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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同屬保護著名商標之重要規範，惟前者關於著名
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定，仍有加強法律明確性之需求。公平交易法104年修
法後導致對著名商標之保護不足。故自防止混淆誤認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之觀點，仍宜由公平交易法來補充商標法不足之處。
整理日本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可以發現，日本商標法對於著名商標
在註冊保護階段，針對未註冊周知商標與已註冊商標之狹義混淆以及周知商標
之廣義混淆均設有相關規範而異其構成要件，其優點除具備高度法明確性外，
尚對著名商標提供廣泛且高度保護。若再考量其與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間之分
工，亦不會導致對已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不若未註冊者，而有悖於註冊商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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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旨趣之情形。換言之，兩者結合之法規範體系，實有值得吾人參考之處。

一、前言
現今社會，隨著網際網路、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等新科技之高度發展，可謂
無時無刻均處於必須面對及處理商業環境上之「變異」及「進化」。是以，企
業在其追求成長及持續創新之道路上，除了選擇專注本業發展外，尚可選擇本
身發展多角化經營或與不同領域之業者結盟發展。上述營運策略若反映在品牌
經營上，便可能呈現以下之行為態樣：(1)專心維護本身商標、提高其知名度以
求「成長」為著名商標；(2)隨多角化經營或異業結盟而跨足類似甚至毫無關連
之產業時，積極防止原所在產業中之競爭者甚至其他不同產業之企業有使用相
同或近似該著名商標致生混淆誤認之虞或攀附、削弱本身品牌價值之行為。申
言之，當企業為求發展品牌，強化消費者對其品牌價值之認同，耗費大量勞力
時間費用（或稱資本投入與勞力投入）並長期經營其商標後，現行法規相關規
範及其適用情形是否足以充分保護、防止其他企業之侵害，並匡正競爭市場上
之商業秩序，便屬重要之課題。囿於篇幅所限，本文之目的將著重於如何防止
混淆誤認行為以保護著名商標之品牌價值上。
1

自商標法角度觀之，我國現行商標法 除在第30條第1項不得註冊事由當中
論及混淆誤認（如同條項第10款及第11款），以防止他人註冊相同或近似著
2

名商標之商標 外，在權利救濟規定當中亦設有相關規定（同法第68條、第70
條及第95條）。另一方面，除商標法外，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
法」）第22條就仿冒包括著名商標在內之著名表徵致生混淆之行為亦設有禁止
規定，且若仿冒行為已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時，尚容有適用同法第
25條規定之可能（詳後述）。
以下探討重心為：(1)在適用商標法與公平法判斷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時，我國實務所採判斷標準及各項考量要素具體為何？前揭法規作為著名商標
之保護規範，其保護界限為何？(2)日本法對著名商標之保護體系係由商標法
及不正競爭防止法所構成，由於後者實相類於我國公平法中不公平競爭相關規
範，故就日本法相關保護規範具體如何適用、各該保護範圍為何，進行比較法
1

2

本文中提及之商標法若無特別說明，則均係指我國現行商標法。公平交易法，亦
同。
此即涉及權利衝突之事由。參見陳昭華，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4 版，元照出版公
司，6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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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察，除可供我國今後適用法規時之參考外，亦可作為企業在全球化時代下
發展、經營品牌價值之重要判斷依據。

二、我國現行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以禁止混淆誤認為中心
（一）商標法相關規定
1.何謂著名商標
根據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所公布之「商標法第 30
3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 」（下稱「著名商標基準」）第 2.1.1
定義規定可知，商標著名程度雖因其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已廣為「一般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抑或在特定相關商品市場上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而有
高低之別，惟其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已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者，均屬著名
商標。又，商標法施行細則第31條亦就何謂著名設有規定：「本法所稱著名，
4

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 。
至於何謂「相關事業及消費者」，著名商標基準謂：「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係以商標所使用商品／服務之交易範圍為準，包括下列3種情形，但不
以此為限：(1)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之實際或可能消費者；(2)涉及商標所使
用商品或服務經銷管道之人；(3)經營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業者。此
外，商標為上述其中之一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應認定為著名之商
標」。又，同基準第2.1.2指出商標是否著名，應以國內消費者之認知為準，而
國內消費者得普遍認知該商標之存在，通常係因其在國內廣泛使用之結果，因
5

此，欲主張商標為著名者，原則上，應檢送該商標於國內使用的相關證據 。
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04號解釋曾謂認定商標使用地域範圍應指中華民國境
內，惟並未明示究以全境為標準抑應以大多數之省市為標準，抑以聲請人商品
6

所擬流通之區域為標準 。另，現行實務認為商標縱使未在我國使用或在我國
實際使用情形並不廣泛，但如有客觀證據顯示，該商標於國外廣泛使用所建立
的知名度已到達我國者，仍可認定該商標為著名。而商標之知名度是否已到達
我國，可考量該商標使用的地域範圍是否與我國有密切關係，例如經貿、旅遊
3

4
5
6

中華民國96年11月9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09620031170號令。在民國88年至96年
間，我國實務上係依照「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以判斷何謂著名商標或標
章，後隨著名商標基準公布而廢止。
該條最初係依經濟部（88）經智字第88025427號令新增。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7 號判決。
參見史尚寬大法官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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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往來頻繁或文化、語言是否相近等因素加以綜合判斷 。至於商標是否已
在我國申請或取得註冊則非認定著名之前提要件。
至於認定是否屬著名商標之判斷因素，著名商標基準則羅列在個案當中之
參酌因素如下：(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
之程度；(3)商標使用期間、範圍及地域；(4)商標宣傳之期間、範圍及地域；
(5)商標是否申請或取得註冊及其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6)商
標成功執行其權利的紀錄，特別指曾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7)
商標之價值；(8)其他足以認定著名商標之因素。
與著名商標認定相關之國際規範，除1994年4月所簽署之TRIPS協定（詳
後述）以外，尚有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在1999年9月所公布之「著名商
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項（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Provisions on the
8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Marks）」 。其中第2條(1)便例示6項判斷商標是否著
9

名之考量因素(Factors for Conside-ration) 。現已廢止之「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
要點」在規範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判斷因素時便多次明言係參酌該共同決議。
2.何謂混淆誤認之虞
混淆誤認之虞，係指商標或標章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或服
10

務之性質、來源或提供主體發生混淆誤信之虞而言 。蓋商標最主要之功能便
在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的來源，並使消費者得藉以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相區
別，甚至與自己提供之其他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是以，若商標權人以外之第三
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對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造成混淆，
致有誤認其商品或服務來源之虞時，實已對交易秩序及競爭秩序產生負面影
11

響，有礙前揭之商標主要功能運作 ，從而構成商標權侵害，故混淆誤認之虞
7

8

9

10

11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判字第299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37號行
政判決。
英文原文參照WIPO網站，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833accessible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此6項分別為相關公眾知悉或認識該商標的程度、該商標使用的期間及使用地域
範圍、該商標宣傳的期間及地域範圍（包括廣告及在展覽會、展示會的公開與陳
列）、該商標註冊或申請註冊的期間或地域範圍等足以反應其使用或被認知的程
度者、該商標成功實施其權利的紀錄；特別指曾經主管機關認定(承認)為著名商標
者、該商標相關的價值。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5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商訴字第32號民事
判決。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修訂8版，元照出版公司，3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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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實屬商標法最為核心議題之一 。
關於混淆誤認之類型，智財局所公布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下稱
13

「混淆誤認基準」） 第3點有所說明，包括以下兩種類型：（1）商品／服務
之相關消費者誤認二商標為同一來源，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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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以上混淆均係指「正向混淆」（forward confusion），
亦即商標之後使用者，在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與先註冊之商標
15

相同或近似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情形 。至於反向混淆（reverse
16

confusion），由於其尚非屬我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所列出之類型 ，故本
文以下探討將不包括反向混淆，合先敘明。
至於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主體，在註冊階段，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
及同條項第11款則分別規定為「相關消費者」及「相關公眾」；在侵害救濟階
段，同法第68條第2款、同條第3款與第70條第2款均規定為「相關消費者」。
關於何謂「相關消費者」，實務上有認係指已購買及將購買該商品及服務之
17

人 ；至於何謂「相關公眾」，乍看之下論者或謂是否因第11款規定屬著名商
18

標之規定而異其判斷主體，惟就此實務上有逕認即指「相關消費者」 ，亦有
12

13

14

15
16

17
18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刑智上訴字第51號刑事判決即指出：「雖然商標法諸多
條文將混淆誤認之虞與商標近似及商品 服務類似併列，然而真正形成商標衝突
之最主要原因，其最終之衡量標準仍在於衝突之商標間是否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情形」。
中華民國93年4月28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0932003035-0號令訂定發布，中華民國
101年4月20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10120030550號令修正。
學說上有將前者稱為「狹義混淆」，後者稱為「廣義混淆」。參見劉孔中，商標
法上混淆之虞之研究，初版，五南出版公司，12（1997）。
陳昭華，前揭註2，85。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1048號行政判決指出：「…『反向混淆』係在侵權訴訟
中，主要慮及後使用商標權人通常無攀附先註冊商標之惡意，但其使用量甚大，
所以損害額將甚大，乃將之列為一種類型並討論之，但反向混淆應如美國將之列
為為混淆誤認之虞的一種類型，始有討論之價值。其實，商標衝突之爭議，其重
心在於混淆誤認之虞，而非正向混淆或逆向混淆之『方向』」。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828號裁定。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商訴字第18號行政判決雖為92年商標法第23條第1項
第11款（現行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之相關案件，惟判決中指出「…基於商標之
屬地性，本款所稱公眾，係指我國相關消費者」。另，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商
訴字第197號判決則謂：「…至所謂『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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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將兩者並列說明者 。本文認為即便實務運作上得基於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
20

之相關說明為此解釋 ，惟鑑於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已明示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前後段對於商標著名程度之要
求不同，前段規定僅要求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後段規定則要求應為一般消
費者所普遍認知，則為求與其他涉及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的條文用語保持一
致，前段規定之「相關公眾」似可考慮修改為「相關消費者」，再透過前揭決
議與後段規定進行區隔；又或為求明確不得註冊事由當中對於狹義混淆、廣義
混淆與著名商標減損各規範要件，維持現行「相關公眾」此一用語，再另就
21

