。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初版，元照初版，34（2000）。

4 現行公平法第 42 條之修正理由如下：「現行條文第二十條係立於商標法補充規範
之地位，對未註冊著名商標予以保護，而商標法對於註冊商標並無行政責任之規
定，為避免法益保護輕重失衡，爰刪除違反現行條文第二十條之行政責任規定，
另現行 條文第三十五條之刑事責任規定亦配合刪除（即就仿冒未註冊著名商標之
行為改採 民事責任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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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甚至因為當時條文規定涵蓋註冊商標在內之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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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謂

其法律地位不僅不是補充規範，甚至還是一種有關標章
5
保護的概括規定。惟

此一「概括規定」果真如同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所言，因有其維護公平競爭秩序

的特殊性，故有別於商標法規範目的，而必須「另為規範」嗎？究竟，商標法

對於註冊商標之保護規範與公平法關於表徵或一般標章之保護規範，二者間真

的存在有本質上的不同，從而導致公平會認為公平法著名表徵規定因屬於「補

充規範」之地位，故其違反的法律效果絕對不能超越商標法規範，並因而導引

出對著名表徵之侵害，不僅不得有行政責任的存在，亦不能有如同商標法第95
條、第97條之刑事罰則的科處。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基於維護公平競爭秩序觀
點所提出之「另為規範」見解，似不無忽視商標法第1條明文規定「維護市場
公平競爭」立法目的之嫌。既然同樣是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則公平法以

公平會之「公權力介入制止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另為規範」作法，亦非法理

所必然，亦可仿照商標法或其他國家不公平競爭防止法之規定，對於著名表徵

侵害行為賦予表徵所有人民事救濟請求權，並處以一定的刑事責任，藉此而賦

予著名標章所有人充分的法律救濟管道。

本文認為，上述爭議真正的癥結點當在於，不少國內學界及實務界人士關

於商標或標章之法律地位，過份著重於其「註冊」或「未註冊」的形式問題

上，而忽略商標或標章所欲實現之來源表彰等實質功能，以及因此等功能所欲

追求之保護消費者免於混淆誤認之虞等實質規範目的。蓋不論是就消費者免於

混淆誤認之利益而言、抑或是就企業所欲維護之公平競爭秩序以觀，不論系爭

商標或標章「註冊」、「未註冊」與否，第三人未經其同意所為使用行為，所

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及破壞公平競爭情事，皆屬相同。對於此種不當情事的制

止及排除，是藉由行政機關的介入、抑或是由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提起訴訟

加以排除，實屬法律救濟機制設計之議題，而非絕對定須（或限定於）何種機

制不可；與此同時，在法律責任之負面誘因的類型設計上，是否應僅限定於民

事責任、抑或尚須以行政、刑事責任等處罰，方能有效抑制、遏阻侵害行為發

生，亦必須從法政策學角度出發，針對各種類型法律責任的違法行為抑制效力

5 本文關於「商標」、「標章」、「表徵」三者用語之用法如下：「商標」係指依
據商標法申請、經審查而註冊之「註冊商標」；「標章」則泛指與商標具有同樣
或類似功能但未申請註冊或未能註冊之「未註冊標章」；「表徵」則專指現行公
平法第22條第1項或其修正前之公平法第20條第1項第1、2款所稱之「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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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檢討。若此，則不論是公平會「補充規範」之主張，抑或是最高法院「另

為規範」之見解，似皆有從行為結果面及救濟面之法律執行、責任或救濟機制

觀點出發，並基此而倒果為因反向推演出商標法與公平法二者關於著名標章規

範之關係，忽略就規範法理而言，二者關係之探討實應從渠等之規範對象及規

範目的等本質面、功能面出發，分析其間是否存在有本質或功能上的同或不

同，進而依據其本質或功能的同或不同推論得出二者法律應有之規範關係
6
。

基於以上認知，本文嘗試重新釐清現行商標法與公平法二者關於著名標章

規範應有之互動關係，並基此而呈現現行商標法與公平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

規範可能蘊藏的問題點及盲點，其規範缺失甚至可能導致我國法制違反國際法

義務，而有必要劍及履及進行必要的法律解釋及修正。為此，本文於以下第二

節中，首先探討商標或標章，特別是著名商標或標章所具有之社會經濟功能，

並闡述法律保護該等功能之作法；第三節則說明重要國際條約或規範保護著名

商標之規範內容，並基此而與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內容相互比較，闡明我國法現

行規範保護不足之處；第四節則基於前二節之研究成果，說明現行我國商標法

及公平法二者關於著名商標保護應有的分工、合作關係，同時探討未來法制應

如何修正以完備、健全對著名商標及標章之保護；最後的第五節，則就本文敘

述予以簡要總結。

二、著名商標及標章之社會經濟功能及法律保護態樣

(一)商標及標章之社會經濟功能  
著名商標或標章於取得其著名性前，屬於一般商標或標章，因此當然亦擁

有一般商標或標章所具有之社會經濟功能，就一般商標或標章所擁有的社會經

濟功能加以精闢闡明者，厥為徐璧湖前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594號解釋協同
意見書之下列見解：「現代經濟社會中，商標除具有識別商品及表彰商品來源

之傳統功能外，更具有表彰商品之品質及作為商品廣告之功能。玆分述商標之

功能如下：（1）識別功能(Identification Function)―商標可識別自己之商品，
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亦即表示商品同一性之功能，此為商標之基本功能。

商品若無商標以資識別，消費者將無從辨識商品之良窳，無法選擇自己喜好而

6 從商標功能面出發探討商標法規範的必要性，參照 Yann Henri Basire, Why Are 
the  Trademarks  Protected?  –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Trademark  Functions in Europe and Japan,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Jap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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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購買之商品，則營業者將不重視其商品之優劣，因而商品品質之競爭將無由

存在。故營業者在商品附上商標，猶如吾人在文件上簽名蓋章，以資識別，為

商業競爭上重要不可或缺之利器。（2）來源功能(Source Function)―商標可表
彰商品之來源，此亦為商標之基本功能。就商標之發展觀之，早期商標僅表彰

商品之物質來源(physical source)，即僅能表彰由商標權人所營業商品，此稱之
為「嚴格來源理論」(strict source theory)。基此理論，授權使用商標，因係被
授權者使用其經授權之商標營業商品，而非直接由該商標權人自行營業，自不

得為之。嗣因工商科技發達，營業方法隨之開拓，現代市場中商品品目繁多，

交易過程複雜，消費者未必知悉商品營業者之姓名或名稱、所在，商標表彰商

品來源之觀念逐漸從寬，改採「不具名來源準則」(anonymous source rule)，蓋
購買人不知或不介意商品經營者之姓名或名稱，而認為凡使用同一商標之商

品，即係表彰出自同一來源，但毋庸知悉其精確來源，是無須知悉商標權人之

姓名或名稱、所在等。基此，商標乃得授權他人使用。（3）品質功能(Quality 
Function)―商標可表彰其所附之商品具有程度一致之品質，此功能係於二十世
紀三十年代始自前述來源理論衍生擴展而來，認為商標不僅表彰商品之產銷來

源，並為表彰商品品質標準之來源。商標表彰商品品質之功能，非謂商標表彰

其商品具有高水準之品質，而係附有同一商標之商品具有相同品質，不論其品

質係屬優、劣或中等，亦不論其物質來源。消費大眾因商標而認知及信賴附有

商標之商品品質，商品之營業者因而產生累積公眾信賴之效果，經由商標之

品質功能而建立營業者之營業信譽及顧客吸引力之重要效益。（4）廣告功能
(Advertising Function)―商標旨在使目睹或使用該商標商品者於腦中刻認其商品
之特點及營業者之營業信譽印象，進而利用此印象產生再購用之意願，並將之

轉告其他需要該商品之人，故其本身即為一種廣告。此係隨著市場之擴張，複

雜銷售制度之演進，及大規模廣告之發展，新增加之商標廣告功能。因對已用

過商品之人，會透過商標，對商品及營業信譽留下印象，對未用過商品之人，

賴商標以灌輸印象，引發其購買商品之慾望，故商標具有廣告宣傳商品之作

用。」

上述4種功能中，第一項的「識別功能」乃是商標或標章之所以為商標或
標章之故。蓋倘若欠缺識別性，消費者根本不會將系爭文字或圖樣認定為特定

事業之商標或標章，而可能將其認知為僅是說明或敘述商品或服務本身之性

質、特性及內容；亦因此故，現行商標法第29條第1項遂規定，當系爭標識僅
係「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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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或名稱」、「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時，不得申請商標註

冊。因其識別性，方能令一般消費者認知系爭標識係事業為銷售其商品或服務

而使用之商標或標章，並因此而得藉該等商標或標章進一步識別出系爭商品或

服務係來源自特定事業，令商標最為重要、最傳統的來源表彰功能，得以充分

發揮。

一般而言，上述識別功能及來源表彰功能為所有商標及標章所共同擁有；

相對於此，品質保證功能或廣告宣傳功能，則通常發生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中。

正如同前述協同意見書之看法，品質保證功能之發生，係「消費大眾因商標

而認知及信賴附有商標之商品品質，商品之營業者因而產生累積公眾信賴之

效果，經由商標之品質功能而建立營業者之營業信譽及顧客吸引力之重要效

益」；同樣地，當前述協同意見認為，廣告宣傳功能之發生，乃「因對已用過

商品之人，會透過商標，對商品及營業信譽留下印象，對未用過商品之人，賴

商標以灌輸印象，引發其購買商品之慾望」時，已可窺知，倘若系爭商標或標

章未具有高度的著名性，實難藉由其商標或標章本身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慾望，

而得盡情發揮其廣告宣傳功能
7
。

不論如何，當事業希冀藉由商標或標章以建立其產品或服務的自有品牌，

進而提升其產品或服務附加價值時
8
，著名商標或標章於社會經濟上所發揮之

功能亦隨之更加多元化。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446號判決，針對
著名商標保護之規範理念所言：「商標最基本的功能在區別商品或服務之來

