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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名商標的稀釋之射程範圍

―以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為中心

陳皓芸
*

一、前言

在受惠於網際網路的普及與數位技術的發展，品牌（brand）作為企業形
象與價值的象徵，其價值的估測不再侷限於現實世界的有體物，亦須綜合考量

虛擬空間中該品牌對於使用者所象徵的無形價值。尤以，透過各類數位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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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運用，線上與線下的巨大鴻溝正在逐漸消弭；而新興的網路企業亦於第三

波資訊時代中紛紛崛起，並且透過各種行銷與經營手段，迅速累積可觀的品牌

價值
1
。塑造品牌價值的重要環節之一，即在於打造適合該企業所提供商品或

服務的商標，並於行銷過程中致力維護該企業透過經營所累積的商譽。企業投

注龐大資源於商品行銷、經營管理等企業活動，並於各類活動中頻繁使用其自

身商標時，隨著認識該商標代表特定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消費者人數增加，該商

標自身的經濟價值亦隨之上昇。則當系爭商標的知名度水漲船高，其顧客吸引

力的根源已不再侷限於原本商標所具備的識別與表彰來源功能，該商標自身的

廣為人知程度，即已具備高度的經濟價值。此際，未經同意的商標使用行為，

即使依其實際使用態樣並無從讓人誤認其商品服務的來源（例如：未經同意而

使用於非類似且差異甚大的商品或服務類別），然而該行為可能導致消費者對

於商標權人與該商標間的連結所持的強烈印象弱化，而損害商標權人就該商標

所享有的經濟利益。則於法律制度上，如何賦與此類商標權人一定權利以防範

此類著名商標免於稀釋（dilution），即成課題。
為一窺著名商標法制的全貌與稀釋規範於其中的定位，首先應自國際

公約上的相關規定談起。於國際公約的層面，巴黎公約
2
第6條之2第1項規定

（Article 6bis(1)）要求對於與他人著名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的商品之商標，
而有致混淆誤認之虞者，該商標之使用或註冊行為應予禁止

3
。同公約第10條

之2第2項規定（Article 10bis(2)）要求各會員國應禁止任何違反產業或商業
上的誠信慣行而構成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並於同條第3項例示3種應予禁止的
態樣：致生混淆誤認者、以不實陳述損害競爭者之信譽者、致公眾產生誤認

1 例如，根據富比世（Forbes）的調查，2019年全球最有價值品牌的前五名為蘋
果（Apple）、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亞馬遜（Amazon）與臉書
（Facebook），皆為近年來經營網路相關事業並於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科技巨
擘。參見Forbes，https://www.forbes.com/powerful-brands/list/#tab:rank，最後瀏覽日
期：2019/12/3。

2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1883).
3 巴黎公約第6條之2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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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文中譯
引用自G.H.C. Bodenhausen著、陳文吟譯，巴黎公約解讀，65，（2000）。https://
www.tipo.gov.tw/site/UipTipo/public/Attachment/9131401771.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9年9月28日）。關於本條之解釋，參見Sam Ricketson,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 Commentary, 550-56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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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示。然而，解釋上多數見解認為巴黎公約第10條之2並未課予會員國必
須將著名商標之稀釋視為一種不公平競爭行為加以禁止的義務

4
。另一方面，

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以下稱為「TRIPS協定」）5
第16條第2項除

明定巴黎公約上開規定準用於服務，並且於同條第3項進一步擴張巴黎公約
第6條之2的適用範圍，及於與他人註冊商標非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但以有下
列情形者為限：(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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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 indicate a connection）；且(2)註冊商標權人之利益有因該使用而受
損害之虞者（the interests of the owner of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are likely to be 
damaged）6

。前揭所稱之聯想，解釋上包括有致相關消費者誤認使用人與商標

所有人間存在某種授權關係之情形，亦即商標法文脈下的廣義混淆。然而，此

處所謂的聯想，是否及於消費者雖無混淆誤認之虞，但可能導致減損著名商標

的識別性或惡化該商標形象的行為，亦即前述所謂稀釋之情形？從文義上觀

之，並不明確
7
。

在此種欠缺國際公約調和的背景下，世界各國對於著名商標稀釋所設定的

保護範圍與其規範體系，未見一致。例如美國商標法認為，於不致對商品服務

之來源出處構成混淆誤認之情形下，若對於他人之著名商標的識別性或信譽

造成減損者，仍屬商標權的侵害
8
；另一方面，在歐盟則將對於著名商標稀釋

的保護進一步擴及於第三種類型，亦即搭便車（free riding）之行為態樣9
。此

4 Ricketson, id., at 688, 696-699. 關於巴黎公約第10條之2的解釋及其與TRIPS協定之
關係，詳見Christian Riffel, 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in the WTO TRIPS 
Agreement: The Scope and Prospects of Article 10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2016).

5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1995).
6 關於TRIPS協定第16條第3項之解釋，參見Sam Ricketson, supra note 3, at 653-655.
7 See Sam Ricketson, supra note 3, at 654.
8 美國的聯邦商標法（Lanham Act）第43條(c)項規定，所謂的稀釋（dilution）包括
「因模糊而生之稀釋（dilution by blurring）」，即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的行為
態樣；以及「因汙染而生之稀釋（dilution by tarnishment）」，即減損著名商標
之信譽的行為態樣。參見15 U.S.C. 1125(c) (Section 43(c) of the Lanham Act); Mary 
LaFrance, 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 3rd ed., 226, 236-240 (2016).