「相關公眾」之內涵明白加以解釋 ，甚至可考慮將著名商標減損再分列為另
一不得註冊事由，以避免實務運作上產生紊亂。
3.混淆誤認之虞之審酌要素
混淆誤認基準第4點就判斷二商標間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時應參考之相關因
素，經綜合參酌國內外案例後整理出下列8項因素，包括：（1）商標識別性之
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
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
（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
混淆誤認基準尚區分在新申請註冊案與在商標異議、評定或廢止等爭議案
19

20

21

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信之虞而言」。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54號判決中指出：「故判斷兩商標間有無混淆誤認
之虞，應參酌…之因素等，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公眾、消費者產生混淆誤
認之虞」。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5號判決則指出「…所謂『有致相關
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
者、公眾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而判斷是否
有混淆誤認之虞」。
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第1就此說明：「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商標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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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
規定之內容可知，其與同條項第10款規定一樣，皆在避免相關消費者對商品 服
務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蓋將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理解為狹義混淆規範，同條項第11款規定前段
理解為廣義混淆規範時，前者之相關消費者與後者之相關公眾便難謂全然相同，
且後者之適用並不以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似為前提。而再考量到第11款規定後段
相較於前段要求更高知名度時，與其為求條文用語保持一致，毋寧維持現行「相
關公眾」之用語，再透過解釋方式對本款規定前後段當中相關公眾之內涵為不同
區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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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旦法學雜誌，第249期，233-23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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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當中，對於如何斟酌上述各項因素提供指引。例如，在前者因商標尚未使
用，不必然呈現所有參考因素，自可僅就商標識別性之強弱、商標之近似程度
及商品／服務之類似程度等因素為斟酌即可；然在後者，除得依其個案案情暨
當事人是否主張為斟酌外，申請評定或廢止之人依法所檢送據爭商標之使用證
據，或相關因素已然呈現於審查資料，應就其主張存在之因素暨其佐證之證據
資料綜合斟酌，以求有無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得更與市場交易之實際情形相
契合。又，同基準指出商標法中涉及有「混淆誤認之虞」要件之各條款，基於
同一用語同一內涵的法理，在判斷時其基本概念的一致性誠屬當然。惟在各參
酌因素的斟酌上，猶如個別案件因案情不同，在各參酌因素的強弱要求上可能
會有所不同一樣，各條款也可能因其立法意旨的不同，所著重的參酌因素也有
所不同，自可依其需要而為參酌。
此外，關於前揭參酌因素具體如何衡量，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第5點就
各項參酌因素之內涵再予以說明。
例如，就商標識別性之強弱，由強到弱再區分創意性商標、任意性商標與
暗示性商標，並就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先說明應以具有普通知識經
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為準，且應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為依
歸。另補充「主要部分」觀察法，並強調其與整體觀察之間並非兩相對立，主
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另一重要原則
為設想一般實際購買行為態樣之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至於商標給予消費者
之印象，可就商標整體的外觀、觀念或讀音等來觀察。惟前述三者其中之一的
相近，雖可能導致商標整體印象的近似，但卻非絕對必然，仍應以其是否達到
可能引起商品／服務之消費者誤認的程度為判斷近似之依歸。此外，混淆誤認
之虞審查基準亦依據各類型非傳統商標之特徵不同，說明在進行比對時各自應
著重之處為何。
至於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則指應綜合各相關因素（例如
商品之功能、材質或製造廠商、服務相關消費者之需求等），依一般社會通念
及市場交易情形判斷不同商品或服務是否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惟其類似與
否，不受商品或服務分類或相互檢索參考資料之限制。其他尚有如提出市場調
查報告並經依法踐行答辯攻防程序，可認定具公信力者，應可認為具有等同實
際混淆誤認情事之地位；可參考著名商標審查基準以利判斷相關消費者對商標
之熟悉程度等。
4.著名商標註冊保護規定中之「混淆誤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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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在註冊上之保護規定，歷經數次修正，從
早期之「世所共知」標章演變至今日之著名商標或標章，修法過程中影響最為
重大者，便係我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而
在民國（下同）86年4月15日將當時商標法第37條第1項第7款之不得註冊事由
22

相關規定自「襲用他人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誤信之虞者」 修改為「相同或
近似於他人著名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申請商標註
冊。但申請人係由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或授權人之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23

24

（修正後商標法 第37條第7款規定）」 。
25

就修正理由觀之，吾人可知國際規範當中應屬巴黎公約 、WTO所管與貿
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協定）對我國商標法相關規範之形成影響最
大。
26

根據巴黎公約第6條之2 可知，關於著名商標之保護範圍包括「禁止以重
製、仿冒、翻譯等方式將商標使用在與著名商標同一或類似商品，而造成混淆
誤認（confusion）」、「主管機關應不准此種商標註冊，倘若已准予註冊，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撤銷商標之註冊，或禁止其使用」及「商
22

23
24

25

26

此條乍看之下似非屬著名商標或標章在註冊上之保護規定，惟此係民國81年修法
時為求擴大保護範圍之結果，不論遭襲用之商標或標章是否著名，亦不問申請註
冊之商標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是否類似，若係抄襲他人已使用之商標或標章申請註
冊，並有致公眾誤信之虞者，均不予註冊。參見劉孔中，著名標章及相關表徵保
護之研究，初版，聯經出版公司，51-52（2002）。
中華民國86年5月7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8600105750號令。
其修正理由概為：「保護著名商標或標章，為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與巴黎公約所揭示之原則而且為世界各國趨勢，現行條文未將著名商標或標章明
列，易致誤解，是將其明定於本款中。已得商標或標章所有人或授權人之同意
者，應准其註冊較為合理。是參考德國商標法第4條第5項立法例增訂本款但書規
定」。立法院公報第86卷17期2909號上冊81頁。
巴黎公約於西元1883年訂於巴黎，並於1884年7月7日正式生效。早在1925年海牙
修訂版中便提及對著名標章之保護，嗣後歷經數次修正，目前為1967年於斯德哥
爾摩修訂之版本。
巴黎公約第6條之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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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前揭商標
撤銷之申請期限，至少應自註冊之日起五年。各同盟國得規定申請禁止使用之期
限。(3)惡意註冊或使用之商標，其撤銷或禁止使用之申請無前揭期間之限制。」
智財局網站，https://www1.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8314173926100.pdf，最後
瀏覽日期：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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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標之主要部分有上述情形時，亦同」。另查TRIPS協定第16條第2項 關於著名
商標之規定可知，前揭巴黎公約之規定得準用於服務上；而判斷著名商標之標
準，應考慮包括因商標之宣傳而在會員國內取得之知名度在內之該商標在相關
28

公眾之知名度。此外，同條第3項 則將前揭巴黎公約之準用範圍限制在，當著
名商標係使用在不同商品或服務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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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比較上開兩國際條約相關規範內容可知，西元1996年開始生效之TRIPS協
定非但將對著名商標之保護範圍從同一或類似商品擴大到不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尚為避免對是否著名判斷過於嚴格將導致著名商標難以受到保護，而對如
何認定著名商標提供以「相關公眾之認知」此一判斷標準。由上可知TRIPS協
29

定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較巴黎公約更為周延且明確 。另應留意者係，巴黎
30

公約第6條之2係將混淆誤認（之虞） 作為排除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之相同
商標註冊或防止侵害之要件，且TRIPS協定第16條第3項係以致公眾產生聯想且
27

28

29

30

TRIPS協定第16條第2項：「2.巴黎公約（1967）第6條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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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局網站，https://www.tipo.gov.tw/tw/
dl-124762-a0dcadb5f1ef4aa6bea20328ab83760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TRIPS協定第16條第3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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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條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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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局網站，https://www.tipo.gov.tw/tw/dl-124762-a0dcadb5f1e
f4aa6bea20328ab83760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謝銘洋，「從商標法與競爭法之觀點論著名標章之保護」，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
研究，初版，翰盧出版公司，238（1999）。
巴黎公約第6條之2其原文為：”Article 6bis Marks: Well-Known Marks (1)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undertake, ex officio if their legislation so permits, or at the
request of an interested party, to refuse or to cancel the registration, and to prohibit the
use, of a trademark which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or a translation, 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 of a mark consider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country of
registration or use to be well known in that country as being already the mark of a person
entitled to the beneﬁts of this Convention and used for identical or similar goods. These
provisions shall also apply when the essential part of the mark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of any such well-known mark or an imitation 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 therewith.”.
WIPO網站，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ﬁle_id=288514#P147_20484，最
後瀏覽日期：2019/11/26。嚴格論之，若將前揭註26之巴黎公約第6條之2中譯與原
文內容相比較，可發現我國中譯條文似未將「之虞」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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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人利益受損為條件，方允前揭巴黎公約規定得準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
31

務，而非以混淆誤認為準用之要件 。相較惟我國前揭86年修法，卻是以「混
淆誤認之虞」為要件，將限制註冊之範圍擴大與著名商標近似之商標，似與上
開國際規範有所不同。
爾後在92年修法時，增訂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32

不得註冊之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後段規定 。同款規定並在100年修法時
移至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而為現行法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
得註冊：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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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
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由於本文所欲探討者，係著重在本款前段
規定當中關於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基準，故就本款後段規定如何適用便不再深
入分析。
至於本款前段之構成要件，依據智財局於106年1月公布之商標法逐條釋
33

義 （下稱「商標法釋義」）可知包括以下3項：（1）商標近似與否；（2）著
名與否；（3）是否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而不問前揭著名商標是否已
註冊。其中判斷著名與否之審酌因素則已如前述。
34

關於第3項要件，著名商標基準第2點認為本款前段及同條項第10款 均就
「混淆誤認之虞」設有規定，二者區別在於本款前段規定保護之客體為著名商
標，而第10款規定保護之客體為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惟基於同一用語同一
內涵之法理，此二款規定在「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上，具一致性誠屬當然。
是故，本款規定前段有關「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自可援用混淆誤認基準，
31

