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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時尚設計師出面控訴快時尚品牌抄襲的新聞層出不窮，不乏設計師出面指稱

現行法規對其保護不足，而時尚設計、服裝設計領域近期不斷以新穎之技術、手

法融入設計當中，呈現出更多以往不可能呈現的造型，使得服裝設計越來越像藝

術品，並不單單只是為了使人穿著，進而引發是否有必要將服裝設計與傳統藝術

作品區別保護之爭辯。 

根據美國國會 2016 年的報告顯示，全球時尚產業每年產值約 1.75 兆美金，

過去曾有紡織王國美稱的台灣，也開始從過去的委託製造（OEM）致力轉型於

委託設計製造（ODM），至今努力發展自有品牌（OBM），如何成功打入國際

為本土品牌未來應努力之方向。歐盟地區有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定，予以服裝設計

周全之設計權保護；美國則長期受制於實用性物品原則之可分離性判斷，而長期

無法提供服裝設計之著作權保護；我國雖未明文不予服裝設計著作權保護，但也

長期處於不明確之狀態。對設計師而言，不明確之保護即為一不確定風險，將阻

礙具創意的新設計之出現，此為台灣推行文化創意產業、將本土品牌推向國際、

培育新一代設計師所需解決之問題。 

本研究主要分為五章，除第一章為緒論外，第二章為時尚設計產業與國際保

護現況之概述，第三章主要論述美國著作權法基本結構且以服裝設計為重心，並

就前述基礎由實務案例加以歸納評析美國實務對於服裝設計著作權保護之態

度，第四章主要論述我國著作權法基本結構且以服裝設計為重心，並就前述基礎

藉由實務案例加以歸納評析我國實務對於服裝設計著作權保護之態度，第五章提

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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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研究發現著作權法並非全然對於服裝設計不予以保護，僅係因立法政策與

解釋論上之不穩定見解，導致保護的不確定性，希望透過此篇論文能夠提供我國

主管機關解釋上之建議。 

關鍵字：時尚產業、時尚設計、服裝設計、著作權法、設計專利、網紅、仿製、

原創性、實質近似、TRIPS 協定、伯恩公約、歐盟共同體設計、DPPA、IDPPPA、

IDPA、可分離性判斷、美術工藝品、應用美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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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copycat, knock-off accusements appear frequently within fashion 

design industry. Some of the scholars, industrial representors comment that fashion 

design is not copyrightable and shall not be protected. However,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fashion is an innovative and orginal form of art. Furthermore, fahion design consists 

of artisic expression and other unique features. Thus fashion designers and other kind 

of artists shall not be treated unfairly. 

This study focuses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both in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And discuss to what extent shall we protect garment design and how we can 

seafeguard talented fashion desingers’s creative works. The study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part. The second part is talking about the 

featues of fashion design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which are related to fashion 

design.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copright law, domestic theoretical legal analysis and 

cases on garment design infringement lawsu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urth part 

focuses on copright law, domestic theoretical legal analysis and cases on garment 

design infringement lawsuits in Taiwan. In the end, this study provid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Taiwanese adminstrtion agencies and juditial authorities. 

Keywords: fashion industry, fashion design, garment design, Copyright, Design 

patent, internet celebrity, knock-off, originality, substantial similarity, TRIPS 

agreement, Berne Convention, Directive 98/7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13 October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f 12 December 2001 on Community Designs, DPPA, IDPPPA, 

IDPA, separability, artistic handicraft, applie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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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網路發展、物流的快速、行動裝置的進步，使得我們能夠隨時隨地買到心儀