源，因此商標權人投入大量的金錢、精力與時間，才使其商標更能區別所表彰

商品或服務之來源，而形成著名商標，基於保護著名商標權人所耗費的心血，

避免他人任意攀附著名商標的信譽與識別性，才有必要對著名商標給予較一般

商標更有效的保護。所以商標權人投入大量的金錢、精力與時間，而使其更

能區別其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方為著名商標給予較一般商標更有效的保護之原

因。」由此可知，鑑於著名商標之建立，必須投入「大量的金錢、經歷與時

間」，若未能對其善加保護，勢將導致其權利人因此所耗費的心血、血本無

7 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所具有的廣告功能，參照Simon, Ilanah, The Court of Justice's 
Protection of the Advertising Function of Trade Marks: An (Almost) Sceptical Analysis, 
6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and Practice 325(2011).

8 鑑於品牌對於我國產品附加價值的提升、產業升級之重要性，我國政府自2006年
起持續推動「品牌臺灣發展計畫」。有關該計畫推動與商標法制規範之關係，參
照黃銘傑，「品牌臺灣發展計畫與商標法制因應之道」，收錄於：黃銘傑，新版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元照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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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故必須對此投資加以保護。於此情勢發展下，著名商標保護除前述識別、

來源表彰、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功能外，又加上投資保障功能。

 歐洲商標專責機關於整理歐洲聯盟法院（以下稱「歐盟法院」）有關
商標功能之相關判決後，如此敘述：「Trade marks have various functions. 
The most fundamental one is to act as ｀indicators of origin´ of the commercial 
provenance of goods/services. This is their ｀essential function´. In the ｀Canon´ 
judgment the Court held that…according to the settled case-law of the Court,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the trade mark is to guarantee the identity of the origin of the 
marked product to the consumer or end user by enabling him, without any possibility 
of confusion, to distinguish the product or service from others that have another 
origin…Whilst indicating origin is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trade marks, it is not the 
only one. Indeed, the term, ｀essential function´ implies other functions. The Court 
alluded to the other functions of trade marks several times…in the ｀L´Oréal´ 
judgment, where it stated that the functions of trade marks include…not only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the trade mark, which is to guarantee to consumers the origin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but also its other functions, in particular that of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question and those of communication, 
investment or advertising.」9

由上可知，商標或標章最為根本、必要之功能，乃係來源表彰功能，無此

來源表彰功能，其他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及投資功能等
10
，都將失其立足、附

儷之處。而隨著商標或標章於產品、服務銷售過程中重要性的提升，事業逐

漸將商標或標章與其產品品質保證功能連結在一起，並藉此所形成之商譽或

信譽，發揮其商標或標章的廣告功能，最後基於著名品牌所具有的高度附加價

值，決定投入對自有品牌建立的投資，形成商標或標章建立或創造的良性循環

9 See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of 
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s: Double Identity and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 General 
Principles, at 3 (2017). 

10 雖然，歐洲聯盟法院尚指出商標或標章所具有之「溝通功能」，惟此一功能通常
被認為係指商標或標章所引發相關消費大眾對相關商品或服務特性、形象等之聯
想， 而與識別功能及來源表彰功能息息相關，因此本文於此不將之視為獨立的保
護功能。 有關該當「溝通功能」之說明，參照 Tobias Cohen Jehoram, Constant van 
Nispen, and  Tony Huydecoper, European Trademark Law: Community Trademark Law 
and Harmonized  National Trademark Law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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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

(二)對應於（著名）商標及標章社會經濟功能之法律保護態樣
如同前項所述，於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商標或標章具有來源表彰功能、

品質保證功能、廣告宣傳功能以及投資功能。惟於探討法律規範問題時，必須

注意的是，商標或標章於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擁有上述各種功能，並不立即表

示法律規範，特別是實定商標法規定理所當然會對於各該功能照單全收全數加

以保護。事實上，迄至2003年11月之商標法修正，我國商標法皆無相當於現行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後段、第70條第1款等明文保護品質保障及廣告宣傳
功能之「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的商標或標章稀釋防止規

範（Dilution Doctrine）11
。由此可以推知，鑑於來源表彰功能為商標或標章之

根本、必要功能，從而只要一國制定有商標或標章保護法制，不論其為商標法

或不公平競爭防止法，於最低程度上其法制規範皆會對來源表彰功能予以保

護，而由此來源表彰功能所衍生之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及投資功能等，就基於

各該國家各自的經濟發展階段及需求、甚或國際規範之要求，依據各該時點之

政策判斷決定是否引進相對應的保護規範。

不論如何，依據現今各國商標或標章法制之規範內容，對應於各該商標或

標章功能的法律規範態樣分類，大致如下：（1）來源表彰功能－混淆誤認之
虞防止規範；（2）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功能－稀釋防止規範；（3）投資功
能－搭便車防止規範

12
。以下，就各該規範法理如何保護其相對應的商標或標

章功能，分別予以敘述。

1.來源表彰功能與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
為保護商標及標章之本質且必要功能之來源表彰功能，各國商標或標章

法制不僅於註冊規範上，禁止造成混淆誤認之虞的商標申請案之註冊
13
；於

侵權規範上，亦禁止第三人未經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同意，逕行使用商標

11 有關該次商標法修正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規範之內容及其批評，參照謝銘
洋，新修正商標法評析，收錄於：謝銘洋，科技發展之智慧財產權議題，初版，
翰蘆圖書，390-394（2005）。

12 當然，此種商標或標章功能及與之相對應的法律保護態樣分類，僅是基於筆者個
人觀察所得，學界及實務界並無一定共識，特別是廣告功能可能對應於稀釋防止
規範，也可能同時屬於搭便車防止規範之範疇。 

13 例如，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
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
冊；同條項第11款前段亦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
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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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標章致相關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之行為
14
。混淆誤認之虞的防止，構成各

國商標或標章法制規範之核心，正如同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於David 
Berg Co.v.Gatto Intern.Trading Co.一案中，針對來源表彰功能與混淆誤認之虞
二者關係的敘述：「"A trademark is a merchandising shortcut which induces a 
purchaser to select what he wants, or what he has been led to believe he wants."…
A "trademark" itself is not really that which is infringed. What truly is infringed is 
the public's right to be secure from confus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right of each 
trademark's owner to control its own product's reputation.」15

由此可知，雖然混淆

誤認之虞係以商標侵權之構成要件加以呈現，惟其真正規範目的、所欲保護之

客體實為消費者免於被混淆誤認的權利且因此可以正確購得商標權人等所品質

保證之商品或服務。此種保護消費者免於混淆誤認之虞的要件或標準，並不會

因其係屬註冊商標或未註冊標章而有所不同，而係同等適用於所有商標法與不

公平競爭防止法制，論者於檢視歐盟法院相關判決後，如此說明：「the court 
expressly established that consumer-confusion standards should be the same for both 
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doctrines.」16

。

一般而言，混淆誤認之虞可以大致區別為二種不同類型，其一為使用相同

或近似商標或標章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之狹義混淆，另一種則是使用

相同或近似商標於不類似商品（服務）者
17
。二者類型之具體內涵可以參照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稱「智慧局」）所頒布的「『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

準」。於該部審查基準3中，就此二種混淆誤認之虞類型，如此說明：（1）

14 例如，我國商標法第68條規定即禁止，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之目的而「於同
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者」；現行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則禁止，「以著名之他人姓
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標章）或其他顯示他人
商品（營業或服務）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
他人商品（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之行為。

15 884 F.2d 306, 310 (7th Cir. 1989).  
16 Tim W. Dornis, 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Conflicts – Historical-Comparative, 

Doctrin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3 (2017).
17 德國及日本商標及標章法制，皆採取此種狹義混淆與廣義混淆之分類。例如，論
者引用德國法文獻而謂：「在德國營業標誌法制上的混淆誤認之虞分為狹義與廣
義兩大類，前者是對同一性發生錯誤，後者則是在關連性受到誤導。」劉孔中，
公平交易法對營業標誌保護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1卷第2期，5（2003）。
日本法學說及實務之見解，參照經濟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編，逐條解說‧不正
競爭防止法，第2版，商事法務，73-7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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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誤認二商標為同一來源，換言之，由於商標的關

係，誤認來自不同來源的商品／服務以為來自同一來源，有稱此為錯誤的混淆

誤認。」；（2）「商品／服務之相關消費者雖不會誤認二商標為同一商標，
但極有可能誤認二商標之商品／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服務，或誤認二

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上開審查基準之說明中，同一來源的錯誤混淆及同一系列商品（服務）

的混淆，因其商品（服務）為同一或類似，故屬於狹義混淆類型
18
；後者之廣

義混淆則因為現代企業經營者基於範疇經濟（Economy of Scope）等考量，經
常藉由設立關係企業、成立加盟體系或經由授權、贊助（Sponsor）等方式，
充分利用其商標或標章的著名性，而將其事業版圖擴展及於不類似商品（服