32

33

34

尾島明，逐条解説TRIPS協定：WTO知的財産権協定のコンメンタール，初版，
日本機械輸出組合，88-89（1993）。
92年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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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
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此係基於APEC會員國應
遵守前揭WIPO著名商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項，為避免產生對著名商標之減損
（dilution）。
智財局網站，https://www1.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7122515494264.pdf，最後
瀏覽日期：2019/11/26。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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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
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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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該基準所揭之8點參考因素。惟本款規定前段僅以「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
名商標或標章」為構成要件，故其保護範圍（即禁止他人註冊之範圍）可擴
35

36

張至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而及於廣義混淆 。考量到此種保護若有不慎，
37

將對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之結果 ，故在衡量是否致相關公眾生混淆誤認之虞
時，實應採取相對嚴格之標準。是以，在此情形下，可否逕謂此二款規定在混
淆誤認之虞之判斷上均具備一致性，容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就此，觀察目前我國智慧財產法院近來審判實務可發現，在審理就是否
適用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有爭執之案件時，若屬同時涉及是否
該當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前段之案件，當否認有第10款規定之適用
（即不致發生狹義混淆），後續判斷是否適用同條項第11款前段規定之際，有
38

僅再就據爭商標是否屬著名商標進行審理者 ，有依據其對是否該當第10款規
定之判斷，再次「綜合考慮上開各項因素」後認無同條項第11款前段規定適用
39

40

者 ，亦有逕認無同條項第11款前段規定適用者 。另一方面，若肯認有第10
款規定之適用，則有在判斷是否該當第11款規定時，引述先前對第10款規定時
41

對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為其論述基礎者 ，亦有僅再就據爭商標是否屬
42

著名商標進行審理者 。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判字第1310號行政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判字第176號行政
判決均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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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將近似於著名商標之商標使用在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亦
得適用混淆誤認之虞。
黃銘傑，前揭註21，236。
節錄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所揭法理：「又商標
之保護具有使其壟斷並排除他人使用某一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之效果。
是以，倘商標僅在某一類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間具有著名性，對於不同類別
商品或服務之其他消費者不具著名性者，自不宜使其在不同類別之商品或服務取
得壟斷或排他使用之權利，否則將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之結果，明顯與商標法第1
條規定有違」。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38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29
號行政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2號行政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15號行政判決：「…經查，兩造商標相較，並不致
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而未構成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已如前所
述，則亦無證據證明系爭商標之註冊有減損據以異議諸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自無構成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後段之規定」。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行商訴字第99號行政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30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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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在僅就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有爭執之情形，已有判決肯
認若商標越具有識別性且越著名，則其所能跨類保護之商品或服務範圍即越
大，即越易判斷為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
43

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情事 ，惟同在僅就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
44

款有爭執之情形，法院亦有為相同認定者 。根據上述不同實務見解之歸納，
可發現實務上對於混淆誤認之解釋與判斷標準，似尚未發展出一致之看法。
論者或謂混淆誤認基準實已說明各條款可能因其立法意旨不同，而異其所
著重之參酌因素，且混淆誤認之類型。誠然，此種處理方式有利於依照個案情
形不同而彈性進行判斷、避免過於僵化之適用結果，惟學者批評前揭8點參考
因素並未就狹義混淆及廣義混淆二者適用條文及要件不同而加以區分，是否應
45

為一致判斷，誠有疑問 。本文贊同上述見解，蓋自協助企業保護、長期經營
其著名商標之角度出發，應可認其對法明確性有高度需求，故除明示狹義混淆
及廣義混淆其各適用法條為何外，在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參考因素上，似宜依
混淆類型不同，明確區分適用法條並各自說明應著重之參酌因素為何。
5.著名商標侵害救濟規定中之「混淆誤認之虞」
商標法上著名商標之侵害可分為一般侵權與擬制侵權，分別規定於第68
46

47

條 與第70條 ，惟得適用後者以已在我國註冊者為限。第68條規定中有混淆
43

44
45

46

47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行商訴字第4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5年行商訴字第63號
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2年行商訴字第154號行政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50號行政判決。
黃銘傑，前揭註21，237。氏指出：「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前段已不以商品或
服務類似為要件，此際是否仍須行禮如儀地就「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類似之程
度」加以考量？若將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理解為狹義混淆，則考量多角化經營
情形又是否有所必要？」，實值參考。
商標法第68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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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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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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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知有第六十八條侵害商
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
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相較於本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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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之虞的侵權類型，均係將相同或近似商標使用在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48

上，而不及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學說上亦有認宜將混淆誤認之虞限於以
49

將相同或近似商標使用在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較為妥適 。申言之，著
名商標即便在註冊階段得將其保護範圍擴張至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惟在侵害
救濟階段，卻無法為此擴張。
關於是否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學說有認仍可參酌混淆誤認基
50

準，不因係註冊階段或救濟階段而有所不同 。惟本文認為，有鑑於救濟階段
時兩商標均業已有使用之事實，故似宜更加強調混淆誤認基準所載各項考量因
素當中實際混淆誤認情事之重要性。
（二）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1.公平法22條
我國公平法第22條第1項亦就仿冒著名商標或標章設有規定：「事業就其
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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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
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綜上可知，本項要件主要
包括「著名性」、「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相同或近似之使用」及
「混淆」。
過往由於我國商標法下可作為商標之標章有限，且因強調註冊保護主義，
導致對未註冊之著名商標權人之保障有限，故另在公平法增設本條以禁止事業
51

為使人對著名表徵之商品主體或營業服務主體混淆之行為 ，並得及於不類似
48

49

50

51

定，若屬未註冊之著名商標，便無法受到本條保護。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商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指出：「商標近似、商品服務類似，
乃認定有成立「混淆誤認之虞」所必需具備的要件，其餘因素僅為輔助參考，若
商標不近似或商品不類似，則不會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陳昭華，「侵害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與減損識別性或信譽之虞的關係──智
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商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26期，57-58
（2014）。
陳昭華，前揭註2，49、285；汪渡村，商標法論，3版，五南出版公司，292、
299-300（2012）；謝銘洋，前揭註11，49。
廖義男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行政
院公平會93年度委託研究計畫，22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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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品或服務。惟嗣後104年修法時，除明示本項適用對象限定於同一或類似
52

之商品或服務，且增設同條第2項規定排除已註冊商標之適用 。
判斷是否該當本項著名商標，過去係要求應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為標準，故其與商標法上所使用之著名此一用語是否有所不同，學說上有所
53

爭議 。至於判斷著名性之地理範圍，則多認應以在較為廣大之地理區域範圍
內被普遍認知，惟有見解批評考量到本項規範目的係為避免相關消費者發生混
淆誤認，故過度強調地理區域之廣度，反可能導致部分之不當表徵冒用行為無
法依公平法為處置，故應考量公平法為維護動態公平競爭秩序之立法目的，而
肯認保護範圍之流動化，即便係在一如鄉鎮大小之狹小區域範圍內，亦可禁止
54

引起相關大眾混淆之使用行為 。惟104年修法理由已明示係參考商標法用語，
而將本條當中「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用語修正為「著名」。是
55

以，現行法下對著名商標之判斷，似與商標法採同一標準 。惟學說上有批評
56

該部分修法實際提高本條之適用條件而限縮本條適用之範圍 。
又，此處混淆之概念，不以仿冒行為確實引起混淆為必要，其行為只要有
產生混淆之可能即足。舊法時期，本項所規範者，包括相關事業或消費者雖知
道系爭表徵所標示的事業不同，但誤以為彼此間具有經濟上、經營上、組織上
或法律上的關聯者，諸如有加盟、關聯或贊助關係之混淆，此即學說所稱「廣
57

義混淆」 。惟如前所述，104年修法後，本項已不適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故實可謂本項適用範圍已限縮於狹義混淆而不再及於廣義混淆。
至於判斷是否構成「混淆」之事實，應斟酌相關大眾之消費習慣、經濟條
件、居住地區（如都會區或非都會區）、教育水準等因素，綜合相關當事人之
52

53
54

55

56

57

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2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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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適用
之」。
謝銘洋，前揭註29，303-305。
黃銘傑，「春水堂」表徵之普遍認知性及混淆之有無」，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之交會，2版，元照出版公司，404-407（2009）。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公上字第6號民事判決就此論述：「現行條文將「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修正為「著名」部分，僅係統一法條用語，以避免發生
爭議，並無實質改變規定內容」。惟商標法下對於判斷著名性之地理範圍為何並
不明確，已如前述。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96-197
（2017）。
謝銘洋，前揭註29，300-303、廖義男，「公平交易法關於違反禁止行為之處罰規
定」，政大法學評論，第44期，34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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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予以判斷 。
2.公平法25條
現行公平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惟因該條屬不公平競爭行為禁止之
59

概括規定，故欲適用本條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 。
就本條之適用，裁判實務自市場上效能競爭之觀點出發，就不具備「致混
淆」要件而不該當舊法第20條（即現行法第22條）之仿冒行為，若有減損他人
表徵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又或榨取他人努力之成果者，則認構成本條所禁止
60

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 。易言之，本條雖亦屬著名商標保護規範之
一，惟因其補遺條款之性質，故應不得適用於使用他人相同或近似著名商標有
致生混淆誤認之行為。惟104年修法在排除已註冊商標適用第22條之同時，亦
將該條適用範圍限縮於狹義混淆，故原由該條所規範之「使用相同或近似他人
未註冊著名商標之商標於不類似之商品，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行為，既因著
名商標未註冊而非由商標法規範，又因屬廣義混淆而無公平法之適用，故此種
類型之行為是否得藉由現行法第25條之概括規定回復該業已排除之規範，值得
思考。
（三）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之交錯
綜上可知，若一商標同時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其亦會成為公
平法第22條第1項所規範之客體，故兩規範之競合下應如何適用法律，實為一
重要問題。104年修法前有學者鑑於當時違反公平法之責任較重（3倍以下損害
賠償、最高刑度一律3年以下有期徒刑及罰金可達1億元等），且違反公平法所
侵害者為正當交易秩序與一般消費大眾之公共利益，相對來說商標法則較強調
61