的服裝，各大網路購物平台、網路賣家的標題常有「與某明星同款」等字詞，走在東

區網拍街，會發現長得很像的兩件衣服，但是有一件圖案花紋就是有說不出來的奇怪

感，或是常會看到與某知名精品包款設計相似的平價版本出現在網路上，以前學生並

不以為意，但自從學習智慧財產權後，內心的疑惑漸漸浮現，服裝上的藝術美感呈現

不是一種著作嗎？這樣的現象沒有侵害著作權嗎？ 

近年，快時尚品牌 ZARA、Forever21、Gap、6ixty8ight、UNIQLO 等大量進入台

灣，但同時時尚設計師出面控訴快時尚品牌抄襲的新聞層出不窮，兩者何以同時併

存？此外，時尚設計、服裝設計領域開始流行以新穎之技術、手法融入設計當中，呈

現出更多以往不可能呈現的造型，例如 3D 列印、電腦建模粘接和超聲波焊接，使得

設計師不僅可以在身體表面進行設計，更可以擴張到身體周遭的環境，甚至有以樂高

組合而成的洋裝。服裝設計越來越像藝術品，並不單單只是為了使人穿著，究竟著作

權於時尚設計領域的保護程度為何？本研究亟欲進一步為探究。 

第二節 文獻探討 

第一項 中文文獻 

有關時尚設計法律保護的問題，我國多聚焦於探討智慧財產權三法，著作權法、

商標法、專利法甚至是公平交易法各自保護之範圍，甚少專注於著作權法保護此一單

一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以「時尚」、「設計」為關鍵字進行檢索，可得數篇文章，章

忠信⟪時裝或造型設計與著作權保護⟫及⟪服裝設計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林利芝⟪

著作權決戰伸展台（上）⟫、陳姵先⟪淺談今日美國時尚設計保護⟫等，及 4 篇學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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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古詩苹⟪時裝設計產業智慧財產保護之研究⟫、林容萱⟪從仿冒悖論論時尚設計之

智慧財產權⟫、巫俊毅⟪時尚設計之智慧財產權保護-以美國時尚設計保護草案為中心⟫

及蕭永蔚⟪時尚設計的智慧財產保護⟫。 

章忠信於⟪時裝或造型設計與著作權保護⟫一文中認為，服裝或造型的著作權法

保護十分有限，例如一些圖案表現可用圖形著作或美術著作保護，但是依設計圖而製

作成品，非著作權侵權行為，且「風格」無法受著作權法保護，因為其屬於一種「觀

念」而非表達，對於服裝設計者而言，也未必需要著作權法保護，以「品牌」保護自

身利益才是正解1。其於⟪服裝設計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一文中持相同見解，認為

服裝設計本身或造型非著作權保護對象，但設計圖可用圖形或美術著作受著作權法保

護2。 

林利芝於⟪著作權決戰伸展台（上）⟫一文中點出，服裝設計因為「實用性原則」、

「概念/表達二分原則」、「原創性」以及「實用性物品原則」而無法受到著作權法

周延的保護，僅能以商標權及設計專利來保護作品不被盜用，但是保護仍然相當有

限。並認為彼此模仿與分享設計元素，更能激發更多的創意火花，過多的著作權法保

護反而可能會造成創作的阻礙，故服裝設計著作權法之特別立法對於設計師利弊參

半，有待商榷3。 

陳姵先於⟪淺談今日美國時尚設計保護⟫一文中表示，時尚設計無法合宜地被歸

入專利、商標、著作權任一法領域中，點出設計專利取得時程以及關於新穎性、進步

性的要求、商標法尤其是商業外觀設計應取得第二意義的聯邦最高法院見解以及著作

                                                 
1 章忠信，時裝或造型設計與著作權保護，著作權筆記，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2&aid=293，最後瀏覽日：2017 年 6 月 26 日。 
2 章忠信，服裝設計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著作權筆記，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3&aid=1167，最後瀏覽日：2017 年 6 月 26 日。 
3 林利芝，著作權決戰伸展台（上），台灣法學雜誌，129 期，頁 71-85（2009）。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2&aid=293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3&aid=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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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保護期間、理論上之障礙等，均將成為時尚設計於美國法上受智慧財產權法保護