務），展開多角化經營等作為。此種品牌經營方式，於今相當盛行，甚或可以

認為已成為企業經營之常態，其所造成消費者對於商品（服務）提供主體的混

淆誤認及錯誤的選購決定，與狹義混淆所造成消費者錯誤的選購決定，本質上

並無重大不同，從而現今大多數國家之商標或標章法制，皆對此二種類型的混

淆誤認之虞加以規範，並施予同樣的法律效果。

2.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功能與稀釋防止規範  
相對於前述基於來源表彰功能所為之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其規範目的

主要在於避免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發生而具有高度公益性；基於品質保證或

廣告宣傳功能所為之稀釋防止規範，其規範目的主要集中於系爭著名商標或

標章之財產價值維護上，法規所保護者亦非一般消費大眾，而係商標權人或標

章所有人本身之經濟利益。正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著名的「維多利亞的

秘密」一案中之下列闡明：「Unlike traditional infringement law, the prohibitions 
against trademark dilution are not the product of common-law development, and are 
not motivated by an interest in protecting consumers.」19

該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就此更進一步闡釋：「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infringement law], the Dilution 
Act is designed solely for the benefit of sellers. Its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owners 
of famous marks from the kind of dilution that is permitted by the trademark laws 
18 論者就德國法之狹義混淆類型內容，如此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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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孔中，前揭註17，5。

19 Moseley v. V Secret Catalogue, Inc., 537 U.S. 418, 43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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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junior user uses the same mark in a non-confusing way in an unrelated area 
of commerce.」20

由上可知，著名商標或標章稀釋防止規範，不僅不以混淆誤認之虞為前

提，且是在消費者清楚認知到，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縱使有展開多角化

經營，其多角化經營之對象或範疇亦不可能到達系爭商品（服務）領域，正如

同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行商訴字第24號行政判決所示：「系爭申請商標與據
以核駁諸商標構成高度近似，指定使用在守衛服務、各種場所之安全保護、現

金或其他貴重物品運送之安全維護等服務上，因為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類別

與據以核駁諸商標之商品無關聯，消費者自不會產生混淆誤認，但正因消費者

可區辨兩者之不同，若准許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將導致據以核駁諸商標原本

僅會使人產生指向義大利商費拉里公司之單一特定來源之聯想，逐漸減弱或分

散變成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來源的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的心中不會留

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如此一來，當然會有減損據以核駁諸商標識別性

之虞」。

此種識別性的稀釋或減損於相當程度上損害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廣告功能，

智慧局於其「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3.1.1中之下
列說明，可為此作出：「例如消費者看到或聽到『可口可樂』的文字後，馬上

會聯想到以該商標銷售之飲料商品。若第三人以相同之『可口可樂』商標使用

於不同之商品，經行銷市場一段時間後，消費者看到或聽到『可口可樂』的文

字後，會認為該文字不僅是指原本的『可口可樂』飲料，還可能是指第三人的

『可口可樂』商品，此時，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可口可樂』商標很有可

能會變成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來源的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的心中不會

留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於是該『可口可樂』商標的識別性很有可能即

已被稀釋或弱化。」原本，消費者只要看到「可口可樂」就會立刻到其所銷售

之飲料商品，而產生重大的廣告效果；惟一旦「可口可樂」不再是飲料商品的

代名詞時，「可口可樂」就無法以其獨特性，在消費者心中留下印象，其廣告

功能因此大幅減損。

其次，稀釋防止藉由禁止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信譽之行為，維持著名商標

或標章所欲發揮的品質保證功能，前述「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著名商標
保護審查基準」3.1.2，就此如是闡明：「所謂減損著名商標信譽之虞係指著名

20 TCPIP Holding Co., Inc. v. Haar Communications, Inc., 244 F.3d 88, 95 (2d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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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之信譽有可能遭受污損，亦即因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使消費

者對著名商標所代表之品質、信譽產生貶抑或負面之聯想。例如因第三人以有

害身心或毀損名譽的方式使用著名商標，使人對著名商標之信譽產生負面的聯

想。例如系爭商標所指定之商品足以危害一般人身心或可能貶抑著名商標一向

所標榜之高雅形象，使人對著名商標之信譽產生負面的印象。」

3.投資功能與搭便車防止規範
雖然亦有法院判決見解認為，前述稀釋防止規範之規範對象，亦包含第三

人不當的搭便車行為，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即有
如下說明：「系爭商標縱使僅在特定商品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然商標法第70條第1款、第2款規定之立法本旨，係因經註冊之著名商標，在國
內有相當知名度，易遭第三人攀附其商譽，造成不公平競爭，衍生侵害商標權

之糾紛。故以擬制之方式規範間接侵害商標之態樣，可知間接侵害商標並非直

接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係以搭便車之行為侵害商標，以區分商標法第68
條規定之直接侵害商標類型。」然而，倘若系爭著名商標或標章的使用，並未

引發任何減損或稀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而僅是藉由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

或信譽獲取不公平利益時（taking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即難能以稀釋防止規範制止此種不當行為，此際遂有搭便車防止
規範擅場之餘地

21
。

不論如何，由上開判決敘述亦可知悉，搭便車防止規範較諸稀釋防止規

範，更與以消費者保護為目的的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無緣，而具有更高程度

的保護著名商標或標章之經濟利益或財產價值之規範性質。歐盟法院於提出

商標或標章規範具有保護投資功能之L´Oréal一案判決中22
，就此搭便車行為

如是闡明：「The advantage arising from the use by a third party of a sign similar 
to a mark with a reputation is an advantage taken unfairly by that third party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mark where that party seeks by that use to 
ride on the coat-tails of the mark with a reputation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the power 
of attraction, the reputation and the prestige of that mark and to exploit, without 
paying any financial compensation, the marketing effort expended by the proprietor 

21 本文採用「搭便車」之用語，係參照許曉芬，論著名商標侵害態樣中之「搭便
車」行為─以歐洲法院判決實務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87期（2013）。

22 參照前揭註 9 所引用之本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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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mark in order to create and maintain the mark´s image.」23
此種無須付出任

何對價，就可以利用他人所付出之行銷努力而獲取消費者注意或顧客吸引力之

作法，不啻就是對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為建立其著名品牌所花費之時

間、精力、金錢等投資行為的搭便車。在自有品牌建立對於一國經濟發展、產

業升級具有重大正面功能的認知下，為鼓勵事業建立起自有品牌，自有必要對

此不當的寄生行為或搭便車行為，加以規範。當然，若著重於對著名商標或標

章之識別性或信譽的不當利用，此一搭便車防止規範，自亦於相當程度上具有

保護商標或標章之廣告宣傳功能，而與防止識別性遭不當稀釋之規範，有著重

疊及異曲同工之處。

(三)商標或標章之權利範圍、商品（服務）類似與否及著名程度之關係
從上述商標或標章於社會經濟生活上所具有之實際功能以及法制對應於各

該功能所為的保護規範，或可窺知，各該法律規範其保護範圍可能隨著經濟功

能之不同而僅止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或是擴張及於不類似（服務）；

與此同時，各該功能之發揮亦與其所可達到之消費者群範圍息息相關，而使得

不同功能之保護規範其所要求之消費者普遍認知的著名程度，亦有所不同。以

下，藉由圖一說明商標或標章之法律效力範圍及其與商品（服務）類似與否、

著名程度等之關係。

23 L'Oréal SA v Bellure NV (C-487/07) 18 June 2009, at para. 50.
24 本圖第一次出現及其相關說明，參照黃銘傑，著名商標之「著名」程度及適用於
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之探討─從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7號判決及司法
院102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行政訴訟類類相關議題」第7號提案及研討
結果談起，月旦法學雜誌，第249期，233-235（2016）。

圖一　商標或標章之權利範圍、商品(服務)類似與否及著名程度之關係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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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之A1代表商標或標章圖樣本身，A2代表與A1構成近似之商標或標
章圖樣；B1代表該商標或標章所指定或實際使用之商品（服務），B2為與B1
構成類似之商品（服務），B3雖非與B1類似之商品（服務），但相關消費者
可期待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應會從事多角化經營而將其事業版圖擴張至B3之
商品（服務）領域，B4同樣是與B1不構成類似之商品（服務），但一般消費
者不會期待其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會將其多角化經營的觸角拓展及於此類商

品（服務）領域。

由上可知，在A1＋A2＋B1＋B2的區域內，屬於狹義混淆誤認之虞類型，
為現行商標法第68條各款及公平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規範之對象。於此權利
範圍內，其規範前提並不要求系爭商標須為著名商標；但若屬未註冊標章，

則亦非不可要求其必須具備著名性，如同我國現行公平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之
作法。惟須注意者，此時該未註冊標章之著名程度，僅須為B1＋B2商品（服
務）之相關消費者（Relevant Public）普遍認知即可，不需要達到一般消費者
（General Public）普遍認知的程度。不論如何，一旦突破B1＋B2區域，而欲
將其排他權範圍擴張及於不類似之B3、B4商品（服務）領域時，該當排他權
範圍的擴大，就會帶來商標或標章本身的質變，而必須以其具備著名性為前

提。例如，過去的德國，現在的日本、韓國等國之不公平競爭防止法，於肯定

商標或標章的排他權範圍可以及於不類似之B3商品（服務）領域的廣義混淆行
為時，胥要求系爭商標或標章應為相關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著名商標。惟須注意