對一般商標權人之權利保護，故應優先適用公平法規定 。惟應注意，104年
修法時已併將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1項之刑罰規定刪除，不再有刑責，亦不受
58
59

60

61

廖義男，前揭註51，221-223。
公平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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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7&docid=266，最後瀏
覽日期：2019/11/26。
例如，公平會(87)公處字第097號處分（1998）、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444號
判決、最高法院94年度判字第1454號判決；104年修法後已遭廢止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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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點。另參見廖義男，前揭註
56，198-201。
謝銘洋，前揭註29，2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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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處罰，且主管機關不得介入制止仿冒他人著名表徵之行為，被害人僅得依
同法29條、第30條及第31條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及請求損害賠償。相對地，商
標法下雖亦得主張民事侵權之損害賠償、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並設有刑罰規
定，惟罰金額度僅為新臺幣20萬元以下（同法第95條）。綜合來說，現行法下
已難謂違反公平法之責任較重。
另有見解認為當特定表徵因事業長期而積極的使用及投資，可認定其屬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縱事業怠為註冊行為有其可議之處，但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所形成的信賴，仍應加以保護。故為保障事業之利益，並
確保消費者之利益，同時維護正當之競爭秩序，對於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
識應予以保護。故應在註冊主義的商標制度外，以使用主義之公平法，加以補
62

充保護 。
惟前揭104年修法理由明示：「…又為避免與已註冊商標之保護有所失
衡，本條對於未註冊商標之保護，應限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爰於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增訂該要件…本條所保護之表徵倘屬已註冊商標，應逕適
63

用商標法相關規定，不再於本法重複保護，為資明確，爰增訂第二項。」 就
此，有學者認為在商標法修法擴大保護對象並強化對著名商標之保障後，應無
須再以公平法來補充商標法之不足，且公平交易委員會本不應以有限的行政資
源補貼有充分資源以民事訴訟途徑保護其表徵之商標權人，故對此一修法持肯
64

定意見 。
誠然，商標法歷次修法導入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等規定後，對其
保護確有改善。惟如學者所批評，本次公平法修法將本項規定之規範範圍限縮
於防免造成商品或服務本身之混淆，而非著重於商品或服務來源或主體之混淆
誤認，與當初立法原意相去甚遠，且排除已註冊商標之適用將導致未註冊之著
名商標反較已註冊之著名商標多受一層公權力保護，且與商標經註冊而應受法

62

63

64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2項「表徵」之意義及其與新式樣專利保
護之關係」，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交會，2版，元照出版公司，362-363
（2009）。就公平法之角色係作為補充商標法保護不足之處，相同見解。廖義
男，前揭註51，241。
公平會網站，「104.2.4修正條文對照表」，https://www.ftc.gov.tw/upload/4a03512041a7-455c-9733-67ced29b6ccf.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劉孔中，解構智財法及其與競爭法的衝突與調和，初版，新學林出版公司，27828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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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律更多保護之精神有所矛盾 。另有學者批評104年修法後其規範範圍僅及於狹
義混淆而未包含廣義混淆，建議未來或透過公平法第25條之概括規定來彌補此
66

一法律漏洞 。
實務就104年修法排除註冊商標適用公平法此點，見解亦似未統一，有認
104年修法所增訂之公平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解釋為「未註冊之著名商標可受公
平法保護」而「已註冊之著名商標不受公平法保護」，將發生「輕重失衡」之
結果（即未註冊的反倒可以受到比較多的保護），此與我國「鼓勵商標註冊」
之政策相違背，亦架空我國公平法「與商標法相輔相成、維護競爭秩序」的功
67

能者 ，亦有逕認據爭商標既為已註冊商標，自無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規
68

定之適用者 。

三、日本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
本文選擇日本法作為比較法對象之理由主要有二：第一，自本文最初所提
及，企業之商業經營策略上，除了選擇專注本業發展或多角化經營以外，尚有
可能選擇與不同領域之業者結盟發展。是以，無論是知名企業本身欲進入日本
市場，又或是與日本業者結盟在臺日兩國進行商業活動，均有瞭解日本保護著
名商標相關法制之必要。第二，過去我國法制對於廣義混淆誤認之虞的侵權規
69

範方式，頗為類似日本法制之作法 。惟對於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之
65

66
67

68

69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66-267
（2015）。
黃銘傑，前揭註21，頁236。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民商上字第2號民事判決。惟應注意該案件當中法院係肯認104
年修法前對系爭商標之侵害，仍得主張公平法第22條；而對於修法後之侵害，則
認當不構成商標侵害時，仍有公平法之適用，以免發生「漏未保護」之情形。另
有肯定仍可適用公平法第22條者為智慧財產法院104年民公上字第6號民事判決，
其理由概為：「…本件因系爭商標註冊在後，不適用商標法第70條第1項第2款規
定，並無重複保護之問題，且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各有不同之規範目的及所欲保
護之法益，故本件仍有適用現行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之餘地，並無牴
觸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2項之規定」。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民公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商上字第7號
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5年民公訴字第5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5年民商
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
亦即，在商標法中僅就狹義混淆加以規範，而將廣義混淆誤認行為交由2015年2月
修正前之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項第1、2款的普遍認知表徵，予以規制。參見黃銘
傑，前揭註21，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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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何適用，似乎較少完整之介紹，故欲為文一探究竟。
（一）商標法相關規定
1.周知商標之判斷
70

嚴格論之，日本商標法當中並無「著名商標」乙詞 ，而多係採「用以表
71

示與自己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而廣為需要者所認識」之用語 ，其中「廣為
72

需要者所認識」則多以「周知」兩字表示 ，觀其實務及學說對「周知性」之
73

認定方式（詳後述） ，應可認在多數情形下與我國商標法下之「著名」相
當。以下為便於區辨我國法與日本法，均使用「周知（性）」或「周知商標」
之用語，合先敘明。
日本實務在判斷周知性上，首究其地理範圍。蓋在全國均廣受認識之情況
乃自不待言，惟即便在一特定地區內廣受認識，亦足以認具備周知性。至於何
謂一特定地區，則被解釋為最少應不只一縣，而應橫跨鄰接之數個縣的相當
74

範圍，才屬相當 。至於地理範圍為何與廣為需要者所認識之程度具體如何認
70

71

72

73

74

比較接近者例如，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下揭商標，不受前條規
定之限制，不得註冊商標。六、與用以表示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又或此類機關、
公益相關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團體又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事業之著
名之標章相同或類似之商標」。一般而言，著名商標屬俗稱而在日本商標法並無
定義，學說有認若使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即為著名商
標。參見網野誠，商標，6版，有斐閣，379（2002）。
例如，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或同條項第19款規定。該用語之原文為「自
己の業務に係る商品若しくは役務を表示するものとして需要者の間に広く認識
されている」。
金子敏哉，「商標法上の周知性―商標法3条2項・地域団体商標・4条1項10号・
先使用権―」，パテント，72卷4号（別冊No.21），13-14（2019）。惟亦有學者
採用「広知」之用語。田村善之，商標法概說，2版，弘文堂，52（2000）。
日本特許廳，工業所有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20版，発明推進協会，
1412（2017）。工藤莞司、樋口豊治，「4条1項10号」，小野昌延、三山峻司編
新・注解商標法【上巻】，初版，青林書院333（2016）。
東京高裁昭和57年(行ケ)110号判決。該判決指出，要該當周知商標，若屬流通
於全國之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則應在全國主要商業圈當中經手相同商品之業者間
受到相當程度之認識，又或最少應不只一縣，而應橫跨鄰接之數個縣的相當範圍
內經手相同商品之業者有半數對其有所認識。本件原告為銷售紅茶、咖啡等予咖
啡店之加工業者，惟在其主要業務所在地之廣島縣，亦僅在專營咖啡店業界有百
分之30之市佔率，且鄰近之山口縣、岡山縣之市佔率又顯低於廣島縣，故法院否
認原告之商標已具備周知性。東京高裁平成13年(行ケ)第430号判決同旨。惟有
學說批評前揭實務所採標準過於寬鬆，參見渋谷達紀，「商標法4条1項10にいう
『需要者の間に広く認識されている商標』の意義（東京高判昭58．6．16判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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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考量到商品或服務因其種類及性質之差異，故將依實際交易之情形，綜
合判斷後推定需求者認識之程度。又，即便係外國之周知商標，在判斷地理範
75

圍時，自係以日本國內為限 。
日本特許廳在其「商標審查基準（改訂第14版）」第2點論及用以綜合判
斷周知性之因素包括：（1）申請註冊商標之構成與態樣；（2）商標之使用態
樣、使用數量（生產量、銷售量等）、使用期間及使用地區；（3）廣告宣傳
之方法、期間、地區及規模；（4）是否有與申請人以外之人申請註冊之商標
相同或類似之標章在使用及其使用狀況；（5）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及其他交易
76

上之實際情形；（6）針對需要者對商標認識程度之問卷調查 。
2.周知商標之保護體系
在介紹日本商標法對周知商標之保護體系之前，本文擬先概略說明其商標
權之效力範圍。首先商標權人專有在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使用其註冊商標之權利
（日本商標法第25條本文），而商標權人以外之人將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使
用於與指定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行為屬擬制侵害（日本商標
77

法第37條第1款） 。惟須留意後者係定性為僅得禁止或排除他人侵害之禁止
78

權 。另針對具備高度消費者吸引力之周知商標，為避免其遭他人用於不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以致需求者、消費者有混淆誤認其來源之虞，設有防護標章制