9 Trade Marks Directive 2008/95/EC, art. 5(2). See Dev Gangjee, Trade Marks and 
Allied Rights, in Rochelle C. Dreyfuss and Jusine Pil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537 (2018);Graeme Dinwoodie, Dilution as Unfair 
Competition: European Echoes, in RC Dreyfuss and JC Ginsburg (e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 the Edge: The Contested Contours of IP, 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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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立法體系上，有主要透過商標法加以規範者
10
，亦有主要透過不公平競

爭法制規範者
11
，尚有同時藉由商標法與不公平競爭兩種法規範分別予以保護

者，例如我國即屬之。

質言之，我國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規定將有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之虞者擬制為侵害商標權；而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5條規定，事業不
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若涉及攀附他人商譽之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行為，亦構成該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然而，我國商標法

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保護規定，與公平法第25條補遺條款之關係為何，有待釐
清。特別是在2015年公平法修正後，於第22條第2項明定，著名表徵若為註冊
商標，不適用同條第1項規定，此一修正試圖調整商標法與公平法併行的規範
體系，然則實務上公平法補遺條款與商標法間的相互關係是否因此生變，即引

發爭議。有鑑於涉及著名商標的案例中權利人同時主張商標法與公平法者甚為

常見，如何區辨著名商標稀釋保護規範體系中商標法規定與公平法概括條款的

各自適用範圍，即有深究之必要。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由於稀釋相關規範係對於著名商標的特有保護，本文

以下先行整理我國商標法上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規範與實務見解，並基於此一

基礎檢討稀釋行為在公平法下的管制可能性。其次，日本法下對於稀釋行為的

規範，並非置於商標法下，而係以防止不公平競爭的專法進行管制，乍看與我

國法制有所差異；但有鑑於我國公平法補遺條款於一定程度上亦發揮管制稀釋

行為的作用，從防止不公平競爭的面向上，兩者實有親和之處，故本文亦檢討

日本法制下對於著名商標稀釋之規範與實務見解。透過上開爬梳，本文試圖釐

清於我國文脈下商標法與公平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規範的適用關係，並對於著

名商標稀釋規範的射程範圍略抒己見，俾供我國實務與學說酌參。

二、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規範

我國商標法上關於防止著名商標遭他人稀釋之規定，可分為消極防止他人

註冊商標之事由（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以及視為侵害商標權之兩類
文脈（商標法第70條第1款），以下分列說明之。
(一)消極防止他人註冊商標之事由

10 例如前揭美國商標法。
11 例如日本主要是透過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禁止稀釋著名商標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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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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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前段係針對著名商標的混淆誤認規定，本

文將之稱為「廣義的混淆誤認」
12
；後段則係針對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所為之規定。

本款後段的規定係於2003年商標法修正時新增，修正理由指出：「世界
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於1999年9月公布關於著名商標規定共同決議事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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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決議會員國應遵守WIPO該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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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是以，第30

條第1項第11款後段規定（以下簡稱為「第11款後段」），係為避免著名商標
之稀釋而增訂之規定。從法條文義而言，尚得區分為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

與信譽兩種類型；然而，不論是「識別性」抑或「信譽」，既為不確定法律概

念，則第11款後段所指的情形究竟為何，特別是何謂有減損識別性之虞，難謂
一見即明，而有加以解釋之需要。

依據商標法主管機關之見解，所謂減損識別性，係指「當著名商標使用於

特定之商品或服務，原本僅會使人產生某一特定來源之聯想，但當未取得授權

第三人之使用行為，逐漸減弱或分散該商標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特徵及吸

引力時，最後該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商標很有可能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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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此處所稱之「廣義的混淆誤認」，係指不以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為前提
（與現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所定之情形相仿）的混淆誤認；與此一概
念相對者，則為以使用於同一或類似服務為前提，足致需求者誤認係來自於同一
來源的「狹義的混淆誤認」之情形（與現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與同法第68
條所定之情形相仿）。惟此處應留意者，我國商標專責機關於混淆誤認之審查基
準中，似未將「混淆誤認」的內涵明確予以區分，而將上述二種情形混為一談。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第3點，2012年7月。對於
商標專責機關上開審查基準之批評，參見黃銘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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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頁237。

13 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3期院會紀錄，243-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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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
14
。而減損信譽，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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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關於減損識別性與混淆誤認的關係，我國有不少實務見解認為：「兩造商

標近似程度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亦有重疊，除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外，亦有可能減損據以異議諸商標之識別性，致消費者轉而購買系爭商標商品

或接受系爭商標權人所提供之服務，故系爭商標之註冊，亦違反商標法第30條
第1項第11款後段之情形」16

。法院進而依此見解認為在同一個案中，容許系爭

商標的註冊可能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
並且同時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第30條第1項第11款後段）。另一方面，亦
有部分判決基於不同立場，認為在兩造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類別無關聯

時，消費者不致產生混淆誤認，但正因消費者可區辨兩者之不同，若准許系爭

商標的註冊，反而會產生減損據以核駁商標識別性之虞
17
。

實務上出現前開兩種截然不同的見解，凸顯出我國商標法上對於著名商標

的稀釋行為之概念與射程範圍仍有亟待釐清之處。再者，在不致產生混淆誤認

之情形，消費者既然可以區辨兩造商標之不同，此時具體而言究竟是何種情況

下仍會該當於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而在法律上應予禁止其註冊？是否只要系爭

商標近似於著名商標，即足以構成減損識別性，而在法律上應予以禁止？均為

理論與實務上重要的課題。

(二)視為侵害商標權
現行商標法規範侵害他人註冊著名商標者，包括同法第68條與第70條第1

款，既如前述。商標法第68條所指稱的情境，係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
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之商標，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亦即「狹義的混淆誤認」之情形
18
。另一方面，商標法第70條第1款所描述之情

境，則為減損著名註冊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所處理者為著名商標的稀

釋問題。若將第68條、第70條關於註冊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侵害規定與商標法下
禁止註冊事由之第30條第1項第10款（狹義的混淆誤認）、同項第11款之前段

1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逐條釋義，頁95。
15 同前註，頁95。
16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商訴字第53號行政判決。此外，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度行商訴字第161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行商訴字第162號行政判
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商訴字第22號行政判決等亦同此意旨。

17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行商訴字第24號行政判決。
18 參見本文前揭註腳11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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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混淆誤認）、後段（著名商標之淡化）規定相互對照，可知在商標權

侵害的文脈下，現行商標法僅針對註冊著名商標的狹義混淆誤認以及淡化予以

規範，至於因使用於非類似商品服務所生之「廣義的混淆誤認」之情形，是否

成立註冊商標權的侵害或擬制侵權，商標法上未見明文
19
。

(三)小結
由上述可知，我國商標法目前對於防止著名商標遭稀釋的規範，涵蓋減損

識別性，以及減損信譽之兩種類型。此種概念主要與美國商標法規範之概念類

似。至於歐盟法上所稱的「搭便車」之行為類型，在我國主要係透過公平法加

以規範。

三、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的規範

我國現行公平法中，關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分別規範於同法第22條與
第25條。其中同法第22條係針對已著名之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於同一或類似
商品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產生混淆者，予以禁止