之阻礙，並簡要概述歷次立法遊說中，正反兩面見解4。 

古詩苹所著之⟪時裝設計產業智慧財產保護之研究⟫逐一檢視與時裝設計相關的

智慧財產法律規定，並分別進行我國及美國個案分析探討，結論上認為時尚設計不符

合設計專利及立體商標之取得要件，最適宜的智慧財產權種類為著作權，但又認為在

判斷是否具備原創性時會有困難，並提出我國政策上鼓勵快速時尚服裝零售業發展，

應於著作權法解釋上，往不予時裝設計保護之方向調整5。 

林容萱所著之⟪從仿冒悖論論時尚設計之智慧財產權⟫係從美國法院爭訟案件出

發，並逐一分析在美國現行法制下時尚設計所能獲得之保護為何，再介紹歐盟及英

國、法國、義大利等國家之特殊立法例，並簡述美國參、眾議院提出過的草案，綜合

考量各自之利弊，從各角度分析時尚服裝的本質，並分析我國現行智慧財產權法下之

保護範圍，最後基於仿冒的悖論而認為應依服裝設計本質不同而區別保護方式，更認

為現行法已足夠，無庸另行修法給予時尚服裝特別的保護6。 

巫俊毅所著之⟪時尚設計之智慧財產權保護-以美國時尚設計保護草案為中心⟫，

亦係逐一分析美國現行法制下時尚設計可獲得之智慧財產權保護，並介紹美國近年時

尚設計相關法案，以及歐盟等國家之相關保護制度。此外，亦闡述我國闡述時尚設計

產品受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與公平法保護之現狀，並點出可能遇到的困難，最

後亦認為現行法制下互相搭配應用可適當保護時尚設計產品7。 

蕭永蔚所著之⟪時尚設計的智慧財產保護⟫亦是先介紹美國現行智慧財產權對於

時尚設計之保護，再細數歐盟、法國、英國、義大利等國之特別立法規範，接著分析

                                                 
4 陳姵先，淺談今日美國時尚設計保護，全國律師，17 卷 6 期，頁 69-85（2013）。 
5 古詩苹，時裝設計產業智慧財產保護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29-130，

2011。 
6 林容萱，從仿冒的悖論論時尚服裝設計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3，2013。 
7 巫俊毅，時尚設計之智慧財產權保護-以美國時尚設計保護草案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科技整合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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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智慧財產權法於時尚設計保護的不妥適性，最後認為時尚設計需要智慧財產

保護，且傾向於歐盟共同體設計法的立法，以保護時尚設計8。 

第二項 外國文獻 

外國文獻方面因語言障礙加上關於服裝設計之智慧財產權保護，美國與我國同樣

未制定專法予以特別保護，同樣試圖在現行法制下尋求更周全之保護，故本研究主要

探討之對象為美國法，文獻亦集中研究美國部分。關於時尚設計智慧財產權保護部

分，論著多於點出現行法制下適用的缺失後，聚焦討論應否針對著作權為特殊立法或

維持現狀即可，少數較深入探討於現行著作權法下最適當的適用方式以及解釋範圍，

主要可分為以下： 

壹、 應予以著作權保護 

一、 應為特殊立法 

Julie P. Tsai 於 Fashioning Protection: A note on the protection of 

fashion designs in the United State 一文當中認為時尚設計為藝術的一

種，且此一領域的先進者成本高，基於競爭關係，仿製品的出現迫使原

創者降價，但是現行法制多有所缺失或保護不足，所以應仿效歐盟對於

設計的保護方式9。 

Whitney Potter 於 Intellectual Property’s Fashion Faux Pas: A 

Critical Look at the Lack of Protection Afforded Apparel Design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Regime 一文中，及 Lauren Howard 於 An Uningenious 

Paradox :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for Fashion Designs 一文中均認

為，特殊立法最能貼合時尚設計產業的特質，同時給予時尚金字塔頂端

                                                 
8 蕭永蔚，時尚設計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114-115，2014。 
9 Julie P. Tsai, Fashioning Protection: A note on the protection of fashion designs in the united states, 9 

LEWIS & CLARK L. REV. 447, 463-68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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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師及中下端的設計師最周全的保護，並兼顧公共利益及促進多元

創新，避免過度限制競爭，符合憲法保障意旨10。 

Susan Scafidi於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ashion Design一文中則認

為發明專利或設計專利的保護無法貼合時尚設計產業，而商標法則較適

用於大品牌商，無助於新銳設計師，著作權法較為適宜但是要先克服分

離性測試法，所以認為制定特殊著作權法，所短保護期間為 3 年較為妥

適11。Jacgueline Lampasona 於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shion design in 

copyright 一文中亦持相同見解12。 

二、 適用現行著作權法之範圍 

Jessica Rabkin 於 When Should Fashion Be Copyrightable?一文中聚

焦於著作權法中的可分離性測試法，敘明部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採取的

判斷方式後，認為市場銷售法（Marketability Test）最適用，認為予以

較薄弱的著作權法保護可以同時達到促進創新，並避免過度限制公眾適

用著作的目的13。 

Charles E. Colman 於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American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ashion Design: On “Originality” 一文中，直接從