75

76

77

78

釈)」，ジュリスト，878号，113（1987）。亦有認應區分有大都市之都道府縣與
一般線而異其周知性判斷之見解。參見田村善之，前揭註72，54。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339。茶園成樹，商標法，2版，有斐閣，71
（2018）。
日本特許廳網站，「第2第3条第2項（使用による識別性）」，https://www.jpo.
go.jp/system/laws/rule/guideline/trademark/kijun/document/index/00_all.pdf，最後瀏覽
日期：2019/11/26。另，同網站之「第3第4条第1項及び第3項（不登録事由）九第
4条第1項第10号（他人の周知商標）」處則說明，無論是在認定是否因使用取得
識別力或得否註冊之階段，於判斷周知性上均採取相同之判斷標準及方式。
日本商標法未若我國商標法在用語上區分「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同一或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而係均採「類似」之用語。例如日本商標法第37條第1款規定：
「下列行為視為侵害商標權或專用使用權：一、就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使用與註
冊商標近似之商標，或就同一或類似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使用與註冊商標相同或
近似之商標」，其原文為「次に掲げる行為は、当該商標権又は専用使用権を侵
害するものとみなす。一 指定商品若しくは指定役務についての登録商標に類似
する商標の使用又は指定商品若しくは指定役務に類似する商品若しくは役務に
ついての登録商標若しくはこれに類似する商標の使用」。本文內之日本商標法
條文中譯，酌採我國商標法用語，以俾閱讀者理解，併此說明。
日本特許廳，前揭註73，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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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67條第1款），在一定要件之前提下，得將前揭禁止權之範圍擴張至不
79

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詳參下表1。
表1 日本商標法下商標權效力與防護標章制度適用範圍
同一商品或服務

類似商品或服務

不類似之商品‧服務

相同商標

專用權（§25）

禁止權（§37）

基於註冊防護標章之
禁止權(§67)

近似商標

禁止權（§37）

禁止權（§37）

不相同商標

除上開防護標章制度外，尚對於周知商標亦有設置不得註冊事由之保護規
定，例如第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於他人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
或近似用以表示與他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而廣為需要者所認識之商標」、
同條項第11款規定：「將相同或近似他人申請在前之註冊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
似之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指依第6條第1項（含準用第68條第1項之情形）規
定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同條項第12款規定：「與他人已註冊之防護標章
相同之商標並使用於與該註冊防護標章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同條項第15款
規定：「與他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間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商標（除第10款
至前款所揭者外）」與同條項第19款規定：「出於不正目的（指為獲得不正利
益或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又或其他不正目的）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用以表示他
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而廣為日本國內外又或外國需要者所認識之商標
（除前揭各款外）」。自前揭各款規定用語觀之，可發現除第15款規定以外，
無論第10款規定、第12款規定又或第19款規定，均未以「混淆誤認」或「混淆
誤認之虞」作為其構成要件。惟因第15款規定係被定性為防止商品或服務來源
遭混淆誤認之概括條款，僅於不該當同條項第10款規定至第14款規定時得適
80

用 ，故第10款規定及第11款規定均被解為防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遭混淆誤認
81

之具體規定 。
第15款規定之要件雖未明示應具備周知性，惟學說鑑於若周知商標其對商
品或服務來源之識別力越高，越容易在與其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對其來源產
79
80
81

茶園成樹，前揭註75，290-291。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73。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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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混淆誤認，故將本款解為專門適用於周知商標，復因近來企業多角化經營風
82

氣漸盛，可謂混淆誤認之虞之範圍益發擴大 。
以上各款規定之要件則整理如下圖：

論者或謂，若第15款規定係防止混淆誤認之概括條款，則在判斷該當同條
項第10款至第14款規定時，是否除條文明訂之「商標近似」或「商品或服務類
似」等要件外，尚須就是否致生混淆誤認進行判斷。以前揭第10款規定為例，
83

通說認該款規定係屬於為防止商品或服務來源遭混淆誤認之具體態樣之一 ，
惟在具體個案當中商標近似之判斷與混淆誤認之虞間之關係為何，以下以日本
84

最高法院冰山印事件判決 為例進行說明。
該判決就商標近似之認定揭示：「商標是否近似，當比較之二商標係使用
於相同或類似之商品之際，則應視對商品來源是否致生混淆誤認之虞而定」，
85

並就判斷之方式指出：「應就使用於此類商品之商標其外觀、觀念、稱呼 等
82
83
84

85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80。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332。
最判昭和43年2月27日民集22巻2号399頁。此為日本舊商標法時代之判決，惟因所
涉舊商標法第2條第1項第9款其旨趣與現行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1款相同，故
其解釋在現行法下仍可適用。
意指接觸商標之需要者在交易上自然認識之發音。若按我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
準與實務用語，應譯為「讀音」，惟考量到日語為拼音性之外文與中文著重在形
意不同，故在此仍保留日本商標審查基準中之用語，併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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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進行交易人之印象、記憶及聯想等綜合進行整體考察，且在得以釐清該商
品實際交易情形之範圍內，基於具體交易狀況來加以判斷」。亦即將商標是否
近似之判斷標準求諸於是否導致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並以
86

商標之構成（外觀、稱呼、觀念等）以及實際交易情形作為判斷依據 。
以下，除防護標章效力所及之第12款規定與以防止商標淡化、攀附商譽為
規範目的之第19款規定外，本文將前揭各款周知商標註冊保護規定當中如何認
87

定有「混淆誤認之虞」進行說明 。
3.周知商標註冊保護規定中之「混淆誤認之虞」
就判斷第10款及第11款規定當中「商標是否近似」與「商品或服務是否類
似」是否該當，首先檢視商標審查基準。由於該基準明示第10款規定應準用第
88

11款規定之判斷標準 ，故以下僅將介紹第11款規定於商標審查基準中所揭之
判斷方式與審酌要素等內容，合先敘明。
商標審查基準原則上係依循上開冰山印事件判決所揭綜合觀察之內涵，除
整體觀察方法外，亦包括將商標構成之一部與他人商標比較，及在異時異地進
行隔離觀察，且考量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其主要需要者或其他實際交易情

86

87

88

横山久芳，「商標の類否判断の基準と手法(1)」，民商法雑誌，153卷5号，616618（2017）。氏指出日本實務所採見解被稱為「來源混淆誤認說（原文：出所混
同說）」，並由一部份學者所支持，亦為現行商標審查基準所採用；另一方面，學
說另有應以商標本身是否造成混淆誤認為判斷基準之「商標混淆誤認說（原文：商
標混同說）」。其區別實益在於若採前者見解，則商標是否近似僅為判斷是否造成
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混淆誤認時之考慮要素之一。此際，即便商標本身構成並不近
似，基於實際交易情形亦可能肯認「商標近似」；若採後者見解，則商標是否近
似，僅須以商標本身構成進行判斷，實際交易情形僅在必要限度內加以考量即可。
此處排除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之理由在於，雖然條文明示以「相同或近
似商標」為要件，惟日本實務及學說均認為，考量平成8年（1996年）導入本條之
立法目的係為排除出於不正目的之註冊外國著名商標，故應將近似之程度限縮解
釋為已接近相同者為宜。竹内耕三，「4条1項19号」，前揭註73，545。又，日本
特許廳之商標審查基準雖未明示，但在相當於商標審查手冊之「商標審査便覧」
中指出，無論是日本國內或僅在外國周知之商標，在近似程度之判斷上應達「相
同或極為近似」。參見日本特許廳網站「商標審査便覧42.119商標法第4条第1項第
19号」，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guideline/trademark/binran/document/
index/42_119_03.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例如商標審查基準第三之九（第4条第１項第10号）之第3點「關於商標近似」及
第5點「關於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均分別明示準用該基準第三之十(第4
条第1項第11号)之第1至10點與第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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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形 ，並以該需要者通常具備之普通注意力為基準。次就商標之外觀、觀念、
稱呼分別定義，再以例示方式說明如何判斷與申請註冊商標之外觀、觀念、稱
呼是否近似。此外，亦就立體商標、動態商標、全像圖商標等非傳統商標如
何判斷近似提供一定判斷參考以及相關例示說明。至於商品或服務之類似，則
90

羅列多項用於綜合考量之因素 。惟就判斷「混淆誤認之虞」則未有任何相關
說明。至於自審判實務上可發現，日本法院在判斷順序上，係先判斷「周知
91

性 」，次判斷「商標是否近似」，最末判斷「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在判
斷商標近似與否時，逐一就前揭外觀、觀念、稱呼判斷是否近似，再結合實際
92

交易情形後綜合判斷是否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
嚴格言之，前揭第10款規定或第11款規定雖均屬避免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
致生混淆誤認之具體規定，惟實際判斷上，「是否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似接近
判斷「商標近似」、「商品或服務類似」等要件後之評價，而非屬構成要件，
93

學說上亦有將其解為非典型評價性要件之見解 。
89

90

91

92

93

此處之實際交易情形係指，就該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之一般性或恆常性之交易情
形或慣例，而非指該商標實際之使用態樣或實際使用該商標之具體商品或服務間
之差異。
商標審查基準在此明示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依據「類似商品・役務審査
基準」。詳參日本特許廳網站，「類似商品・役務審査基準」，https://www.jpo.
go.jp/system/laws/rule/guideline/trademark/ruiji_kijun/document/ruiji_kijun11-2019/all.
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部份判決在判斷完不具周知性後便不再繼續檢討其他要件。例如，知的高裁平成
29年（行ケ）第10222号判決即稱：「…綜上，因難認用於表示原告業務相關商品
之據爭商標在系爭商標申請時及註冊時已廣為需求者所認識，故其餘各爭點無須
再為判斷…」。
例如東京高裁平成16年(行ケ)第299号判決，法官指出：「…如此一來，若依照與
本件商標指定服務相關之前揭具體交易情況，並以一般需要者普通具備之注意力
為基準加以判斷，則肯認將本件商標使用於指定服務，將對服務之來源致生混淆
誤認之虞，應屬相當」。又，知的高裁平成28年（行ケ）第10003号判決則認「…
綜上，本件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1之間，無論是由此而生之稱呼及觀念均屬一致，
若將其使用於相同商品，對於交易人、需求者而言難以分辨兩者差異，可謂就商
品之來源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故應認二商標屬類似之商標」。
例如A要件為對商品或服務來源致生混淆誤認之虞，B要件為商標相同或類似，C
要件為商標外觀、觀念、稱呼近似。因該當C要件而B要件亦該當時，發生禁止註
冊之法律效果，惟當有其他情事（如有顯著相異之處或根據實際交易情形）導致
A要件不該當時，不在此限。參見伊藤滋夫，「民法と知的財産法一般との関係
及び知的財産法各法に共通する特質—主として後者に関する要件事実論の視点
からみた検討」，伊藤滋夫編知的財産法の要件事実，初版，日本評論社，92-95
（2016）。其他相關學說介紹可參見許清，「商標類否の判断基準に関する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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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吾人再就條文內明確以「混淆誤認之虞」為要件之日本商標法第4
條第1項第15款規定進行檢討。
商標審查基準第3點之13首先明示，本款所謂「與他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
服務間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商標」之態樣包括有：（1）將使用該商標之商品
或服務誤認為他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致該商品或服務之需要者對商品或
服務來源產生混淆之虞；（2）誤認與他人在經濟上或組織上具備某種關聯，
致該商品或服務之需要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之虞之兩種類型。換言
之，本款規定適用範圍包括狹義混淆與廣義混淆在內，亦包括在商品來源與服
94