之規定。換言之，係針對使用他人未註冊之著名商標而生狹義的混淆誤認之情

形予以規範(參見同條第1項、第2項規定)20
，並非本文所探討的稀釋規定。

同法第25條規定則為概括補遺條款，禁止事業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關於本條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公平交易委員會制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為「第
25條處理原則」)，例示了數種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類型。其中與本文
所討論主題較具關連者，主要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的顯失公平行為。

依據「第25條處理原則」第七點(二)項，所謂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包括以
下類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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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他人表徵註冊為自身網域名稱，增加自身交易機會。3.利用網頁之
程式設計，不當使用他人表徵，增進自身網站到訪率。4.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

19 關於此一規範方式所帶來的問題，以及使用他人註冊著名商標而致廣義混淆誤認
之行為在商標法與公平法上的交錯適用關係，詳見陳皓芸，不公平競爭規範與著
名表徵的保護：論2015年公平法修正後之相關議題，成大法學，第38期（已接受
刊登）。

20 關於本條之解釋適用問題，詳見陳皓芸，同前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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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置之網站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

會。5.真品平行輸入，以積極行為使人誤認係代理商進口銷售之商品。
由於公平法第25條係居於同法所規範違法行為類型的補充地位，故在涉及

他人著名商標之情形，實務上通常會先行檢討涉案行為是否以及為何無從適用

第22條禁止仿冒他人著名表徵致生混淆誤認之虞的規定，並據以判斷有否第25
條之補充適用。若有該當於第22條之行為，應優先適用第22條，自不待言；而
即使不構成混淆誤認但可能導致著名商標遭稀釋之行為，是否仍有公平法第25
條之適用？則易生疑義

21
。

對此，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1號民事判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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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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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指陳由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修

正，可知已註冊之著名商標，即不再受公平交易法保護云云，自不可採」。明

確指出於現行公平法下，雖未使用他人表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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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失公平行為，係獨立受到同法第25條
規範之一種行為態樣

22
。

此外，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商訴字第3號民事判決亦指出，於被告提供
網際網路超連結的轉址服務，導致原本使用他人之註冊商標標識之超連結，經

消費者點擊後，卻遭轉址連結至與原註冊商標權人毫無關聯的競爭同業所架設

之網站，此種提供轉址服務之行為，雖不該當於商標之使用，而不構成侵害商

標權，但仍有公平法第25條之適用而構成不公平競爭。23

21 本節以下論述引用自陳皓芸，同前註19。
22 在2015年公平法修正前，我國最高行政法院見解亦向來認為，即使不具備舊法第

20條致「混淆」之要件，仍有可能因攀附商譽、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或稀釋或淡
化他人的表徵等行為，而構成舊法第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44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454號判
決，均為適例。

23 本案第二審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指出，「考量連
結網站造訪之瀏覽數量，亦為網路消費者判斷及選擇商品與服務的關鍵因素之
一，因此除推廣之商品本身外，網路推廣行銷之方式亦可為網路經濟中之重要商
機，亦應為公平法所規範。又系爭轉址行為並非單純的外在指示與實質內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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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對於利用他人著名標識所包含文字作為關鍵字廣告、或者藉由

網際網路超連結的轉址而將原本擬進入著名標識所有人之網站的潛在消費者導

引至行為人自身網站之行為，我國實務見解多有認為，由於此類行為可能非屬

商標或表徵之「使用」，或無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因此無從構成商

標權侵害或公平法第22條規定之違反；然而系爭行為係導引潛在交易相對人進
入其網站以增加與潛在客戶交易之機會，而可能導致競爭事業營業信譽背後所

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具有違反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已構成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具有獨自的違法性與規範法益，應適用公

平法第25條之規定，予以禁止。

四、日本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保護

日本商標法
24
上，關於著名商標

25
之保護，就商標審查階段的消極禁止註

冊事由規範，包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違反公序良俗的商標註冊）、同
項第10款（相同或近似於他人未經註冊之周知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
服務者）

26
、同項第15款（對於指定使用於與他人商標非屬同一或類似商品或

的轉址行為，而外在標示與實質內容不符，且將網頁轉址至競爭同業，以增加競
爭同業之網頁瀏覽數量，難謂非以顯失公平之方式從事競爭或爭取交易機會。」
進而指出，雖然從事轉址行為之行為人與原註冊商標權人不具競爭關係，但系爭
轉址行為讓與商標權人具有競爭關係之他公司受有不當之競爭利益，應仍為公平
法第25條所規範之行為。

24 昭和34年法律第127號。
25 在日本法商標法上，「著名」一詞者，僅出現於同法第4條第1項第8款規定的不得
註冊事由：「有他人之肖像、姓名或名稱、或著名之雅號、藝名、筆名等，或其
著名之略稱者。」。至於國際上一般所謂「著名商標（well-known trademark）」
之保護，則係以「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作為保護要件。由於其概念不全然等
同於我國商標法上所稱之「著名」商標（差異詳見本文下述），故為避免讀者誤
解，本文以下就日本法上的「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的商標」，簡稱為「周知商
標」。

26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使符合前條規定，仍不得註冊：十、相同或近似於

他人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作為指示其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

而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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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又はこれに類似す

る商標であって、その商品若しくは役務又はこれらに類似する商品若しくは役

務について使用をするもの。）。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之構成要件有

三：(1)「周知商標」之存在；(2)系爭商標與周知商標為相同或近似；(3)系爭商標

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與周知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或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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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而足生混淆誤認之虞者）
27
、同項第19款規定（基於不正目的搶註他人

周知商標）。其中第10款係針對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周知商標，而使用於同一或
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至於雖不該當於同項第10款至第14款，但有其他致生混
淆誤認之虞者，則適用於第15款規定，但上述兩款事由均已足生混淆誤認之虞
為要件