最常拒絕時尚設計受著作權法保護的理由之一「原創性」（originality）

著手，點出各法院的不同見解，並分時期做簡要介紹，歸納出因為各時

                                                 
10 Whitney Pot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s Fashion Faux Pas: A Critical Look at the Lack of Protection 

Afforded Apparel Design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Regime, 16 INTELL. PROP. L. BULL. 69, 88-89 

(2011-2012); Lauren Howard, An Uningenious Paradox :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for Fashion 

Designs, 32 COLUM. J.L. & ARTS 333, 363 (2008-2009). 
11 Susan Scafidi,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ashion Design, 1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FORMATION 

WEALTH 115, 125-26 (2006). 
12 Jacgueline Lampasona,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shion design in copyright, 14 J. INT’L BUS. & L. 273, 

292-93 (2015). 
13 Jessica Rabkin, When Should Fashion Be Copyrightable?, Law School Student Scholarship, Seton Hal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4-2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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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各法院採用的標準不同，導致認定結果有異，故時尚設計究竟是否

受保護，要解決的是關於原創性的判斷標準14。 

貳、 無庸特別立法予以著作權保護 

認為無庸對時尚設計予以特別著作權保護者，所引論據多源自於 Kal 

Raustiala 及 Christopher Sprigman 於 The Piracy Paradox: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ashion Design 一文中所提出的理論，認為智慧財產權

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鼓勵創新，但是賦予智慧財產權保護是否能夠達到終

極目的的鼓勵創新，本來就是一個未決的問題，即便未賦予智慧財產權保

護，人們還是會基於其他需求而不斷創新。既然在現行法下多數時尚設計不

受保護的情形，複製品的存在並未阻礙創新，反而促進創新，故以時尚經濟

理論為基礎，認為弱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是維持時尚產業生命力的根基，無庸

再給予更完足的保護15。 

第三節 研究問題 

 由前節可知，我國目前對於時尚設計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之議題研究者並不多，

有討論者亦多集中於大範圍的討論，多數文獻傾向於不需特別立法予以保護，而外國

文獻討論者十分多，且多傾向於應特別立法予以周全保護，認為著作權法為一較妥適

的手段。專利法尤其是設計專利因需要註冊申請，權利方始存在，與時尚產業快速週

期並不相符；商標法尤其是商業外觀（Trade dress）部分，我國則屬於立體商標或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稱之表徵，於 Wal-Mart v. Samara 乙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

立產品外觀設計（該案為系爭為兒童服裝）需具備後天識別性方受商業外觀保護，此

                                                 
14 Charles E. Colman,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American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ashion Design: On 

“Originality”, 6 HARV. J. SPORTS & ENT. L. 299, 342-44 (2015). 

15 Kal Raustiala & Christopher Sprigman, The Piracy Paradox: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ashion Design, 92 VA. L. REV. 1687, 1775-7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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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十分不利新銳設計師權利之維護，且誠如學者 Hemphill 與 Suk 所述，如果設計

師僅能禁止他人使用商標，而不能禁止他人抄襲缺乏商標之物品設計，則會變相鼓勵

設計師大量使用商標，而使得時尚設計的對話功能減弱，而轉向地位性的表達，同樣

不利於新銳設計師16。故本研究亦認為著作權應為較妥適之保護手段。不論是我國或

外國文獻均未否認時尚服裝設計師的詮釋亦屬於藝術表達的一種，有美感呈現此一層

面，但對於適用於著作權法的情形、保護範圍作深入探討者甚少。本研究以「時尚設

計之著作權保護-以服裝設計為中心」為題目，先敘明時尚設計師如何將藝術、美感

等元素呈現於大眾眼前，再進行以下相關著作權法議題之探討： 

一、 美國著作權法對於原創性及應用美術作品之可分離性原則見解為何？ 

二、 美國司法實務對於時尚設計之著作權保護態度為何？ 

三、 我國實務對於時尚設計有關之著作權保護態度為何？ 

四、 在現行法規範下，給予我國司法實務些許建議，如何透過著作權法予以時尚

設計應有之保護？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分析及實證研究之方法，進行台灣與美國之比較研究，資料