者，與狹義混淆之著名程度僅及於B1＋B2領域不同，廣義混淆防止規範適用
的前提，以系爭商標或標章亦為不類似商品（服務）之B3領域的相關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為前提。

理由在於，在一般非著名商標或標章的情況下，消費者縱然知悉系爭商標

或標章的存在，但通常並不會期待其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會進行多角化經

營，蓋在其原有商品（服務）領域尚未建立起聲譽、口碑的情況下，渠等並無

法且無誘因將於特定商品（服務）所建立之聲譽槓桿到其他商品領域，以充分

利用該當聲譽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相對於此，就其商標或標章已於其指定或

實際使用商品（服務）領域享有良好聲譽的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就有

誘因利用關係企業、授權、贊助、加盟等商業模式，利用其商標或標章聲譽將

事業版圖擴張到不同的商品（服務）領域，實施多角化經營。於此，不僅該

商標或標章原有B1、B2區域之相關消費者群必須認知到系爭商標或標章的存
在，縱令原非該區域中之消費者而係處於B3區域的相關消費者群，亦因系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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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商標或標章的廣宣活動、消費者間口耳相傳等管道，知悉著名商標或標章的

存在並瞭解其背後所隱含的聲譽及品質保證等特色，進而對附著有該商標或標

章之B3商品（服務）產生購買意願。
當然，從圖一中亦可得知，B3區域中之商品（服務）類別並非單一屬性，

而係不同層次，愈接近B2區域之商品（服務），其相關消費者群認知到系爭
著名商標或標章存在的可能性愈高；愈接近B4區域之商品（服務），系爭商標
或標章的著名程度就必須要達到更高的地步，方能促使相關消費者認知到該著

名商標或標章的存在。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310號判決所闡明：
「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之適用，並不以相同或類似於著名商標所表彰之商

品或服務為限，惟就相衝突商標所表彰之各種商品或服務是否構成混淆誤認之

虞之判斷，與商標之著名程度及識別性關係密切且相互消長，商標越具有識別

性且越著名，其所能跨類保護之商品範圍就越大，即越易判斷為構成混淆誤認

之虞；反之，若商標係習見之商標或著名性較低，則其跨類保護之範圍就較

小。」

不論如何，當B3區域不類似商品（服務）之不類似程度愈來愈往外延伸，
而進入相關消費者已無法期待系爭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會進行多角化經

營之程度時，其將跨越B3的封鎖線，踏入B4商品（服務）領域。此際，著名
商標或標章本身就必須再一次蛻變，更進一步提高其著名程度達於更廣泛的消

費者群，方能主張其著名商標或標章縱使被使用於完全不類似、亦不可能多

角化經營之B4領域時，仍可行使排他權、尋求稀釋防止規範的保護。蓋若B4
商品（服務）之消費者群，並不知道系爭A1商標或標章的存在，則於B4商品
（服務）使用A1商標又如何減損、稀釋該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與信譽。例如，
假若平民消費的泡沫紅茶店之消費者群，並不知道價格昂貴的Tiffany珠寶飾品
之著名商標，該泡沫紅茶店縱令使用Tiffany商標，又如何得以減損其識別性；
又如著名汽車品牌的TOYOTA，若非為亟需用錢借款的貧眾所知悉，當鋪業者
使用該當著名商標，又如何能加以稀釋其識別性？最後，對於喜愛A片、A書
的消費者群而言，倘若渠等並不知道Disney商標的存在，將該當著名商標使用
於其商品的A級業者，又如何能藉此減損Disney之聲譽？
由此可知，稀釋防止規範的保護，不僅其所欲主張保護對象的商品（服

務）與其原有B1商品不類似，還必須是一般消費者並不會期待其權利人會到該
商品（服務）領域進行多角化經營的認知（B4商品／服務），否則在B4區域
商品（服務）之消費者群並不知悉該當著名商標或標章存在的情況下，該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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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業者實無誘因、也無法利用著名商標或標章的品牌形象或顧客吸引力等，引

起消費者的聯想或會心一笑，進而興起消費意願。於此認知下，要達到稀釋著

名商標或標章識別性或信譽之著名程度，就無可避免會比起（廣義）混淆誤認

規範要來得高。至少，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若欲行使其稀釋規定相關權

利，必須是其商標在侵權商品的消費者群及地理區域範圍內，被普遍認知，方

能滿足其著名性要件，絕非其著名性只要達到廣義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所要

求的著名程度，就可以主張稀釋防止規範的適用。

一般而言，對於稀釋防止規範的適用，有要求其僅以相關消費者普遍認知

為已足者，例如歐盟商標法制關於稀釋防止規範的適用，即僅要求相關消費者

普遍認知即可
25
；相對於此，美國及日本商標法制則要求其著名程度必須達到

為一般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時，方可適用稀釋防止規範
26
。我國法院實務運作對

於稀釋防止規範，亦要求以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為前提
27
。當著名商標或標章

其排他權範圍要更加往外擴展至保護投資功能之搭便車防止規範時，不僅基於

舉輕明重法理，於我國商標或標章法制上，必須要求其須為一般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縱使是歐盟商標法制於此情形，亦要求於適用搭便車防止規範時，應以

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為前提，蓋「若一商標僅於特定領域知名，而不被其他領

域消費者知悉，基本上不可能從中獲取（不當）利益」
28
。

於此，必須注意的是，廣義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所要求之相關消費者普

遍認知的著名性與稀釋或搭便車防止規範之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的著名性，二

者概念的不同。申言之，商標或標章著名性的取得並非一蹴可幾，而是經由

其權利人或所有人的苦心規劃與經營，從沒有任何名氣到小有名氣、到更有名

25 參照許曉芬，前揭註 21，189-192。
26 日本法制之說明，參照經濟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編，前揭註14，78-79；美國
法 制之說明，參照 Mary LaFrance, 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 230-233 (3rd ed., 
2016)。

27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就廣義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
範及稀釋防止規範所要求之著名程度，有如下之決議文：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
款「後段所述之著名商標，其著名程度應解釋為超越相關消費者而臻一般消費者
普遍知悉之程度，始有本規定後段規定之適用，與本規定前段規定僅限於相關消
費者不同。質言之，本規定前、後段就著名商標之著名程度，應為不同之解釋，
前段應解釋為僅在相關消費者著名之商標，後段則應解釋為不僅止於相關消費
者，而須達一般消費者均知悉之商標，始符立法目的，同時平衡保護消費者及商
標權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28 許曉芬，前揭註2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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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到有高度名氣、到有全國一般大眾皆知的超高人氣。於此認知下，著名商

標或標章的著名性就如同往上爬行的階梯一般，越往上走、站得越高，就讓更

多人可以看得到、認知其存在，只是一旦達到全國一般大眾皆知的頂端，就沒

有再往上進展的空間。由此可知，於達到全國一般大眾著名之前，著名商標其

實並非是一個靜態的存在或概念，而是呈現出一種動態發展的歷程。從僅由商

標原指定或實際使用之商品（服務），慢慢推展到類似商品（服務），進而推

展到較為鄰近之不同類商品（服務），再藉由此不同類商品（服務）使用所

產生著名性之加值將其推展到與此不同類商品（服務）較為鄰近之商品（服

務）……以此類推，最後達到階梯頂端的全國一般大眾普遍認知的著名程度。

然而，上述之階梯式的動態發展，得隨具體事例調控其著名程度高低之著名概

念，並不復見於稀釋或搭便車防止規範的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著名商標概念

中。蓋既然已經爬到階梯頂端，就無法再繼續往上爬。因此，稀釋或搭便車防

止規範的著名性，就成為一種全有、全無的概念，不會再有全國超高名氣、全

國超超高名氣的階段區分。美國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曾如此說明二者著名性概念

的區別：「while dilution fame is an either/or proposition - fame either does or does 
not exist -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fame varies along a spectrum from very strong to 
very weak.」29

三、國際條約及我國現行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之保護規範

在理解（著名）商標或標章所具有的社會經濟實際功能，以及法制對應於

各該功能可能設計出之各種保護類型的規範後，吾人重新回過頭來檢討國際條

約或規範對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之要求，並以之對照我國現行法制規範內

容，分析我國現行法制可能蘊藏之規範問題點及缺失。惟須注意者，不論是國

際條約、抑或是我國現行法制，於有關著名商標或標章的保護上，皆設計有註

冊規範及侵權規範，本文因檢討對象主要集中於公平法未來關於保護著名標章

應有規範之道，而公平法並未規定有註冊規範，從而以下有關國際條約及我國

現行法制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規範之說明，就僅限定於侵權規範。

(一)國際條約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之保護規範
國際條約或規範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主要可見於巴黎公約與

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29 Palm Bay Imps., Inc. v. Veuve Clicquot Ponsardin Maison Fondee En 1772, 396 F.3d  

1369, 1375 (Fed.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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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Rights, TRIPS）以及1999年11月WIPO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
忘錄（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Well-
Known Marks）等。
1.巴黎公約  
傳統上，巴黎公約所關注者乃是商標註冊規範及對於註冊商標之保護