28
。是以，對於本文所關注的主題，亦即在雖無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但

可能會對著名商標產生稀釋效果之情形，主要係依據第4條第1項第7款、第19
款規範處理

29
。另一方面，對於防止因使用他人著名商標而造成稀釋的行為規

範，則係規定於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
以下分別由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同項第19款以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

條第1項第2款分析日本法上關於著名商標稀釋的保護規定。
(一)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
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使符合前條

規定，仍不得註冊：七、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本款規定係基

於維護公序良俗的公益事由而制定，過往多數案例係針對商標本身由粗鄙低俗

的文字或圖案所構成等，該商標本身或其使用將有違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之情形

適用本款規定
30
。

惟若觀察近年實務案例，可發現對於有意攀附他人周知標章或名稱的不正

申請案例，似乎亦有適用本款規定的傾向
31
。其中有部分案例係發生於同項第

19款規定於1996年導入商標法前，為阻止申請人搶註他人在國外已廣為周知的
商標，而以違反國際誠信為由認定該當於第7款32

。

27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使符合前條規定，仍不得註冊：十五、有與他人
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混淆誤認之虞的商標（該當於第10款至前款者，不在此
限）。」

28 日本商標法第1項第10款或第15款所保護之周知商標，以在日本為相關需求者所周
知者為前提，但無須在日本有使用或註冊之事實。

29 另一方面，關於足以對他人著名商標造成稀釋的使用行為的規範，主要規定於不
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礙於本文篇幅限制，關於不正競爭防止法之議
題，將另為文論述。

30 平尾正樹，商標法，学陽書房，第2次改訂版，2015年7月，160頁。
31 同前註、茶園成樹，商標法，有斐閣，第2版，2018年9月，65頁。此外，高部眞

規子，商標登録と公序良俗，收錄於：設樂隆一等編，現代知的財産法実務と課

題―飯村敏明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一般社団法人発明推進協会，2015年7月，

955頁亦指出，近年來實務上有透過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與國際間誠信等要件而擴大

本款之適用範圍的趨勢。
32 例如東京高等法院平成11年（1999年）12月22日（平成10(行ケ)第18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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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19款導入後，第7款規定與第19款之關係如何，即成為問題。
特別是在未能滿足第19款所定周知性要件之情形，是否仍可適用第7款規定拒
絕系爭商標註冊？

日本實務上曾有案例指出，考慮到據爭商標在美國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注

目，足認系爭商標申請人之目的應係著眼於，據爭商標在可預見的將來很有可

能在日本也會受到注目，因而利用系爭商標尚未於日本提出註冊申請之機會，

搶先以近似於據爭商標的系爭商標提出申請，俾便有利其於日後獲得據爭商標

商品在日本的進口總代理店地位；或者係出於攀附據爭商標之商譽以獲得不當

利益之目的，因此依據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規定，認定系爭商標有應撤銷
事由

33
。然而，有論者指出，在本案中據爭商標僅止於在外國受到一定程度的

注目，而尚未達到周知性的門檻，得否僅因攀附他人商譽為理由而逕予認定該

當於7款的違反公序良俗，實令人存疑34
。

申言之，商標法係以先申請主義為原則，則所謂的「公正的商標競爭秩

序」原則上亦應依據先申請主義加以判斷，且商標法上並無類似專利法關於冒

名申請之一般性規定。另一方面，基於國際調和或禁止不正目的而增設的第19
款規定，係特別針對冒名申請中，基於不正目的而搶註他人周知商標之態樣

加以排除。是以，第7款若將公序良俗的要件擴及於私人間商標權歸屬的潛在
衝突領域，將可能對於商標註冊要件之預測可能性與法安定性造成重大的損

害
35
。換言之，既然商標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由，係針對不同情形具體規

範，則與各該條款具有密不可分關係的事項，原則上應先檢討是否該當於各該

條款。若不該當各該條款構成要件者，即不應浮濫適用屬於概括條款的第7款

﹝DUCERAM事件﹞。
33 東京高等法院平成15年（2003年）7月16日（平成14(ネ)第1555號判決）〔ADAMS
事件〕。

34 高部眞規子，商標登録と公序良俗，收錄於：設樂隆一等編，現代知的財産法実

務と課題―飯村敏明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一般社団法人発明推進協会，2015年7
月，956頁、小泉直樹，公序良俗を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商標，收錄於：商標・意

匠・不正競争判例百選，有斐閣，2007年11月，18頁。此外，東京高等法院平成

11年3月24日判時1683號第138頁［Juventus事件］判決則明確指出，若於系爭商標

申請時，據爭商標尚未在日本國內達到著名的程度，即不該當於第4條第1項第7款
規定。

35 高部眞規子，商標登録と公序良俗，收錄於：設樂隆一等編，現代知的財産法実

務と課題―飯村敏明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一般社団法人発明推進協会，2015年7
月，9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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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良俗規定
36
。是以，適用第7款規定者，除單純攀附他人商譽外，尚應鑑於

申請人提出系爭商標的申請歷程觀之，足認申請人惡性重大等就社會觀點而言

有顯著不當之情形者為限
37
。

(二)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
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38

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使符

合前條規定，仍不得註冊：十九、基於不正目的（指以獲得不正當的利益、加

損害於他人或其他不正目的為目的者。）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在國內外廣

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作為指示其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者（該

當於前揭各款事由者，不在此限）。」

本款為1996年商標法修正時，為防止搭便車以及著名商標的稀釋而增訂。
依據同條第3項規定，即使於審定時有第19款之情事，但若於申請時並無該款
所定之情事者，則不適用之。此外，本款事由屬於補充條款性質，於不該當於

第1款至第18款事由時，方有其適用，因此若該當於第10款或第15款有與周知
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即優先適用各該款規定，無本款之適用。

本款要件有三：

1.在日本國內外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
本款之所以要求具備周知性的理由在於，日本商標法係以保護因商標使用

而生知商譽與信用為目的，並且以先申請主義為基本原則，因此某一申請案之

申請人即使係基於「不正之目的」而搶先申請註冊他人商標，但若該他人商標

尚未達到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的程度，僅因系爭申請係出於「不正之目的」

的理由而予以駁回，由上開日本商標法之目的與基本原則觀之，難謂妥適
39
。

36 高部眞規子，商標登録と公序良俗，收錄於：設樂隆一等編，現代知的財産法実

務と課題―飯村敏明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一般社団法人発明推進協会，2015年
7月，963頁、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20年（2008年）6月26日（平成19(行ケ)第
10392號）判決［CONMAR事件］。