多源自於 Westlaw、HeinOline 資料庫及網站資料，以時尚、服裝、設計、fashion design、

garment design 為關鍵詞進行檢索，並將我國及美國有關服裝設計所會涉及到的著作

權法規及兩國司法實務對於服裝設計的發展進行比較分析，並延續美國最新與服裝設

計相關之著作權判決見解，探討未來可能之發展與問題，最後綜合兩方優缺點，藉以

給予臺灣司法實務些許可參考之建議，以健全服裝設計於臺灣之著作權保護。 

                                                 
16 Hemphill, C. Scott & Gersen, Jeannie Suk, The Law, Culture, and Economics of Fashion, 61 STAN.. L. 

REV. 1147,1177-7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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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主要分為五章，除第一章為緒論外，第二章為時尚設計產業與國際保

護現況之概述，第三章主要論述美國著作權法基本結構且以服裝設計為重心，並就前

述基礎由實務案例加以歸納評析美國實務對於服裝設計著作權保護之態度，第四章主

要論述我國著作權法基本結構且以服裝設計為重心，並就前述基礎藉由實務案例加以

歸納評析我國實務對於服裝設計著作權保護之態度，第五章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

議，以下針對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五章之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部分，以現行時尚設計產業現象、學生之生活經驗與相關法律爭議為

基礎，促成本章第一節之研究動機；第二節部分，延續研究動機，研究目前相關文獻

對於此一議題之探討；第三節部分，從目前之文獻探討中，發現尚有未被深入討論之

議題，因而產生本研究問題；第四節部分，為本研究方法與架構，說明本論文之研究

方法，並簡述各章節之內容；第五節部分，則指出本研究之限制，避免討論範圍過廣

而使本研究重要議題失焦。 

第二章時尚設計產業與國際保護現況部分，第一節先了解到時尚產業結構，得知

產業特性與設計於其中的角色定位；第二節再行剖析時尚產業發展現況，分析網路發

展與仿裝時尚對產業帶來的影響，表達產業對於著作權保護的渴望；第三節接著檢視

國際間對於時尚設計的保護規範，說明議題的國際性。 

第三章美國著作權法保護部分，第一節先剖析美國著作權法中與應用美術著作相

關之基本原則與觀念，兼述著作權法上之限制，以及主管機關對於服裝設計著作權保

護之態度；第二節則檢視近期國會就時尚設計保護所提出之草案，探索可行之保護手

段；第三、四節則是藉由美國司法實務案例中對於服裝設計保護所提及之爭議為核

心，檢視以著作權保護所會遇到之困難，並評析目前司法實務所承認之著作權保護最

大範圍為何，及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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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我國著作權法保護部分，第一節先剖析我國著作權法中與應用美術著作相

關之基本原則與觀念，兼述著作權法上之限制，以及主管機關對於服裝設計著作權保

護之態度；第二節則是藉由我國司法實務案例中對於服裝設計保護所提及之爭議為核

心，檢視以著作權保護所會遇到之困難，並評析目前司法實務所承認之著作權保護最

大範圍為何，及其合理性。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就前述各章節為一總結歸納，並試圖擬定一套規則作為建

議，以求該部分在我國司法判斷上或主管機關解釋上略有助益。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時尚設計所涉領域範圍甚廣，例如：服裝、飾品、皮鞋、紡織品等均屬之，可能

涉及之智慧財產權保護議題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競爭法，本研究基於議題

討論深度之考量，將限縮集中於著作權法之討論，尚無法全面性討論各法所將牽涉之

問題，為本研究上面之限制之一。有關飾品部分，自 1980 年 Kieselstein-Cord v. 

Accessories By Pearl 案17之後，多數法院清楚認為屬於雕塑作品（sculptural works）

的一種，非實用物品（useful articles），直接可受著作權法保護，無庸經過實用性物

品分析（useful article analysis），而鞋類設計部分，於設計專利已找到屬於自己的一

片天地，故尋求著作權保護者甚少，，故本研究將不會針對飾品、鞋類進行深入討論，

而僅針對服裝設計進行研究。 

另外，世界各國對於時尚設計之保護規範均有所不同，殊難逐一比較分析，故本

研究僅能參酌時尚重鎮-歐洲國家對於時尚設計保護之方式，且以歐盟共同體設計規

定為依據，再對同樣未予以時尚設計周全、專法保護之美國及我國進行比較分析，最

後得出研究結果與建議，望能藉以提供服裝設計適當之著作權保護。 

                                                 
17 Kieselstein-Cord v. Accessories By Pearl, Inc., 632 F.2d 989 (2d Cir.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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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時尚設計產業與國際保護現況 