議題，對於著名商標並未特別言及。惟其後鑑於商標制度益形發展，著名

商標保護愈來愈有其必要性，故於其後條約修正過程中，逐次加重對著名

（wellknown）標章的保護。依據現行巴黎公約第6條之2第1項規定：「各同盟
國主管機關就所認定之著名標章，得於法律許可之前提下，對於與著名標章使

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之商標，其重製、仿冒、翻譯等造成混淆誤認時，依職權

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否准或撤銷商標之註冊，或禁止其使用。倘商標之主要部

分構成前揭情事時，本規定亦適用之。」

於此，必須注意者有三：（1）從本項規定使用著名「標章」而非「商
標」一事可知，其係對於未於國內註冊標章之保護，當此類著名標章存在時，

會員國不僅必須禁止與其相同或近似商標的註冊申請，亦必須禁止此類標章的

使用；（2）本款之適用以二者標章所（指定）使用之商品屬同一或類似為前
提；（3）本款適用對象僅止於商品，而未及於服務。
其次，巴黎公約第10條之2基於不公平競爭防止規範而規定：「（1）各同

盟國應確保同盟國之國民免受不公平之競爭。（2）凡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
爭行為，均構成不公平之競爭行為。（3）各同盟國家應禁止下列行為：（a）
任何使公眾對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等，產生混淆之行為。（b）
於交易過程中，以不實陳述損害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之信譽者。

（c）於交易過程中，以標示或陳述，致使公眾對商品之性質、製造過程、特
徵、合適性或產生誤認。」

本條第3項第1款規定相當於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定，巴黎公約註釋書對於
該款規定內容，解釋如下：「任何可能造成消費者混淆之行為，例如競爭業者

的營業場所、商品、工商業活動等行為。行為的模式，若為使用相同或近似商

標或商號等，對於此類行為，司法或行政機關通常會依特定法律禁止之。倘非

前揭行為所造成的混淆，司法或行政機關將以其為不公平競爭而制止之。其他

如包裝的形式、宣傳的名稱、企業所在的位置或其他特徵等，足以構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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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是否為善意，在所不問，不過，後者將會影響處罰的輕重。」
30
由此可

知：（1）本款規定並不以系爭標章註冊為前提；（2）對於混淆誤認之虞行為
的規範，亦未明文規定要求應具備著名性；（3）並未明文規定其適用對象僅
限定於類似商品（服務）的狹義混淆。

惟須注意者，針對（2）之規範內容，曾有疑問，倘若同盟國國內商標法
或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如同我國現行公平法第22條第1項般，要求其規定適用
必須以系爭標章具有著名性為前提，則是否有違反巴黎公約該款規定之虞。日

本國內學界即曾對該國不公平競爭防止法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定，以系爭標章

為「周知」表徵為其適用之前提要件，故而主張該當規定有違反巴黎公約上開

規定之嫌。最後，日本國內學界及實務界通說認為，由於巴黎公約該款規定對

於應達到何種程度的混淆誤認之虞並未有所言明，從而以「周知」為要件界定

其混淆誤認之虞程度，並未有違反巴黎公約上開規定之虞
31
。

其次，針對上述（3）之規範內容，於1958年里斯本條約修正會議過程
中，巴黎公約秘書處曾主張本款規定得適用於不類似商品之廣義混淆行為，並

舉出不少同盟國將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定適用至廣義混淆行為之實務事例，惟

最後會議就此並未達成結論
32
。但從此討論過程亦可窺知，本款規定有適用於

廣義混淆行為之可能。

2.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為解決前述巴黎公約對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範圍過窄且未及於服務，

TRIPS第16條第2、3項，特別針對著名商標保護加以規定：「2.巴黎公約
（1967）第六條之二之規定準用於服務。決定某一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會員
應考慮該商標在相關公眾之知名度，包括因商標之宣傳而在該會員所取得之知

名度。3.有關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準用巴黎公約
（1967）第六條之二之規定於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
準用之。但以該商標於該等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有致相關公眾將該等商品或服

務與註冊商標權人產生聯想，且註冊商標權人之利益有因該使用而受損害之虞

者為限。」

由此可知，TRIPS第16條第2項將前述巴黎公約對於著名標章之保護擴展及
於服務，且對於著名性的要求，僅以相關消費者著名為已足；但對於此著名標

30 陳文吟譯，前揭註2，103。
31 經濟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編，前揭註17，69-70。
32 參照後藤晴男，パリ條約講話，新訂增補版，發明協會，354-35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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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保護，仍限定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同條第3項則將著名商標保護
擴及於不類似商品（服務），但以該商標已於國內註冊為前提，且其保護前提

必須是第三人對於著名商標的使用，導致相關消費者將其與商標權人產生聯想

（connection），亦即認為商標權人與第三人間存在某種關係企業、授權、贊
助、加盟等經濟或組織的關連性，並因此而導致商標權人利益有受損之虞

33
。

3.WIPO 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忘錄  
前述巴黎公約與TRIPS相關規定，對於未註冊標章的廣義混淆行為，並未

要求會員國負有禁止之義務，且對於稀釋、搭便車等行為，亦未明文規定。補

充此等規範不足者，厥為WIPO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忘錄。該備忘錄
第4條第1項規定如下：「（1）衝突商標：（a）衝突商標；商標（標章）或其
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著名商標，而有致混淆誤認之虞，且

使用、申請註冊或註冊於與著名商標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服務者。（b）商標或
其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著名商標，不論其所使用、申請註

冊或註冊的商品/服務為何，若具備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得認定與著名商標衝
突。（i）商標的使用顯示其所使用、申請註冊或註冊的商品/服務與著名商標
所有權人有所關聯，且有致著名商標所有人利益損失之虞者。（ii）商標以不
公平的方式使用，而有致減損或淡化著名商標識別性（distinctive character）之
虞者。（iii）商標的使用係不正利用著名商標的識別性者。（c）會員國適用
本條（1）（b）（ii）（iii）時，縱有第二條（3）（a）（iii）規定；會員國仍
得要求該著名商標為一般大眾所普遍認知。」

34
雖然，中文翻譯為「商標」，

但依據該備忘錄第3條（3）（a）（i）規定，著名「商標」保護不以其在會員
國內註冊或申請註冊為前提，故其保護客體普遍及於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

此外，該聯合備忘錄第5條針對營業標識（Business Identifiers），亦有類似於
前述著名商標保護之規範內容。

不論如何，從該備忘錄第4條第1項之規定內容可以知悉：（1）上開聯合
備忘錄對於著名「商標」的保護，並不以該著名商標屬註冊商標為前提，而係

廣泛地保護未註冊著名標章，且其保護對象同時及於商品及服務；（2）聯合

33 See, generally, UNCTAD-ICTSD, Resource Book on TRIPS and Development 240-241 
(2005). 

34 本文有關WIPO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忘錄之中譯，係引用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所翻譯之該聯合備忘錄的中譯本，該份文件可自下列網址取得：<https://www1.
tipo.gov.tw/ct.asp?xItem=155886&ctNode=7071&mp=1>，last  visited: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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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突破TRIPS第16條第3項對於不類似商品（服務）之保護僅限定於註冊著
名商標的限制，而不問系爭著名標章是否已於國內註冊，只要其使用有導致相

關大眾與著名商標或標章產生聯想之虞且因此導致著名商標權人利益有受損之

虞時，即可啟動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規範；（3）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內容
或目的係為防止其著名性遭受稀釋或搭便車時，各國法制規定於此可將著名商

標或標章之著名程度提高至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的程度。

雖然，上開聯合備忘錄僅是WIPO會員國總會及巴黎公約大會所共同決議
採行之建議書，對於各會員國並不有法律拘束效力

35
。但正如同2003年11月商

標法修正引進著名商標或標章稀釋防止規範時之立法理由所言：「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WIPO）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公布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
項，該決議明確指明對著名商標之認定，應考量以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公眾之

認識，而非以一般公眾之認知判斷之；又除防止與著名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外，並應避免對著名商標之減損（dilution）產生，基於APEC於八十九年三月
決議會員國應遵守WIPO該決議，爰將『公眾』修正為『相關公眾』，並增訂
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不得註冊。」由上可知，我國

因為加入APEC而有遵守該當聯合備忘錄的義務，應依據該聯合備忘錄規定保
護著名商標及標章，從而亦有必要於法制中就侵害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各種混淆

誤認之虞、稀釋及搭便車等行為，加以規範。

整理上述國際條約或規範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內容，如下表

一。

表一：國際條約及規範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內容

國際條約
及規範

是否以註
冊為要件 著名程度 商品

（服務）
規範對象
之行為類型

巴黎公約
第6條之2 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 狹義混淆

巴黎公約
第10條之2 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未明文限制，
解釋上可包含
不類似商品

狹義混淆，解
釋上會員國可
以擴張至廣義
混淆

35  WIPO, 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book 360 (2nd 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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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第16條
第2、3項

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或服務 狹義混淆

註冊 相關消費者 不類似商品或
服務 廣義混淆

WIPO 關 於 著
名商標保護規
定聯合備忘錄
第4條第1項

註冊或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或服務 狹義混淆

註冊或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不類似商品或
服務 廣義混淆

註冊或未註冊

會員國可自行
決定將著名性
提高至一般消
費者普遍認知
之程度

不類似商品或
服務 稀釋

註冊或未註冊

會員國可自行
決定將著名性
提高至一般消
費者普遍認知
之程度

不類似商品或
服務 搭便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我國現行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
我國法以明文規定禁止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混淆誤認之虞、稀釋等行為