37 小泉直樹，公序良俗を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商標，收錄於：商標・意匠・不正競

争判例百選，有斐閣，2007年11月，18頁、茶園成樹，商標法，有斐閣，第2版，

2018年9月，66頁。
38 「十九　他人の業務に係る商品又は役務を表示するものとして日本国内又は外

国における需要者の間に広く認識されている商標と同一又は類似の商標であつ

て、不正の目的（不正の利益を得る目的、他人に損害を加える目的その他の不

正の目的をいう。以下同じ。）をもつて使用をするもの（前各号に掲げるもの

を除く）。」
39 特許庁，工業所有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2017年，第20版，1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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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款所保護者，包含在日本或日本以外之任一國家廣為需求者所周

知之商標，毋庸在複數國家成為周知商標。本款之法條文字用語雖與第4條第1
項第10款相同，但通說認為，有別於第10款的規定40

，本款所要求之周知程度

為全國周知
41
。

2.與周知商標相同或近似
本款事由雖然規定為與周知商標相同或近似，但本款包含「近似」之主要

目的是為了防止具有不正目的者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因此解釋上認為，本款

所稱「近似」的認定有異於第10款，應解釋為接近相同的程度的高度近似，始
符合本款規定

42
。

3.基於不正目的
依據立法者的說明，本款之所以加上「基於不正目的」之要件，係基於下

述理由
43
：「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係為了防止著名標章等的顧

客吸引力遭他人搭便車，而導致該著名標章之來源表示功能遭稀釋，而明文規

定『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標章等之行為』，無論其是否有致混淆誤認之

虞，均為不正競爭行為之一種。

經檢討商標法上是否亦應導入相同之規定，有鑑於一律排除相同或近似於

著名商標之註冊，反而有過度限制一般選擇以何種表徵表達的自由之虞（中

略）；再者，不正競爭防止法上雖然僅以『著名性』要件而成立不正競爭行

為，惟實際上對於排除侵害或損害賠償等請求權仍以『營業上利益有受侵害之

虞』等為要件。換言之，只要排除不正當地搭便車攀附著名商標的名聲，或有

意損害或稀釋化其名聲等『基於不正目的而為之申請』即為足矣。」

40 第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主要是為了保護已經累積一定程度之商譽與信用但尚未註

冊之周知商標，得排除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

服務上，以免招致混淆誤認。日本實務見解認為，該款所稱的周知程度，至少要

在相鄰數個縣以上的地理範圍內，於考慮其流通實態、廣告宣傳狀況等因素，至

少達到有半數以上處理同類商品的業者認識之程度。參見東京高等法院昭和58年
（1983年）6月16日（昭和57(行ケ)第110號）判決［DCC事件］、茶園成樹，商標

法，有斐閣，第2版，2018年9月，71頁。
41 茶園成樹，商標法，有斐閣，第2版，2018年9月，78頁。但田村善之，商標法概

説，弘文堂，2000年，第二版，81頁指出，若涉及國內商標之情形，不應過度嚴

格要求，應僅須於某一地方滿足周知性要件，即為已足。
42 茶園成樹，商標法，有斐閣，第2版，2018年9月，78頁。
43 特許庁総務部総務課工業所有権制度改正審議室編，工業所有権法の解説　平成

8年改正（平成8年法律第68号）144-145頁，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
kaisetu/sangyozaisan/document/sangyou_zaisanhou/h8_kaisei_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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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並非系爭申請商標客觀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即可依據本

款排除其註冊，尚需申請人主觀上有不正之目的，方始該當於本款事由。另應

注意本款規定係規定為「不正利益」，因此不以申請人與商標權人間有競爭關

係為必要。

依據日本特許廳所頒布的商標審查基準，所謂「不正目的」之判斷，若有

以下二項事由，則推定為係基於不正目的而使用
44
：

第一，與於一個以上的外國為周知商標，或於日本全國知名的商標相同或

極為近似者。

第二，該周知商標為獨創的語彙或於構造上有顯著之特徵者。

舉例而言，本款之事例可能包括
45
：

(1) 他人的外國周知商標於國內尚未註冊，基於奇貨可居的心態搶先註冊與
之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以便要求外國權利人高價買回。

(2) 為阻止外國權利人進入日本國內市場、或為強迫外國權利人與其締結代
理契約等目的而申請商標註冊者。

例如「MANE and TAIL」事件46
中，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

考慮到以下情事，堪認申請人X1係基於阻止據爭商標所有人Y1進入日
本國內市場之目的、或為於Y1拓展日本市場時迫使Y1與其締結國內
代理契約之目的，而申請註冊系爭商標：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間近似

度極高；X1申請註冊系爭商標「MANE and TAIL」時，明知據爭商標
「Mane'n Tail」在美國為周知商標；X1曾向Y1表達欲進口其商品的意
願，但遭Y1拒絕；X1嗣與訴外人Z1公司達成輸入附有「Mane Tail & 
Body」商標的競爭商品的合意（當時Z1正因被控商標侵權而與Y1在美
涉訟中），隨後於日本提出系爭商標申請；Z1之商品上所標示的商標
為「Mane Tail & Body」，但X1所申請之商標為「MANE and TAIL」；
X1於取得日本國內商標註冊後，旋即向Y1在日本之經銷代理店提出禁
止販賣的警告信函。基於上述理由，法院認定X1之系爭商標申請構成
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特許廳所為撤銷系爭商標權之審定，於法並

44 日本特許庁，商標審査基準4－1－19，改訂第14版，2019年1月，2頁。
45 竹內耕三，第4条1項19号，收錄於：小野昌延、三山峻司編，新注解商標法

（上巻），青林書院，2016年10月，546-547頁、日本特許庁，商標審查便覽

42.119.03，2017年4月改訂，1頁。
46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17（2005）年6月20日（平17（行ケ）第10213號）

［MANE and TAIL事件］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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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誤。