務來源之間產生混淆之情形 。又，因本款係註冊階段保護規定，本即以申請
註冊之商標尚未實際使用為前提，故學說多認為不以現實中發生混淆誤認為
95

要，僅需客觀上有「混淆誤認之可能性」便足矣 。另有學者指出，即便已實
際使用該申請註冊商標，亦不容申請人以具體實際交易之情形為由而否認有致
96

生混淆誤認之虞 。惟反對見解認為商標法所欲防止者係具體之混淆誤認，故
若實際交易當中不會發生來源之混淆，便不致損及已註冊商標之信用，進而有
97

害其來源識別功能之運作 。
至於判斷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考量因素，商標審查基準則以例示方
式列出以下7點，並採取綜合衡量之方式：
（1）商標近似之程度。
98

（2）該他人商標之周知性 。
94

95
96

97

98

察(2・完)」，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Vol.20，124-129（2018）。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76-477。實務亦採此見解。參見最高裁平成10
年（行ヒ）第85号判決。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82。
田村善之，前揭註72，64。例如，著名商標係用於高級品牌之服飾上，申請註冊
商標係用於飲料上，即便申請人實際上將該欲申請之商標使用於能量飲料，與前
揭著名商標人之間不致生廣義混淆，亦不許以此認不該當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
第15款規定。
宮脇正晴，「混同とサーチコスト」，パテント，65卷13号（別冊No.8），29
（2012）。同此見解，藤田晶子，「4条1項15号商標登録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な
い商標」，商標法コンメンタール，初版，レクシスネクシス・ジャパン，145146（2015）、愛知靖之、前田健、金子敏哉、青木大也，知的財産法，初版，有
斐閣，402（2018）。
一般而言，若據爭商標著名度越高，可能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範圍便越廣。是
以，雖然本款規定未以「廣為需求者所認識」為要件，惟商標審查基準除將周知
性列為混淆誤認之虞之考量因素之一外，尚指出周知程度之判斷，應準用該審查
基準內所揭要素進行綜合衡量，且無須已在日本全國廣受認識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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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3）該他人商標是否屬造語 所構成，又是否在結構上具有顯著特徵。
100

（4）該他人商標是否屬主要商標 （housemark）。
（5）企業經營多角化之可能性。
（6）商品之間、服務之間又或是商品與服務之間的關聯性。
（7）商品或服務之需求者其共通性與其他實際交易情形。
關於本款規定之早期實務判決較為混亂。例如，有判決認為僅以據爭商標
屬著名商標為由便適用本款而未具體說明理由為何之審決具有適用法律之錯
101

誤 ；亦有判決認為，僅以兩商標不近似為理由即判斷將申請註冊之商標使用
於指定商品不致造成混淆誤認之虞，係誤解本款規定

102

。另一方面，亦有數件

未就商標近似與否進行判斷，僅以據爭商標為著名商標為由，便適用本款規定
103

之判決 。
近年日本最高法院在レールデュタン（L'AirduTemps）事件判決

104

中揭示

較為清楚之考量因素，包括應依照系爭商標與他人使用標章間近似之程度、他
人標章之周知著名性與獨創性之程度、系爭商標所指定商品或服務與他人業務
相關商品或服務在性質、用途及目的上所具備關連性之程度、商品或服務之需
求者其共通性與其他實際交易情形，並應以系爭商標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交易
人或需求者施以普通注意力為基準，經綜合衡量後判斷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
105

之虞」 。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所謂造語係指並非本身得產生特定概念。例如在知的高裁平成28年（行ケ）第
10275号判決當中原告便指出被告一般社團法人ISD個性心理學協會之名稱當
中「ISD」之部分，乃來自被告之代表理事獨自思考出之造語（Institute of Self
Discovery＝自我發現之協會）的頭一個英文字母所組成，並為法官所肯認。
其定義係指屬企業本身營業標章之logo或標章。參見知的高裁平成28年（行ケ）第
10090号判決。具體案例中較知名者如「SONY」或「Esso」。參見工藤莞司、樋
口豊治，前揭註73，483。
東京高裁昭57(行ケ)187号判決。
東京高裁平元(行ケ)54号判決。
東京高裁昭35(行ナ)155号判決、東京高裁昭35(行ナ)156号判決、東京高裁平2(行
ケ)183号判決。
最高裁平成10年（行ヒ）第85号同12年7月11日第三小法廷判決・民集54巻6号
1848頁。
在知的高裁平成27年（行ケ）第10219号判決當中，法官便係衡量過前揭各因素
後，再就外觀、觀念、稱呼是否類似逐一進行檢討，最後認為稱呼雖然相似（筆
者按：系爭商標為「フランク三浦」，發音為furanku miura；據爭商標包括以
片假名組成之「フランクミュラー」，發音為「furanku myura」與英文組成之
「FRANCK MULLER」）但外觀與觀念均屬不近似；且系爭商標指定商品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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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侵權救濟規定中之「混淆誤認之虞」
日本商標法在侵權救濟規定上，無論係規定專用權之第25條規定或僅屬
禁止權之第37條第1款規定，均未明訂以「致生混淆誤認（之虞）」為要件。
至於在判斷第37條第1款規定中「商標近似」與「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等要件
時，實務多認基準似與註冊階段保護規定中並無差異，僅在具體個案當中著重
於有無致生來源混淆誤認之虞之結果。惟學說上就是否應區分註冊保護階段與
侵權救濟階段異其應審酌因素而有所爭議

106

。故本文以下將介紹日本最高法院

在商標侵權事件當中所揭示之標準。
107

日本最高法院在小僧寿し事件判決 中，就判斷商標是否近似之標準有以
下說明：「商標是否近似，應就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上之商標其外觀、觀
念、稱呼等對需求者賦予之印象、記憶、聯想等予以綜合考量，且在得釐清其
商品交易之實際情形之範圍內，應基於其具體交易情形加以判斷，如右所述，
商標之外觀、觀念又或稱呼是否類似，僅係用以推測對使用該商標之商品其來
源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大致基準，是以即便右三點當中有類似之處，惟
其他點顯著相異又或依交易之實際情況難認會對商品來源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者，自應謂不得將其解為近似商標」。具體涵攝之結果，法院考量到被告所加
盟之壽司連鎖店具備著名性，故儘管判斷二商標之外觀及稱呼有一部份共通，
惟因被告各標章係與該連鎖店名稱對應之部分，而非前揭共通部分具備高度識

106

107

之時鐘而言，商標之外觀及觀念實為識別商品來源之重要依據。是以，縱依相關
需要者、交易人之普通注意力為基準，亦難謂將致生包括狹義混淆及廣義混淆在
內之混淆誤認之虞，最後認定不該當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5款規定。
具體而言，爭議較大者係在適用本款規定時，是否以註冊商標實際經使用為前
提。肯定說認為既非註冊階段，若註冊商標實際上未經使用，仍舊賦予其禁止權
實有害競爭秩序。參見島並良，「登録商標権の物的保護範囲(２．完)」，法学協
会雑誌，114巻8号，936、959（1997）。相對於此，否定說則認若註冊商標未使
用時有一近似商標先開始使用，嗣後使用該註冊商標將導致容認二商標併存，反
而可能對需要者不利。參見田村善之，前揭註72，136。相關學說整理另參鈴木将
文，「37条」，小野昌延、三山峻司編新・注解商標法【下巻】，初版，青林書
院，1106-1107（2016）。
最判平9．3．11民集51巻3号1055頁。本件原告為以橫向兩文字「小僧」為商標之
商標權人，被告則係以「小僧寿しチェーン」（中譯：小僧壽司連鎖店）為店名
在四國地方經營外帶壽司之壽司連鎖店之加盟店，其使用之標章包括「小僧寿し
｣、「KOZＯ｣（筆者註：小僧之羅馬拼音）、「KOZOSUSHI」（筆者註：小僧寿
し之羅馬拼音）及「KOZOZUSHI」，以及描繪小僧之圖形標章。最近之判決則可
參東京地判平成26年4月30日判決（平24(ワ)9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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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力，是以不致對商品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綜上可發現，即便在侵權救濟
階段，與先前介紹之冰山印事件判決所採判斷標準之間似無差異，而是否致生
混淆誤認之虞仍係判斷商標是否近似後之評價結果。
最後介紹日本商標法之民刑事責任，遭侵害之著名商標權人得依日本民法
第709條之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或依商標法第36條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
並就違反禁止權設有刑罰規定（第78條之2），得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
科500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二）不正競爭防止法相關規定
1.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1款
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係為加入巴黎公約之海牙修正條約而在1934年所制
訂，並自1935年1月1日起施行。歷經數次修法後之現行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
定：「本法所謂『不正競爭』，係指下揭情形：一、使用廣為需要者所認識之
相同或近似他人之商品等表示（指與他人業務相關之姓氏、商號、商標、標
章、商品之容器或包裝及其他用以表示商品或營業者），又或讓與、交付、為
讓與或交付之目的展示、輸出入又或透過電子通訊方式提供使用該商品表示之
商品，以致對他人之商品或營業產生混淆誤認之行為」。
本款規定係為保護營業上信用實體化後所呈現之周知之商品表示與營業表
示，並藉以確保公平競爭，故禁止引起對商品等表示主體之商品與營業致生
混淆誤認之行為