者，有商標法及公平法。

1.商標法
現行商標法於侵權規範上，得作為保護著名商標之規定，包括同法第68

條、第70條第1款，各該條文規定內容如下：第68條：「未經商標權人同意，
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為侵害商標權：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

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

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

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第70條：「未
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

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者。」

由上可知，商標法第68條係規範狹義混淆行為，雖然條文中並未要求系爭
商標必須為著名商標，但註冊商標若屬著名，理當可以直接適用該條規定，只

是此際之「著名」並無規範上的實質效益，蓋不論著名與否，商標權人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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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據該條規定行使排他權、請求救濟。相對於此，商標法第70條第1款則為
稀釋防止規範，此際其著名性之要求，有法院判決認為應達一般消費者普遍認

知之程度者
36
，另有法院判決責任為僅達相關消費者普遍認知程度即可

37
。

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較有疑義之規定者，乃是該法第70條第2款規
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二、明知為

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

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

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乍看之下，該款規定似乎對於廣義混淆及稀釋行為

皆有規範，惟於我國現行商標法規範下，會造成混淆誤認或稀釋之結果者，乃

係系爭著名商標被以同法第5條「為行銷之目的…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
為商標」之商標使用方式，加以使用

38
。惟商標法第70條第2款規定啟動之時

點，並非於此「商標使用」時點，而係其前階段之將著名商標中的文字作為公

司名稱等之時點；由於在此時點上，尚未將商標附著於商品或用於服務行銷

上，一般消費者無從得知其「使用」情事，從而對於消費者而言，於此時點上

根本不會發生所謂的混淆誤認之虞或稀釋之虞問題。況且，倘若僅是停留於公

司名稱之階段，由於公司名稱之法律功能在於表示法律行為或交易的權利義務

36 採取此種見解之判決，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上字第1號、107年度民商
上字第5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認商標
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後段所述著名商標之淡化，其著名程度應解釋為超越相關
消費者而臻『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之程度，與同款前段混淆誤認之虞規定僅限
於『相關消費者』不同。本院認，在同一部法令中，基於同一用語同一內涵之法
理，在商標侵權爭議事件中，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是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或信譽
之虞的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所保護之著名商標，應以達到一般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之高度著名程度，始足當之。」

37 採取此種見解之判決，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上字第3號、108年度民商訴
字第1號民事判決：「系爭商標縱使僅在特定商品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然商標法第70條第1款、第2款規定之立法本旨，係因經註冊之著名商標，
在國內有相當知名度，易遭第三人攀附其商譽，造成不公平競爭，衍生侵害商標
權之糾紛。故以擬制之方式規範間接侵害商標之態樣，可知間接侵害商標並非直
接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係以搭便車之行為侵害商標，以區分商標法第68條
規定之直接侵害商標類型。職是，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與第2款所稱之著名註冊商
標，並無區分一般消費者或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僅要是國內著名註冊商
標，第三人自不得違反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與第2款規定，侵害著名註冊商標。」

38 有關我國商標法「商標使用」之概念及實務實際運作情狀，參照蔡惠如，淺談商
標民、刑事案件之「商標使用」概念，收錄於「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
元照出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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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而非表彰商品（服務）之來源
39
，從而並未構成商標使用，惟一旦超越

此種單純的表示權利義務主體之使用方式，而將公司名稱作為表彰商品（服

務）來源之標章方式加以使用時，即構成商標法上的「商標使用」，而得直接

依據商標法第68條或第70條第1款規定行使排他權、請求救濟，無須另有類似
第70條2款之規定。基於如此觀點，論者遂主張：「從寬解釋疑似商標權侵害
之商標行使行為後，只要是滿足第70條第2款要件之情況，商標權人本來即可
依第68條對營業主體名稱之使用人主張權利，實無另有第70條第2款之擬制侵
害規定。」

40
從而，就結論而言，本款規定並未發揮任何混淆誤認之虞、稀釋

或搭便車防止規範之功能。

整理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之侵權規範內容，如下表二。

表二：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之侵權規範內容

規範對象之
行為類型

是否以註
冊為要件 著名程度 商品

（服務） 條文

狹義混淆 註冊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 第68條

廣義混淆 X X X 未有明文規定

稀釋 註冊 相關消費者或
一般消費者

不類似商品
或服務 第70條第1款

搭便車 X X X 未有明文規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公平交易法
公平法於2015年2月法律修正前，其第20條第1項第1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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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關於公司名稱與商標或標章規範之規範關係，參照黃銘傑，公司名稱之登記、使
用與著名標章之保護，收錄於：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不同意見
書，學林文化（2002）；黃銘傑，公司名稱之人格權保護與商標法、公平交易法
間之糾葛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六年上更(一)字第一二六號「東森不動產仲介經紀有
限公司」vs.「東森建業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判決，收錄於：黃銘傑，
新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元照出版（2009）。

40 李素華，商標使用與視為侵害之理論與實務—商標法第70條第2款之立法檢討，
收錄於：黃銘傑編，「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初版，元照出版，2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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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不得為之。同條

項第2款，對於服務表徵，亦給予同樣保護。由其規定內容可知，當時該等規
定不僅涵蓋註冊商標、未註冊商標，且其違反亦不以同類商品或服務為前提，

而可適用於廣義混淆行為。同時，該等規定的違反，不僅有行政責任、民事責

任，尚有當時同法第35條第1項「先行政、後司法」的刑事責任。若此，則縱
使商標法就廣義混淆漏未規範，仍有修正前公平法第20條第1、2項規定，可以
作為註冊商標或未註冊標章廣義混淆規範的法律依據。

然而，2015年2月公平法第20條修正，於將條次調整至第22條的同時，修
正第1項第1款結果如下：「以著名之他人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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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

或近似之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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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為之。同條項第2項關於服務之規定，有同樣的修正。最重
要的是，該條規定新增第2項的結果，排除註冊商標適用於第1項第1、2款規
定。此外，對照修法前後條文規定內容更可知悉，是次法律修正將該條適用對

象限縮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的狹義混淆，而不再規範廣義混淆行為；甚

至，該二款規定的違反不再屬於公平會的執法對象，同時刪除一切刑事責任規

定，僅剩餘民事救濟規定。如同前述
41
，該次修正之立法理由認為：「商標法

對於註冊商標並無行政責任之規定，為避免法益保護輕重失衡，爰刪除違反現

行條文第二十條之行政責任規定。」於此法律責任輕重失衡的思考邏輯下，在

商標法關於註冊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的第68條僅規範狹義混淆的情形下，似乎
理所當然公平法對於未註冊標章之保護，亦不能超過其規範對象範圍，而應縮

減至狹義混淆。

或許，有認為，縱使公平法第22條不欲對廣義混淆加以規範，仍可求諸同
法第25條「欺罔及顯失公平」之一般條款，作為規範廣義混淆之法律依據。然
而，倘若依據公平會前述法律修正時所持之法律責任輕重失衡的思考邏輯，

則縱使公平法第25條可作為規範廣義混淆的法律依據，但其仍不得成為公平會
行政管制之對象，否則依舊有輕重失衡問題。其次，倘若公平法第25條可作為
廣義混淆規範之法律依據，但不得成為行政管制對象，則其結果之法律救濟方

式，亦僅是民事責任，而與該法現行第22條規定之法律效力完全一樣，若此則
公平會又何必費神特地於該次法律修正中，將其規範對象縮減至狹義混淆，此

41 參照前揭註 4 之內容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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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作為完全不合邏輯。最後，藉由公平法第25條作為廣義混淆規範之法律依
據時，因為並無同法第22條第2項明文排除註冊商標的適用，因此其適用結果
可能發生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等之廣義混淆，皆可以藉由第25條加以制止，
反而使得一般條款之補充規範地位

42
，凌駕於第22條的特別條款上，其規範邏

輯亦有疑義。於此理解下，依據公平法2015年2月當時法律修正之思考邏輯而
言，該次修法似乎有意刪除對廣義混淆行為之規範。

事實上，法院判決似乎亦支持此一見解，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81號
民事判決對於公平法第22條與第25條的規範關係，如此說明：「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條雖於一○四年二月四日移列第二十二條，並增訂第二項……可知上項增

訂，僅係規定使用顯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致生混淆，如該表徵為註冊之商

標，應回歸適用商標法之規定。倘事業為競爭之目的，雖未使用他人之表徵，

或使用他人之表徵未致混淆，但有攀附他人商譽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情事，而具有商業倫理可非難性，有加以禁止之必要者，仍應以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依此判決理由說明，得以尋求現行公平

法第25條救濟者，僅有「未致混淆」之「攀附他人商譽」的稀釋、甚至搭便車
行為，而不包括對著名商標或標章造成廣義混淆的仿冒行為。

然而，相當弔詭地，公平會於其「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七（二）1中又認為：「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
告，或以使用他事業名稱為自身名稱、使用與他事業名稱、表徵或經營業務等

相關之文字為自身營運宣傳等方式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

有一定關係，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以「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

一定關係」，似又暗示該條規定可以作為規範廣義混淆之依據，但因其特別強

調他事業名稱、表徵等，似有意排除註冊商標，故而若肯定該條規定可以作為

對未註冊著名標章廣義混淆規範之法律依據，則反而可能發生對花費眾多時

間、精力與金錢申請註冊之著名商標權人，反而無法依據公平法規尋求救濟的

規範歧視。再者，相對於2015年2月修法前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四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七（一）1對於廣義混淆之明確規範用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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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無法確知得知公平會實務運作是否確實有意對廣義混