(3) 基於減損周知商標之表彰來源功能或其信譽之目的，而使用相同或近似
於日本全國周知的商標，但無致混淆誤認之虞者。

例如，「 i o ff i ce2000」事件 47
中，東京高等法院認為，系爭

商標申請人X2明知Y2的「Office」系列商標為全球知名的周知商
標，經Y2於1998年6月16日正式對外發表新一代文書處理軟體之名
稱為「Office2000」後，X2於同年12月於日本申請註冊系爭商標
「 ioff ice2000」，顯係基於攀附Y2之著名性的意圖而提出系爭商
標之申請，並將之使用於與文書處理軟體有密切關聯的群組軟體

（groupware），其使用之結果將有致Y2的「Office2000」商標之著名性
遭到稀釋之虞。X2雖然主張，其申請系爭商標是為了將之使用於其自
身所開發的群組軟體，並無不正目的存在，惟法院認為上開抗辯並無礙

於其認定X2的行為係出於不正目的，蓋因X2與Y2兩者所販賣之軟體具
有密切關聯，故X2使用並販賣附有近似於據爭商標的系爭商標之群組
軟體的行為，堪認有攀附Y2商譽的搭便車意圖。從而認定X2之系爭商
標申請構成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特許廳所為撤銷系爭商標權之審
定，於法並無違誤。

(4) 基於違反誠信原則之不正目的而申請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在國內外廣為周
知的商標者。

例如，於lamp shade事件48
中，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由平面圖

形所構成的系爭商標與由立體形狀所構成的據爭商標，兩者在外觀上

「極為類似」，進而基於以下理由，認定系爭商標構成商標法第4條第
1項第19款情事：系爭商標申請人X3明知Y3所製造販賣之燈罩商品在日
本國內廣為相關消費者周知，該燈罩商品之立體形狀（即據爭商標）

為周知商標；且X3於2013年2月，即曾在其自身網站販售忠實地重現Y3
的商品外觀的燈罩商品，堪認X3於同年6月14日申請註冊系爭商標時，
已對於Y3的燈罩商品與該商品外觀立體形狀（即據爭商標）有充分認
識。此外，X3於同年2月20日即已收到Y3指控其銷售燈罩商品侵害其商

47 東京高等法院平成13（2001）年11月20日（平13（行ケ）第205號）［ioffice2000
事件］判決。

48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30（2018）年7月25日（平成30年（行ケ）第10004號）

［ランプシェード事件］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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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權、著作權、構成不正競爭行為等內容的警告函，而在雙方就此爭議

仍在交涉過程中，X3提出註冊系爭商標的申請；再者，X3曾於2016年
基於系爭商標而向海關訴請禁止輸入Y3燈罩商品。基於上開情事，堪
認X3係趁Y3尚未註冊據爭商標，意圖確保其與Y3的侵權交涉中的優勢
地位或作為某種對抗手段，方始提出系爭商標的註冊申請，其目的係為

了妨礙Y3販賣燈罩商品的商業活動，即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所
稱「基於不正目的而使用」。

惟另有論者主張，從保護著名商標免於遭到稀釋的觀點而言，現行

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的「不正的目的」要件過於嚴苛，應予以刪除
或修正

49
。

(三)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
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之不正競爭，包含以下

各款：二、作為自己的商品或營業表徵，而使用相同或類似於他人的著名商品

或營業表徵，或讓與、交付、為讓與或交付之目的而陳列、輸出、輸入或藉由

電信網路提供使用了前揭商品或營業表徵之商品之行為。」本款規定係於1993
年增訂，不以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為要件，故日本學說實務通說均認為本

款係處理所謂著名商標之稀釋問題
50
。於本款制定前，實務上曾有判決運用解

釋論，將使用他人著名商標，但現實上難認有生混淆誤認之情形，認定為該當

於廣義的混淆誤認之案例
51
。但學說上有批評此種過度寬認混淆誤認之見解已

超過解釋論的範疇而有所不當
52
。

49 外川英明，著名商標のダイリューションからの特別保護，パテント，第72卷第4
期（別冊第21期），2019年3月，100頁。

50 關於本款規定之說明，另請參見陳皓芸，商標法與不公平競爭規範下的關鍵字廣

告議題–以臺日相關法制比較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3期，2019年7月，

頁103-104。
51 例如美商迪士尼公司對於未經其同意而在柏青哥店鋪使用「DISNEY」商標之業

者，提訴請求不得使用該商標的假處分，經法院認可之案例，參見福岡地方法院

平成2年4月2日判時1389號132頁（西日本ディズニー事件）；或者以電子用品量

販店為主要業務的「ヨドバシカメラ（Yodobashi Camera）」公司對於將「ヨドバ

シポルノ（Yodobashi Porn）」使用於成人情緒用品之被告請求排除侵害，而經法

院認可之案例，參見東京高等法院昭和57年10月28日無体裁集14巻3号759頁（ヨ

ドバシポルノ事件）。
52 對於上開實務批評的整理，參見山名美加、重冨貴光，「第2条第1項第2号著名表

示冒用行為」，收錄於：小野昌延編，新・注解不正競争防止法，3版，青林書

院，430-43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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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款要件分述如下：

1.著名性
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著名」的要件所要求之知名程度，實

務與學說通說認為應高於同項第1款「廣為需求者所認識」要件，否則第1款行
為類型的內涵將被第2款架空而失其規範實益53

。有鑑於本款規定並不要求致生

混淆誤認之虞為要件，故關於本款著名性應以他事業於通常經濟活動中，施以

相當的注意即得以避免誤用該表徵之著名程度，方屬相當
54
。實務上有案例

55

認為，欲獲得本款所定之著名性，必須達到經過一定期間的使用「為了達到該

商品表徵已滲透於交易者或需求者間，無須構成混淆誤認要件（不正競爭防止

法第2條第1項第1款）即可獲法律上保護的著名程度，除有特定情事者外，解
釋上應認為須經過一定程度的時間。」

至於著名性的地理範圍，究應達到全國著名的程度，抑或僅須於一定的地

域範圍內著名即足，則容有不同見解
56
。

再者，就著名性的認知主體，亦即受該款保護之系爭表徵對於何者而言是

著名的？無須達到全國所有需求者均廣泛認識的程度，僅需於一定的需求者層

為著名即可
57
。

2.「作為自己的商品或營業表徵」而使用
本款之適用必須以「作為自己的商品或營業表徵」而使用為要件，故若僅

將他人之表徵作描述性的使用，則即使有利用到該品牌之形象，亦不構成第2

53 芹田幸子、三山峻司，「第2条第1項第1号［商品等主体混同惹起行為］」，收錄

於：小野昌延編，新・注解不正競争防止法，3版，青林書院，267（2012）。關

於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1款「廣為需求者所認識」要件之詳細分析，參見

陳皓芸，同前註X，102-103。
54 経済産業省知的財産政策室編，逐条解説不正競争防止法，第2版，商事法務，

78，（2019）。
55 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012月26日判時2032号11頁［黒烏龍茶事件］。
56 主張應該達到全國知名的程度者，參見経済産業省知的財産政策室編，逐条解説