108

。本款若適用於周知商標，則其要件包括「廣為需要者所認

識」（下稱「周知性」）、「使用相同或近似他人之周知商標」（下稱「近似
性」）、「與他人之商品或營業產生混淆誤認」（下稱「混淆誤認」）。觀察
本款規定與前揭日本商標法上周知商標相關保護規定之要件可發現，服務係作
為營業表示內涵之一

109

；本款規定在要求商標具備周知性之同時，係在致生混

淆誤認此一範圍內保護其所表彰之商品與營業，且不以經註冊商標為前提便賦
110

111

予保護 ，惟要求須經使用獲得周知性 。以下逐一檢討之。
關於本款要件之一之周知性，通說認為本款所要求之範圍與日本商標法第
108

109

110
111

日本經濟產業省網頁，「逐条解説不正競争防止法」，https://www.meti.go.jp/
policy/economy/chizai/chiteki/pdf/20190701Chikujyou.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9/11/26。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新・不正競争防止法概説，2版，青林書院，103
（2015）。
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5版，有斐閣，64-65（2010）。
愛知靖之、前田健、金子敏哉、青木大也，前揭註9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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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條防護標章所要求之「在日本全國廣為認識」以及同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所
要求之「以橫跨鄰接之數個縣的相當範圍」並不相同，而係僅在一區域廣為認
識足矣。其理由則包括：相較於前揭商標法規定之主要規範目的係為防止他人
註冊，因本款主要規範目的係為防止混淆誤認，故對周知性之要求相對較為寬
112

鬆 ，且因本款無須如商標法須經註冊後方賦予全國範圍之保護，故受保護之
113

周知商標僅在一區域廣為認識足矣 。再者，若所賦予之保護限於該區域，亦
114

不致減少企業為求在日本全國內受到保護而申請註冊商標之誘因 。日本實務
115

同採此見解，肯認在一區域內具備周知性即可 。另，在日本國內經由報紙雜
誌等之介紹廣為人知，惟在日本國內未實際使用之情形，實務上亦肯認其周知
116

性 。至於本款所規定之「需要者」，則被解釋為包括事業及最終消費者，但
117

並不要求廣為一般消費者所認識 。關於本款周知性之要件，亦曾有見解認為
其係增加巴黎公約第10條之2第3項第1款規定

118

所無之限制而應刪除之

119

，惟

反對見解認為由於巴黎公約規定並未明示要到何種程度之混淆方屬「產生混淆
之行為」，而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當中之周知性要件實具有用以判斷混淆誤認
之虞其程度與地理範圍之功能，亦即，若在不具周知性之地區一旦主張有混淆
誤認之虞便得禁止他人在全國境內使用近似商標等商品表示，除顯欠缺法安定
性外，更將導致喪失申請註冊商標之實益，架空註冊商標制度之結果。是以，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74-177。具體言之，鑑於本款周知性要件之
旨趣在於商品等表示實屬信用實體化之展現，故應就該信用賦予保護。因此即便
僅在一定地區內累積周知程度之信用，亦應賦予該商品等表示保護，防止其遭到
混淆誤認。基此，若要求判斷周知性之地理範圍過廣，將導致對一定地區內混淆
誤認之行為無法救濟。參見田村善之，前揭註110，66-67。
惟仍要求該周知商標須在類似表示之使用地理範圍內具備周知性。見茶園成樹，
不正競爭防止法，初版，有斐閣，25（2015）。
田村善之，不正競爭防止法，2版，有斐閣，37（2003）。
東京地判昭和51年3月31日判タ344号291頁（勝烈庵Ⅰ事件）、橫浜地判昭和58年
12月9日無体集15巻3号802頁（勝烈庵Ⅱ事件）。前一事件當中，法院肯認原告即
炸豬排店之勝烈庵僅在橫浜市內廣為認識，而得禁止同在橫浜市內另一店鋪使用
勝烈庵作為店名，惟在後一事件當中，法院僅肯認離原告在距橫浜市較近之鐮倉
市大船具有周知性，但否認在距離較遠之靜岡縣富士市具備周知性。
東京高判平成3年7月11日知的集23巻2号604頁。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82-183。惟如同前揭註113所述，此際仍要求
周知商標應在類似表示之相關消費者間具備周知性。田村善之，前揭註114，43。
巴黎公約第10條之2第3項第1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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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紋谷暢男，「商号の保護」，民事研修，269号，17（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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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應無違反條約之疑慮 。
關於本款要件中之「近似性」判斷標準是否與前揭商標法各該相關規定相
同此一問題，日本最高法院在ウーマンパワー事件判決

121

中所揭之判斷標準為

「在實際交易情形下，事業、需要者自基於兩者外觀、稱呼或觀念之印象、記
憶及聯想等，是否有認兩者整體相類似之虞」，似乎與前揭商標法相關最高法
院判決所揭判斷標準間並無太大差異。惟學說指出因日本商標法採註冊保護主
義，故其近似性之認定屬於劃定權利範圍之抽象性技術基準，而無法解決商品
或營業來源混淆誤認之虞此一問題；不正競爭防止法中之近似則係在實際使用
狀態下作為致生混淆誤認的手段之一。是故，即便採取相同判斷基準，惟為求
解決前揭混淆誤認問題，在判斷近似概念範圍上會較商標法更為寬鬆、更具
122

彈性 。具體而言，係在採取前揭商標法相關最高法院判決所揭判斷標準之同
時，尚就各商品主體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競爭之程度、選擇商品表示之動機
等要素綜合考量後，依照該商品或營業相關業界之實際運作情形判斷是否對商
123

品來源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
關於本款規定另一要件之「混淆誤認」，由於條文明訂「對他人之商品或
營業產生混淆誤認」，故其非指對於商品表示與類似表示間產生混淆誤認，
而係對於周知商品表示所表彰之商品或營業來源與使用類似表示者之間是否
會產生混淆誤認
淆

125

124

。就此，實務與學說均認此處之混淆包括狹義混淆與廣義混
126

，且適用上不以現實已發生混淆誤認為要，有致混淆誤認之虞即足矣 。

不正競爭防止法下對混淆誤認之判斷與前揭商標法規定相異處在於，前者係基
於周知商標具體使用之情形是否致生混淆誤認來加以判斷，後者則尚可能包括
註冊商標未被使用之情形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7

。此處所謂具體使用情形，係指實際之商品或服務

田村善之，前揭註114，50-52。
最高裁昭和58年10月7日第二小法廷判決。
茶園成樹，「混同要件」，知的財産法の理論的探究(現代知的財産法講座I)，初
版，日本評論社，414（2012）。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94-195。採此說之實務判決可參見東京高裁
昭和58年11月7日高刑集36巻3号289頁。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89；茶園成樹，前揭註113，30；田村善之，
前揭註110，73。
最判昭和59年5月29日民集38巻7号920頁、最判平成10年9月10日判時1655号160頁
同旨。學說則參見茶園成樹，前揭註113，31-32；田村善之，前揭註110，87-91。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90-193。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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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上是否有足以避免混淆誤認之特殊情形、是否有得具體防止混淆誤認之
128

特別銷售型態、又或者類似商標之識別力是否偏低以致印象不深等情形 。
至於對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實務上指出應考慮包括周知商標與近似商標
間近似程度、周知商標之周知程度、近似商標其周知性及獨創性之程度、周知
商標指定商品或營業與近似商標相關商品或營業間之性質、用途或目的上關連
性之程度、商品或營業之相關事業及消費者間之共通性與其他實際交易情形等
要素，並以周知商標所表彰之商品或營業之其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施以普通注意
力為基準加以綜合判斷

129

。關此，學說便指出其係參考前揭日本最高法院レー
130

ルデュタン事件判決所採判斷要素 。
至於本款規定當中前揭「相同或近似商標」與「混淆誤認」兩要件間之關
係，學說有認前者之近似僅係作為致生混淆誤認之手段，本身並不具有獨立意
義，故解釋上兩者間並無差異，亦即當肯認有混淆誤認之虞時，同時該當商標
131

近似 。惟反對見解則認為即便此兩要件間具高度相關性，但此說全然無視現
132

行條文，並不足採 。日本實務上在ウーマンパワー事件判決後亦將此兩者視
133

為不同要件加以判斷 。
若該當本款規定，則使用著名商標商品等表示之人得依不正競爭防止法
第3條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例如請求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著名商標之商品表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田村善之，前揭註110，84-85。惟同氏亦批評日本裁判實務就周知性及混淆誤認
之認定上，有忽略事實評價等具體使用情形，而採取規範性判斷之情形。具體而
言，判斷順序為肯認原告之商標具周知性後，以是否可能致生（廣義）混淆為基
準來判斷商標是否近似，若肯認商標近似則鮮有再獨立判斷是否有混淆誤認之
虞。反之，若否認商標近似，即便提出顯示有混淆誤認之虞之問卷調查結果，亦
無法改變法院之結論。例如，大阪高判平成10年5月22日判決判タ986号289頁。詳
細可參田村善之，「裁判例にみる不正競争防止法2条1項1号における規範的判
断の浸食」，知的財産法の理論と現代的課題中山信弘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初
版，弘文堂，409-410（2005）。
東京地判平成16年7月2日判時1890号127頁。相關整理見茶園成樹，前揭註113，
30-31。
茶園成樹，前揭註122，412。
渋谷達紀，「判批」，判例評論，303号，45（1984）、紋谷暢男，「判批」，昭
和58年重要判例解說，有斐閣，242（1984）。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93。
前揭大阪高判平成10年5月22日判決中，法院明示：「要成立1款規定之不公平競
爭行為，除要求『近似』與『混淆誤認』作為獨立要件外，並要求因使用『近
似』表示而致生混淆誤認，故即便因使用不近似之表示而致生混淆誤認，亦不得
不謂此非屬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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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不得銷售使用近似商標之商品，亦得依同法第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此
外，若屬出於不正目的而為本款所規定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尚得依同法第21條
第2項第1款，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500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2.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
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所謂『不正競爭』，
係指下揭情形：二、將相同或近似他人之著名商品表示使用於自己之商品表
示，又或讓與、交付、為讓與或交付之目的展示、輸出入又或透過電子通訊方
式提供使用該商品表示之商品之行為」。本款之目的雖為防止他人冒用著名
商品表示，而可定性為著名商標保護規定之一，惟其已不以「混淆誤認」為要
134