淆行為加以規範。蓋倘若因上述處理原則內容而肯定公平會將會依據處理原則

42 關於現行公平法第25條之補充規範的法律性質及地位，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認
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18版，公平交易委員會，301-3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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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從事法律執行，則將會產生對消費者傷害更為直接的公平法第22條規範對
象之狹義混淆行為，被排除於公平會行政管制對象外，而未註冊標章、甚至註

冊商標的廣義混淆行為，則成為公平會行政執法之對象的弔詭現象。公平會真

意如何，真是如同女人心、三月天，令人難以捉摸、又愛又恨。於此認知下，

整理現行公平法關於著名標章之侵權規範內容，如下表三。

表三：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著名標章之侵權規範內容 

規範對象之
行為類型

是否以註
冊為要件 著名程度 商品

（服務） 條文

狹義混淆
未註冊（明文
排 除 註 冊 商
標）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

第22條第1項、
第2項

廣義混淆 X X X
未 有 明 文 規
定，解釋上亦
無法確認是否
可適用第25條

稀釋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依 據 法 院 判
決，解釋上似
可適用第25 條

搭便車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依 據 法 院 判
決，解 釋上似
可適用第 25 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公平交易法及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保護應有之合作及規範分工

本節以下將先就於現行法規範下，商標法與公平法二者關於著名商標及標

章侵權規範應有的合作及分工關係，加以說明；其次則展望未來， 提出未來應
有之法律修正方向及內容，以健全、完備我國著名商標及標章保護法制。

(一)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就著名商標及標章應有之規範分工
將國際條約及規範有關著名商標或標章侵權規範之表一，與我國商標法關

於著名商標侵權規範內容之表二及公平法關於著名標章侵權規範之表三三者相

互比較，可以發現，就法律是否有明文規定而言，我國現行法制欠缺有關著

名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廣義混淆防止規範、未註冊著名標章之稀釋防止規範

以及著名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之搭便車防止規範。倘若不藉由法律解釋、適

用，對於該等規範漏洞加以補充，則至少就註冊著名商標之廣義混淆防止規範

而言，我國法將違反TRIPS第16條第3項要求會員國應禁止對註冊著名商標廣義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8

混淆行為之要求，而違反國際條約義務。此外，若對於其他著名商標或標章之

規範漏洞，未能藉由法律解釋、適用加以補充，則亦將違反我國對APEC要求
各成員國應遵守WIPO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忘錄之承諾。不論何者，
皆非我國著名商標或標章規範法制應有之作為。

當然，倘若商標法迄今為止，依舊以註冊商標為侵權規範之前提要件，則

該法未能明確將對註冊著名商標廣義混淆行為，納入其規範中，實屬重大立法

缺失及漏洞，而應劍及履及修法補正此一規範漏洞。甚至，若有意修法補充

此一規範漏洞，亦應一併思考將對註冊著名商標的搭便車行為納入於現行商標

法第70條的視為侵害規定條文中，以形成對註冊著名商標所具有的各項社會經
濟功能之完整保護體系，鼓勵、促進企業建立自有品牌，加速我國產業升級腳

步。惟於商標法未有此種修法作為前，則有必要透過其他法律的解釋及適用，

補充上開規範漏洞。鑑於絕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甚至是美國法
43
，皆以不公

平競爭防止法補充商標法有關著名商標規範的不足，我國公平法既設有不公平

競爭專章，則就我國法制整體規範體例及邏輯而言，最適當的解決方式，當是

適度解釋、適用公平法相關條文，以補充上述各項規範漏洞，確實履行我國對

國際條約之義務及國際規範之承諾。

實則，商標法專責機關之智慧局與公平法執法機關之公平會，曾就二者間

關於未註冊商標或標章應如何分工，於2000年6月間開會討論，就此會議緣起
及決議內容，智慧局如此說明：「有關未註冊著名商標及商品/服務外觀等之
保護，公平法與商標法應如何調和，商標專責機關與公平會前已進行多次協

商，行政院商標法修正草案第3次審查會議中，對於商標法修正草案第70條是
否納入未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本部與公平會仍存有歧見，是故經濟部與

公平會於99年6月1日於經濟部簡報室召開商標法修正草案與公平法修法方向協
商會議，決議如下：為顧及二法立法目的與精神，由商標法規範註冊商標權利

之行使，公平法則針對商標法所未規範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仿冒行為加以規

範，以建立完整且調和的制止商業仿冒行為之不正競爭規範體系。公平會對商

標法修正草案第70條規定，同意不提修正意見；有關未註冊著名商標仿冒、抄
襲攀附等不正競爭行為，仍維持於公平法中加以規範，惟應刪除行政介入，以

避免註冊商標與未註冊商標之保護，有輕重失衡之情形。【99年6月1日經濟部

43 Se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Third) of Unfair Competition  §§  20-27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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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平會商標法修正草案與公平交易法修法方向協商會議紀錄】。」
44

就此以觀，實在不得不謂智慧局並不是一個負責的註冊商標保護專責機

關，或者是因為其專業在於商標的申請、審查作業，致使其關於商標侵權規範

未能全盤掌握及瞭解，而於註冊著名商標廣義混淆、搭便車防止規範並不存在

於商標法的情況下，仍僅就未註冊著名標章規範態樣進行協商，而其本身商標

法修正卻又未落實對註冊著名商標的全面性保護。不論如何，依據該次協商會

議決議內容，不僅「有關未註冊著名商標仿冒、抄襲攀附等不正競爭行為，仍

維持於公平法中加以規範」，且「公平法則針對商標法所未規範之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仿冒行為加以規範，以建立完整且調和的制止商業仿冒行為之不正競

爭規範體系」。於此認知下，當仿冒行為被認定屬不公平競爭行為，且依據巴

黎公約第10條之2第1、2項規定：「（1）各同盟國應確保同盟國之國民免受不
公平之競爭。（2）凡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爭行為，均構成不公平之競爭行
為。」時，則不論是註冊或未註冊，對於著名商標的廣義混淆、稀釋及搭便車

等行為，其實質均是違反商業誠信的競爭行為，而應認定屬不公平競爭，依據

該等條項規定，我國法當然有必要對此等侵害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不公平競爭行

為加以禁止，從而乃有必要藉由現行公平法第25條的解釋、適用，規範現行商
標法及公平法未能明文規定禁止的著名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之廣義混淆，未

註冊著名標章之稀釋以及著名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之搭便車等行為。

當然，倘若公平會相當在意所謂法律責任輕重失衡之問題，則於擴張解釋

公平法第25條「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規範內涵，而納入上述各種現行法未
能明文規範之著名商標及標章侵害行為類型後，亦可仿照現行「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八「事業因他事業涉及未合致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高度抄襲行為而受有損害者，得循公平交易法民事救

濟途徑解決。」之規定方式，於處理原則中明文規定，公平會將不會行政介入

該等各種侵害著名商標或標章的行為類型，而應由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

以類似商標法侵權規範之作為，自行提起訴訟排除侵害、請求救濟。

(二)未來修法展望
前述藉由現行公平法第25條「欺罔」或「顯失公平」的擴張解釋，以解決

我國現行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侵權規範之漏洞及缺失的作法，實屬權宜之

計；最為徹底、有效的解決方法，仍是必須藉由相關法律、特別是商標法的大

44 參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逐條釋義，24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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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修正，以健全、完備對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保護法制。此際，思考之出發點

應為，是否應以系爭商標或標章有無註冊而區別其保護效力及法律責任。具體

而言，現行商標法第68條對於狹義混淆行為，除有同法第69條之民事救濟外，
尚有同法第95條、第97條之刑事責任；相對於此，2015年2月公平法修正後，
其第22條第1項的違反，僅餘同法第29條至第33條的民事責任，相較於原始公
平法第35條規定對於該條仿冒行為「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於現行商標

法第95條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現行公平法對於未註冊標章的仿冒行為，實屬寬鬆。

此種規範方式、法律責任的落差，才是公平會所要擔心的法律責任輕重失

衡之問題，而其癥結則在於對未註冊著名標章保護規範基本理念認識的錯誤。

正如同本文前面所引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
45
，當發生商標或標章之混

淆誤認之虞的侵害行為時，真正受到侵害者實際上並非系爭商標，而是消費者

原本所擁有免於陷入混淆誤認之虞的權利，不論是現行商標法第68條、抑或是
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其違反皆以相關消費者有致混淆誤認之虞為前
提

46
，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此種看法，但卻並未為其主管機關所正確認識。不

論如何，規範重心不在於有無申請商標註冊的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層面，而

在於消費者理應享有不受混淆誤認之虞的消費決定權限之保護，任何侵害為數

眾多消費者所享有之此種權利者，胥對於消費者保護公益造成重大傷害，於此

公益保護概念下，其違反之法律責任就不再限定於民事責任，而可基於公益保

護觀點設計出刑事罰則。此際，可為參考者，首揭德國1995年商標法。該部商
標法不僅統合原有的商標法、不公平競爭防止法關於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之

規範，而將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同時納入同一部商標法中
47
；並基於同等保

護概念，對於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賦予同樣的民事救濟權利。同時，更於該

法第143條第1項的罰則規定中，對於侵害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者，亦同樣

45 參照前揭註15及其本文之敘述。
46 雖然，現行商標法第68條第1款「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
者」之侵害類型，並無同條第2、3款所要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之構成要件，惟如此規範方式並非謂該款規定無須混淆誤認之虞的發生，而係於
相同商標使用在同一商品時，即可推定混淆誤認之虞的存在。TRIPS第16條第1項
就此如是規定：「凡使用相同標識於相同商品或服務者，推定有混淆之虞。」