不正競争防止法，第2版，商事法務，78，（2019）；主張僅於一定的地域範圍

（至少應達到橫跨數縣以上的程度）內廣為人知，即為已足者，參見田村善之，

不正競争法概説，初版，有斐閣，191（1994）。惟應注意，依據後者之見解，

避免過度擴張第2款適用範圍的重點應置於其他要件，諸如與著名表徵的類似性、

或者營業上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的要件（參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3條、第4條規

定），參見愛知靖之、前田健、金子敏哉、青木大也，知的財産法，初版，有斐

閣，423（2018）。
57 田村善之，不正競争法概説，初版，有斐閣，24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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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58
。

3.類似性
雖有部分判決認為，本款所稱之類似性應與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

1款作相同解釋。但學說上認為，本款適用於不產生混淆誤認的稀釋之情形，
解釋上應該有易使人聯想到著名之商品表徵程度的高度類似性，始為相當。實

務上亦有判決支持上開學說見解。
59

五、公平交易法上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保護之應有面貌

在我國現行著名標識保護規範體系中，公平法第25條概括條款之定位究竟
為何？我國商標法對於著名商標的保護，包含以損害商標之表彰來源出處與區

別功能為核心的（狹義與廣義的）混淆誤認行為，以及以保障著名商標之財產

價值為主的著名商標之稀釋規範，後者尚可進一步區分為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

性、減損著名商標之信譽(均由商標法第70條規範)。另一方面，公平法第25條
則針對榨取著名商標之努力成果的搭便車行為的行為類型予以規範。本文認

為，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與榨取著名商標之努力成果的搭便車行

為，有其不同的保護法益。著名商標的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的行為類

型，與市場競爭的關聯較為疏遠，其主要保護對象，係基於著名商標所有人的

觀點，維護著名商標所有人（事業）對於該商標所代表高度經濟價值的控制

力，而非基於市場交易相對人的角度，觀察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有否因使用行為

而錯認商品或服務來源出處或誤以為行為人與商標權人間存在某種關連性。從

而，未註冊的著名表徵所代表的品牌價值即便因他人使用該表徵而有遭到稀釋

之虞，亦僅止於表徵財產價值的減損，而無涉及潛在交易相對人因之而生的錯

誤，原則上難認已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從而應無補充適用第25
條加以管制之需要。反之，榨取著名商標之努力成果的搭便車行為，則因其規

範重點在於事業透過利用他人著名商標而攀附他人長久經營下所累積的著名商

標商譽，並因之享有不公平利益的結果，而非在於使用行為貶抑他人著名商標

的識別性或聲譽。以關鍵字廣告為例，廣告主將他人註冊商標指定為觸發廣告

用的內部關鍵字而購買關鍵字廣告，本質上係希望藉此吸引消費者目光，增加

接觸到潛在客戶之機會，可能構成攀附他人著名商標所具有的顧客吸引力之搭

便車行為。此際，由於我國商標法並未就單純利用他人著名註冊商標所享商譽

58 茶園成樹，不正競争防止法，有斐閣，第2版，45（2019）。
59 茶園成樹，不正競争防止法，有斐閣，第2版，4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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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利益的搭便車行為予以規範，因此，無論是否為著名註冊商標，均應有補

充適用公平法第25條予以保護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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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林佳瑩（恒達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一、商標法觀點

在談到著名商標稀釋（Dilution）的問題，過去都是從商標法角度看待。
（一）商標行政訴訟方面

在行政訴訟方面，最有名的就是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著名商標被區分成「大著名商標」跟「小著名商標」，而只有大著

名商標才能主張第30條第1項的稀釋。
舉幾個法院認定的「大著名商標」來說，「法拉利」是法院所承認的大著

名商標，所以當有人要在「保全業」註冊法拉利時，是不可以的，這會影響到

其他人使用表徵之自由。另外，「康是美」也是法院所認為的大著名商標，所

以當有人要註冊在「機械檢測」時，法院便不予准許，因為康是美是大著名商

標，商標權的效力可跨到不同商品服務類別。

我們看智慧財產法院的行政庭見解時，可以發現被認為是大著名商標的數

量很少，因為要跨出去不同的類別等於是承認說商標權人只要註冊一類，就可

以阻斷其他人在其他類別的申請，所以被法院認定是大著名商標的數量是不多

的。

其他的像「Camus」在訴願決定也被認為是大著名商標，所以當有人要註
冊「卡穆」在「洗髮精」時，訴願機關說不行，因為「Camus」是大著名商
標。「Dr.Wu」跟「一度贊」也是訴願機關認為可以跨類別的大著名商標。臉
書的「按讚符號」也是訴願機關認為的大著名商標，所以有人要用類似圖案在

「計時器」的話，訴願機關也認為說你不能註冊。

再來，法院認定的「小著名商標」，像是「Lacoste鱷魚圖」、「旺旺」、
「蠻牛」、「日盛」等是只在某些領域內比較有名的著名商標，所以不可以

再跨出去別的領域，如果有人把鱷魚圖註冊在「貨物運輸」、把旺旺虎註冊

在「觀光牧場」、把蠻牛註冊在「機械裝置」、把日盛註冊在「廚房用品租

賃」，法院認為是可以的，小著名商標的商標權人不能主張減損。

（二）商標民事訴訟方面

在著名商標的民事訴訟裡面，有一個爭議，就是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
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在民事案件是否有適用？這點法院有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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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趨勢是，民事法院也去區分大著名商標及小著名商標，