件，且關於近似性之判斷亦同前款 ，故本文在此不再進行介紹。
（三）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規範之交錯
就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間之關係，學說有認兩者雖同屬維持公正
競爭秩序之法律，然前者係在以法安定性為目的之註冊保護主義下，即便未經
使用之商標，亦得藉註冊賦予權利人具備排他性之商標權以求對私人財產權之
保護，屬於靜態防止不公平競爭；後者除不以註冊為前提外，係以在流通市場
上具體把握商標等商品表示是否因使用累積信用而具備周知性、是否有致生混
淆誤認之行為作為其判斷重點，商品是否類似則非直接問題，而屬於動態防止
不公平競爭。若反映在保護之地理範圍上，則前者在日本全國均得排除他人使
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後者則限定在周知商標已形成市場利益之地理範圍內。
由於兩者所欲規範之面向、要件及效力範圍上均有所不同，故就請求權競合問
135

題，日本之實務及通說均肯認得重複適用 。
至於對著名商標保護客體之範圍，日本商標法在註冊保護階段上就註冊與
未註冊之周知商標之狹義混淆以及不問周知商標註冊與否之廣義混淆，分別設
有規定並明確其要件；惟在侵權救濟階段上因相關條文未在要件中明訂混淆誤
認之虞，故仍係將其作為一評價性要件。不正競爭防止法則因著重在防止實際
交易市場上所發生之任何混淆誤認行為，故未區分註冊與否，對仿冒著名商標
所致生之廣義混淆及狹義混淆均有所規範。而關於兩法之民刑事責任，民事責
任上均得請求排除及防止侵害或請求損害賠償，值得一提的是在刑事責任上均
為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500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綜上可知，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在著名商標保護之分工上相當明
134
135

茶園成樹，前揭註113，44。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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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亦不至於因法律責任輕重有所不同而導致著名商標權人在選擇保護時有明
顯傾向。況因日本商標法下商標權之侵害並不以混淆誤認為構成要件，侵害訴
訟中無須就此進行主張或舉證，故若滿足周知性而得享有不正競爭防止法保護
之未註冊著名商標，亦得註冊以求享有商標權保護，而不致因不正競爭防止法
之保護客體較廣而喪失註冊商標之誘因

136

。自立法目的角度觀之，前揭法規範

之分工在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之同時，亦不失與註冊商標制度間之平衡。

四、檢討暨代結論
自我國商標法及公平法之立法目的觀之，因兩者均屬對公平競爭及交易秩
序之維護而應同屬保護著名商標之重要規範，惟即便現行商標法對著名商標之
保護已有強化，惟如本文在商標法部分所述，關於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
範，仍有加強法律明確性之需求。再者，自法律效果角度觀之，公平法104年
修法後兩規範之差異已不若過往顯著。復因公平法第22條在排除適用已註冊商
標之同時，亦增加「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此一要件，導致對於已註冊
著名商標之保護不若未註冊者，對於未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又不及於致生廣義
混淆行為之結果。故自防止混淆誤認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仍宜由
公平法來補充商標法不足之處，惟是否得逕行適用現行公平法第25條之補遺條
款，仍有待觀察。
而在比較日本法與我國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可以發現，首先在註冊
保護規定上，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或同條項第11款規定雖被定性
為防止商品或服務來源致生混淆誤認之虞（即狹義混淆）之具體規定，惟因不
以混淆誤認之虞作為構成要件，故僅需就商標近似與否及商品或服務類似與否
進行判斷，其商標近似之判斷基準及方法似與我國無明顯差異。至於在著名性
（周知性）之判斷上，雖然我國著名商標基準所揭各項考量因素中亦包括商標
使用及宣傳之地域，惟日本實務明確揭示關於地理範圍之一般判斷原則，即便
考量兩國現實際所轄疆域大小有所差異，仍值得吾人參考。
另關於混淆誤認之虞之審酌要素，將我國混淆誤認基準所揭8項要素與日
本商標審查基準就其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5款規定所揭之7項要素比較後可發
現，我國係將商標近似及商品或服務類似作為判斷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
重心；日本法審酌要素有近半與商標識別性強弱有關。此點反映出日本商標法
136

田村善之，前揭註110，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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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著名商標（周知商標）在註冊保護階段之規範體系。亦即，針對未註冊周
知商標與已註冊商標之狹義混淆以及周知商標之廣義混淆均設有相關規範而異
其構成要件。雖然此種體系或有欠缺判斷彈性之虞，惟其優點除具備高度法明
確性外，尚對著名商標提供廣泛且高度保護。何況，若再考量其與在周知性與
近似之判斷上因更重視實際使用狀況而相對較具備彈性之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
間之分工，亦不會導致對已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不若未註冊者，而有悖於註冊
商標制度旨趣之情形。換言之，兩者結合之法規範體系，實有值得吾人參考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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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emark Act and the Fair Trade Ac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ed
regula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n urge requirement for
legal certainty of the provisions of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Moreover, the reduction
of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 due to amendment of Article 22 of the Fair
Trade Act has been critici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intain trading order
by forbidding confusion, the Fair Trade Act can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to the
Trademark Act.
From a comparative law viewpoint,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re are separate
provisions with different legal requirememnt for protecting well-known trademark
in Japanese Trademark Act. Moreover, the division of the Trademark Act and the
Fair Trade Act in Japan provides a high-level and complementary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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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陳昭華（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教授）
一、是否包括廣義混淆
廣義混淆一般是指兩個商標或表徵的使用，使消費者誤認他們間存在關係
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是其他類似關係。在未經註冊的著名表徵的保
護基本上期望能與已經註冊著名商標保護的標準一致，所以我認為在公平法第
22條的解釋方式宜盡可能跟商標的方式標準一致。
根據我國實務見解，混淆係指商品或服務來源有誤認或誤信，除仿冒商品
表徵至消費者誤認外，尚應包含消費者誤認仿冒與被仿冒之商品表徵間有某種
加盟、關聯或贊助關係之混淆情形所以實務見解是認為包括廣義混淆。
另有一實務見解，被告所販售的商品是藥品，刻意採用跟原告相同或高度
近似的外觀，在這種情況底下會造成往來客戶，或相關消費者混淆兩商品是同
一來源、同一系列產品，具有關聯性或關係企業之效果。該見解中包括狹義與
廣義混淆。
二、廣義混淆係使用在非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
商標法第68條的規定，剛剛黃老師認為本條規定只有狹義混淆，而審查基
準將廣義混淆也納進去，所以如果要更清楚，把廣義混淆部分放進條文內會更
好。我們現在實務見解認為第68條包括狹義、廣義。
歐盟商標規則第9條規定歐盟商標之權利，該條b款說使用與歐盟商標相同
或近似，且用於與歐盟商標註冊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相同的或類似的商品或服
務，致公眾混淆或誤認之虞者得禁止之。在此混淆誤認之虞也包括標誌與商標
之關聯性的混淆，通常簡稱做關聯混淆，也就是廣義混淆，所以歐盟很清楚規
定相同商標使用在同一類似商品上，這兩種情況構成混淆包括狹義混淆與廣義
混淆。
關於美國的見解，美國實務在1920年之前都強調混淆是用在直接競爭的商
品，直接競爭的商品是指會發生移轉銷售關係者，例如說兩個商品一樣，或者
一方之商品為玻璃紙，另一方之商品為其他包裝材料；又例如，一方之商品為
金屬器，另一方之商品為玻璃容器，不買這個，可以買另外一個的情形，是直
接競爭關係；到了1920年代以後，發展出關連商品規則，指在沒有競爭關係但
是有關連的商品服務，這種情況就是指有關連，所以讓消費者會產生混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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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誤認二商標來自有授權關係、附屬關係的企業的混淆，至1960年，美國法
院始全面接受有關係的混淆，認為非競爭關係，但有關聯的商品或服務，又稱
為Aunt Jemima法則。例如麵粉跟糖漿，因為二者間具有附隨關係的關連性。
發展到1989年才把具有附屬、關連或聯想關係規定在法條之中，所以關連商品
或服務是指兩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的商標，使合理謹慎消費者會認為商品
或服務來自相同來源，或誤認與商標權人有附屬關係、或有關連、或有授權關
係。這裡所指的關聯，並不一定是商品在物理上有關連，而是指使用商標的結
果會使消費者的心中產生關聯，例如麵粉與糖漿、啤酒與威士忌、麵粉與冰淇
淋、雜誌與電視節目，所以從上面觀點來看，關聯商品或服務的概念比較接近
我國的類似商品或服務，是一種沒有競爭，但是有關聯的關係，如果在做這種
結論的時候，會發現美國與國內混淆誤認審查基準的解釋與歐盟、德國規範都
一致。
三、認定混淆時應參考哪些因素
在商標法的混淆誤認審查基準共有8點，非常清楚，但在公平法第22條關
於混淆，在實務考慮因素，是斟酌相關大眾之消費習慣、經濟條件、居住地
區、教育水準等因素，綜合相關當事人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
理及經驗法則予以判斷；而另有一個判決內說要考量表徵知名度，兩個表徵之
間近似程度，還有消費者注意力程度；另外在RIMOWA案更清楚講到要考慮的
因素有關事業或消費者的注意力、商品類別或表徵近似的程度、商品特性或價
格、銷售管道還有商品表徵知名度跟企業的關聯性。
以上講法均有可以參考之處，也可以看出公平法認定的標準跟商標法難混
淆誤認之虞的認定標準事實上是不一樣的，公平法在做不同規範時刻意要用混
淆，而不用混淆誤認之虞，可能就是做有意的區別，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
判決在碰到混淆的時候，通常都沒有講說怎麼認定，所以如果可能的話也許公
平交易委員會將來在混淆的認定，有必要做進一步地規範，讓大家在適用時可
以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