47 有關該部商標法之介紹，參照謝銘洋，德國商標制度之重大變革，收錄於：謝銘
洋，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初版，翰蘆圖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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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完全未因註冊有無而區別其法律責任及程度

輕重。此外，與我國法制類似之將註冊商標侵權規範規定於商標法，將未註冊

標章侵權規範規定於不公平競爭防止法的日本法制，其商標法對於侵害註冊商

標之民事救濟及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對於侵害未註冊標章之民事救濟，二者規

範內容幾乎一致
48
；而於其刑罰規定上，日本商標法對於相當於我國商標法第

95條第1款之侵害行為，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日幣1000萬元以下罰
金，對於其他類型的狹義混淆行為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日幣500萬
元以下罰金，而該國不公平競爭防止法第21條第2項第1款對於註冊商標、未註
冊標章之狹義混淆、廣義混淆二者的侵害行為，亦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或併科日幣500萬元以下罰金，未註冊標章的廣義混淆侵害類型，其刑事責任
並不低於註冊商標的狹義混淆侵害類型。

其次，我國現行商標法不僅未能針對註冊著名商標的廣義混淆行為加以

規範，2015年2月的公平法修正亦將未註冊標章之廣義混淆排除於其適用對象
外。然而，對於商品（服務）來源的狹義混淆與對商品（服務）提供主體關連

性的廣義混淆，二者同樣是對消費者不受混淆誤認之虞的權利造成侵害，同樣

造成消費者錯誤的選購決定，就保護消費者免於混淆誤認之虞、確保其消費決

定的正確性而言，實無區分二者之必要，亦無須於法制設計上區別其法律責任

的不同。當是基於如此規範理念，美國商標法制向來秉持單一的混淆誤認之虞

概念，從早期僅限定於狹義混淆之實務運作，發展至現今涵蓋廣義混淆的作

法
49
。德國1995年商標法將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統一納入其規範對象後，其

第14條第2項第1、2款之侵權類型，除區分第1款為「相同商標使用於同一商
品（服務）」外，第2款則廣泛包含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於類似或不類似商品
（服務）之狹義混淆及廣義混淆行為，且對所有侵害規定以同樣的法律責任及

效力。同樣地，日本不公平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1款之混淆誤認之虞防止
規範，同使包含狹義混淆及廣義混淆二種類型，且完全不區分二者侵害行為之

法律責任內容
50
。實際上，或係筆者寡聞，除我國公平法2015年2月修正之「倒

退嚕」外，迄今尚未聽聞其他國家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制，有特地將原本包含廣

48 參照日本商標法第36條、第38條及不公平競爭防止法第3條、第5條等規定。
49 有關美國商標法混淆誤認之虞概念之發展嚴格，參照Roger E. Schechter & John R.  

Thom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he Law of Copyrights, Patents and Trademarks 637-
640  (2005). 

50 參照渋谷達紀，不正競爭防止法，初版，發明推進協會，65-9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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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混淆之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經由修法排除廣義混淆類型適用的立法作為，

我國商標法、公平法對於狹義混淆、廣義混淆二者法律地位、責任規範之如此

截然劃分，不得不謂實與現今世界商標法制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的發展趨勢

及潮流，背道而馳。

從以上敘述可知，未來我國著名商標及標章法制之改革，第一步所應為

者，乃是基於消費者保護之公益維護觀點，去除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混淆誤

認之虞的規範區隔；其次，則是消彌狹義混淆、廣義混淆二者不必要的概念區

分，而將其納入同一混淆誤認之虞概念下加以整合，並對其法律地位及法律責

任，予以同樣的規範方式及內容。最後，混淆誤認之虞以外之其他主要以保護

著名商標或標章本身的經濟利益或財產價值為目的之稀釋及搭便車防止規範，

其法律救濟及責任機制的設計，則可以維持現行商標法第70條第1款或公平法
第25條之作法，僅賦予其民事救濟權利，而無行政介入或刑事罰則。
依照上開理念進行法律修正，大致可採取二種作法。其一為仿照德國1995

年商標法之作為，將註冊、未註冊商標及標章，納入同一部標識保護法律中，

並針對其混淆誤認之虞、稀釋及搭便車等行為，設計出前者包含民事、刑事二

種法律責任而後二者僅有民事責任之規範
51
。其次，則是仿效日本商標法與不

公平競爭防止法之分工，商標法繼續盡責於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而公平

法則主要以未註冊標章為其保護對象，且排除行政介入權限並對於混淆誤認之

虞、稀釋、搭便車等不同侵害類型，規範以與商標法相同類型之規範效力及法

律責任。於此情形下，亦無必要於公平法中特地規定排除註冊商標的適用，而

係交由商標權人自行選擇係依商標法或公平法相關規定提出訴訟。蓋於公平法

無行政介入且二者法律之規範效力及法律責任相同的情況下，選擇依據何者法

律規定提起訴訟，其訴訟結果理當一致，而無特別排除註冊商標於公平法中適

用的必要性。

五、 結語

本文從（著名）商標或標章於現今社會經濟生活中所具有的來源表彰、品

質保證、廣告宣傳及投資功能等出發，析論可藉由對商標或標章健全且完整的

51 主張此種法律修正方式者，可以參考劉孔中，仿冒表徵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
執法檢討與展望，公平交易季刊，第21卷第1期，85（2013）；劉蓁蓁、王義明，
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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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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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護機制之設計，鼓勵、促進我國企業從事自有品牌的建立，並因此而加

速我國產業升級及經濟發展之腳步。惟經檢視國際條約及規範對於著名商標保

護規範之內容，再對照以我國現行商標法、公平法關於著名商標之侵權規範內

容，卻發現我國現行法制存在重大的規範缺失及漏洞，不僅有必要立即藉由公

平法第25條的擴張解釋，以補充該等規範漏洞的不足，未來並有必要檢討是否
對包含商標法及公平法在內的商標、標章保護，從整合性觀點予以全盤修正。

於此修正過程中，必須要釐清、矯正的傳統錯誤認知及概念為：（1）不當區
分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之法律地位及效力；（2）不必要區分狹義混淆及廣
義混淆二者混淆誤認之虞概念，並對其法律地位及規範效力，予以不必要的區

隔。此二種不當的錯誤認知及概念思維，不論未來修法與否，皆有必要早日加

以澄清及矯正，以對行政機關及法院實務運作產生正面回饋效應，促進我國整

體商標及標章法制實務運作的正確、正常且健全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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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劉介中（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以法條分析、實務操作上與侵權部份在法理上不合的地方跟各位報告，先

看一下法條商標法68條、70條第1款、2款、公平交易法第20條。
商標法第68條是一個直接侵害，未註冊著名商標不在直接侵害裡面，區分

為未註冊跟已註冊，必須要已註冊著名商標才有68條的直接侵害所保護，這很
奇怪，在行政訴訟有效性時，特別是著名商標第11款著名商標的保護不以註冊
為限，且通常會發生爭議是以未註冊，已註冊的通常是以第10款主張，竟然在
侵權部分去區分，已註冊的著名商標才要直接保護，如果是未註冊的著名商

標，不適用直接保護，那其實著名商標依他著名性的高低，從混淆之虞一直保

護到減損，甚至如果有人搭便車的話亦有保護，所以在有效性有人叫做積極

保護，在此之中，有的人是依據著名性的高低，跟侵權的樣態做層層的保護規

範，但是在侵權行為裡面竟然就應區分為註冊跟非註冊來保護。

商標法第70條視為侵權，第1款是關於減損方面，第2款是關於公司名稱、
營業主體使用，有時候並非真正使用，因為他跟商品連結有時候是不一定的，

商標的混淆認知語言都是我們在審查的重點，註冊與否只是主張權利與管理的

方便，在侵權方面對於未註冊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竟然是如此躲躲藏藏。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智慧財產局從有著名商標以後，他的一貫見解對於混
淆誤認之虞都不分狹義與廣義，混淆誤認審查基準、著名商標審查基準都一再

強調混淆誤認之虞是不分狹義跟廣義的，特別在著名商標混淆誤認審查基準更

是一再說明混淆誤認之虞是不分狹義跟廣義，而公平交易法在2015年的修法，
竟然把第22條第1項第1款於同一類似之商品，致與他人混淆，就是狹義混淆，
將其所要保護的對象僅限定在22條，也有說法是說那關於廣義混淆那就用25條
來保護，雖然也是一個解釋的方法，但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所應該有的。

可能是主管機關的各自為政，立法機關的無能怠惰，所以黃老師所寫的文

章不只是一篇精闢的文章，更是替使用法律的人的痛處挖掘出來的文章，最好

是能夠依據老師所建議的，採德國得方式，就著名商標各種型態，做商標法上

的分類規定，或者就不要分註冊與否，不要分狹義廣義，均一併保護。


	ET0059-0_0書名頁
	ET0059-0_1目錄
	ET0059-0_2議程
	ET0059-0_3開幕式
	ET0059-1
	ET0059-2
	ET0059-3
	ET0059-4
	ET0059-5
	ET0059-6
	ET0059-7
	ET0059-8
	ET0059-9閉幕式
	ET0059-10附錄
	ET0059-11版權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