大著名商標可以主張別人構成減損。相關的案例可以看到有Chanel、台糖、臺
鹽等3個，大著名商標的商標權人可以跨領域出去叫別人不能用在摩鐵、營造
公司或者是賣鹽焗雞等。

二、公平交易法觀點

（一）公平法第22條
從公平法的觀點來看稀釋的問題的話，依據公平法第22條的條文文義，

可以發現構成要件已經限定在「同一或類似商品」以及「導致與他人商品混

淆」，所以我認為公平法第22條很難作為Dilution主張的依據，甚至第2項還把
註冊商標排除掉。我們實務上在處理案件的時候，曾經援引廖義男老師的見

解，成功說服法院這項規定有輕重失衡的問題存在。

（二）公平法第25條
而公平法第25條可否作為Dilution的依據呢？公平法第25條的要件有「欺

罔」、「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其中比較能夠作為Dilution主
張的是「顯失公平」。

但是還是會有以下幾個問題。例如，註冊商標依據公平法22條第2項不能
主張第22條第1項的話，還能不能主張第25條？依照陳皓芸老師剛剛提到的最
高法院見解應該是認為理論上還是可以主張第25條，但是我認為實際在個案中
要主張第25條其實還是滿困難的。理由是：第一，依公平法第25條處理原則，
對於單一或非經常性交易糾紛，不可以主張公平法第25條。第二，在實務判決
當中如果要主張公平法第25條，還要跟法院說明著名商標跨到別的領域會如何
影響交易秩序？會造成多少受害人？造成損害的量又是多少？這在實務上不容

易證明。第三，因為Dilution處理的問題是跨到完全不同的商品服務領域，如
果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服務領域的話，那就是不同的競爭市場，不同的競爭市場

可以主張公平法第25條嗎？在近期實務判決，我們可以看到住通搜尋系統、
屋比比價平臺等案件，都是被告把不動產仲介業者的資訊搜集起來變成自己的

APP，讓消費者可以查詢，這樣構不構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呢？智慧財產法院曾經有不同見解，但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之後，最高法院認

為「不動產仲介業」跟「資訊彙整」是兩個不同競爭市場，所以不違反公平法

第25條。如果以同樣原則看這個問題，用公平法第25條來主張Dilution可能也
會有點困難，畢竟Dilution要處理的是不同商品服務領域的問題，這樣會存在
競爭關係嗎？所以我認為，如果Dilution在我們商標法第70條已經有規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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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話，是不是應優先適用商標法，而不是適用公平法第25條更抽象的規
範。實務上可能也尚未有用公平法第25條來處理Dilution的具體案例。
三、跨類保護

Dilution處理的是跨類保護的問題，但在處理跨類保護之前，我認為應該
要先釐清什麼是商品服務分類，才能討論什麼是「跨類」。

大家可以把商品服務分類想成是一個光譜，最左邊是「同一商品服務」，

最右邊是「不同商品服務」，在這之間都是屬於「類似商品服務」，只是程度

有所不同。混淆誤認之虞是在處理商品服務同一或是類似的問題，而Dilution
是處理完全不同的商品服務類別的問題，而我們在實務上遇到比較大的問題可

能不是如何認定「完全不同」商品服務的問題，而是如何認定商品服務到底怎

麼樣叫做「類似」。

我們可以看到，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提到如何認定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時，大

概是以下的論理方式：商標法第19條第6項商品服務類似認定不受智慧財產局
公布的分類限制，商品服務分類參考資料只是供檢索之用，所以在實際上必須

去看功能、材料、產製者，從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來看是否構成類

似。最後法院會論及兩造的商品服務「功能」相同所以類似，或「功能」不同

所以不類似。但在實務上我們面臨的困難是，什麼叫做一般社會通念？什麼叫

做市場交易情形？我們在具體案件上曾試圖用市場徵信報告去跟法院說明行銷

管道完全不同所以商品服務並不類似，但未被法院採納。 
我自己目前思考的結果是：如果說商品服務分類分作45類，這樣的分類應

該有它基本的意義，否則無須分類。被列在不同類別的商品服務，是不是應該

「推定」不類似？如果商品服務分類參考資料有提到說要「交互檢索」，是不

是要「推定」類似？也就是說，這會不會是一個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

我們來看幾個法院的刑事判決。例如「香奈兒」商標註冊在「手提包」，

另外有人將香奈兒的標誌用在「手機殼」，大家覺得是否為類似商品？會不會

有混淆誤認之虞？我看到有人點頭。但是法院判決認為，香奈兒註冊的是手提

包，功能是放東西，而手機殼是保護手機，功能不相同，所以不類似。再來，

法院判決說雖然類似群組有需要交互查詢，但是類似群組並不代表什麼意義，

必須去看一般社會通念，最後法院認為不類似。另外，「STUSSY」商標註冊
在「手提袋」去告「手機殼」，法院也是採相似見解，認為商品不類似，沒有

混淆誤認之虞。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手機殼是一種時尚配件，香奈

兒或STUSSY有出衣服、包包的話，相關消費者是不是也能期待他們會出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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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從這個觀點能不能說是類似的商品？由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商品服務是

否類似的認定，在實務上造成不小的困擾。

目前實務上對於只有大著名商標才能跨到不同類別的保護，這樣的見解我

是認同的，因為只有大著名商標當他註冊1類的時候，你才可以說其他類都要
保護，這個範圍不能無限擴大。事實上，大著名商標大可以每一類都去註冊，

特別是我國法採註冊主義，應該要去鼓勵大家註冊商標，而不是說你不用註冊

我也保護你。從實務上的判決可以看出來，接下來的問題可能不是商標是否著

名，而是什麼是「大著名商標」？什麼是「小著名商標」？區分「大著名商

標」和「小著名商標」的判斷標準在哪裡？我也認為說，法院在認定商品服務

是否構成類似時應該要有更細緻的論述。最後，我也贊同陳皓芸老師的見解，

應用商標法處理目前Dilution問題。至於是不是要用公平法處理目前問題，我
覺得是未來可以再討論的，但我目前初步的看法是商標法是不是可能已經提供

足夠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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