第一節 時尚產業結構 

根據美國國會 2016 年的報告顯示，全球時尚產業每年產值約 1.75 兆美金，

顯見時尚產業是全球經濟貢獻中很重要和關鍵的一個產業，更可以是全球經濟狀

況的一個反饋，而 2015 年全美國時尚產業年營業額高達 4000 億美金，美國消費

者一年光花在服裝與鞋子上的金額就高達 380 億美金18，而紐約一年兩次的時裝

秀可以為當地帶來將近 9 億美金的年收入，包括設計學校畢業展、新銳設計師、

中小型企業甚至是大型企業的作品展示，共計五百多場的秀19，顯見時尚產業在

美國經濟發展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為文化輸出的一種管道，也提供許多

就業機會。 

而臺灣過去曾有紡織王國之美稱，隨著本地勞力成本的提升，開始從過去的

委託製造（OEM）致力轉型於委託設計製造（ODM），至今努力發展自有品牌

（OBM），企圖擺脫設計與價格上長期受制於買主與代理商的窘境，爭取更好

之經濟效益20。目前紡織業研發能量揚名國際，且順應全球運動時尚風潮盛行，

臺灣紡織廠更成為國際運動時尚品牌供應鏈中的主力軍，成為全球各成衣廠商和

品牌廠商的首選。國內紡織業受到過去成功案例的激勵，近年來也紛紛自創品

牌，已朝向建立自有品牌邁進，產業陸續轉型朝向精緻化及差異化發展，以提高

附加價值21，並有紡織企業朝向通路設計品牌延伸，例如：新光紡織成立

ARTIFACTS、承展國際成立初衣食午，希望提供新銳設計師銷售通路平台。另

                                                 
1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Joint Econ. Comm., U.S. Cong, 

https://www.jec.senate.gov/public/index.cfm/democrats/2016/9/t-he-e-conomic-i-mpact-of-the-f-ashion-i-ndu

stry (last visited: 2017/7/24). 
19  The City’s Big NY Fashion Boost, COUNCIL OF FASHION DESIGNERS OF AM, 

https://cfda.com/news/the-citys-big-ny-fashion-boost (last visited: 2017/7/24). 
20 2005 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文化部，頁 167，http://stat.moc.gov.tw/Research.aspx?type=5。 
21 2016 年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文化部，頁 139，http://stat.moc.gov.tw/Research.aspx?type=5。 

https://cfda.com/news/the-citys-big-ny-fashion-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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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根據文化部發布之 2016 年年報顯示，我國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家數呈現成長趨

勢，但仍以內銷居多22，即便是成立將近 20 年的本土平價奢華服裝品牌-iRoo 直

至 2012 年才走出台灣市場，邁向國際之路，因此如何成功打入國際為本土品牌

未來應努力之方向。隨著越來越多設計品牌的成立，對於服裝設計之智慧財產權

保護，不論於美國或我國均為不容忽視之議題。 

於進行本研究主要議題探討著作權保護之前，必須先瞭解到時尚設計產業，

尤其是服裝設計部分的特性以及發展情況，以便更清楚釐清「設計」在時尚產業

中所扮演之角色，以及服裝設計為什麼應該受到著作權保護。 

第一項 相關名詞定義 

進行本研究時將會遇到許多名詞使用，為避免概念上之混淆，在此先對名詞定義

做釐清，以便進行下一步之討論。 

「時尚」（Fashion）的定義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釋，學者川村由仁夜表示，時尚

一詞與流行密切相關，主要指的是服飾或外型風格；Bohdanowicz 和 Clamp 認為，

時尚（fashion）和社會趨勢息息相關，包含衣服、飾品、化妝品、鞋子、家具和建築

等；王祥芸認為，「時尚」可以說是某一時期社會流行風氣，時尚（fashion）一詞原

為中世紀時，裁縫師為宮廷貴族訂製的服裝，之後便漸漸指向「大多數人穿著的服裝

以及較高尚進步的服裝」的意思；社會經濟學家 Veblen 提到，時尚（fashion）在過

去社會中是社會階級的象徵，只有擁有財力的有閒階級能以時尚顯示其財富，時尚讓

有閒階級與其他階層有清楚的分野；Susan Scafidi 表示係指具季節性生產形式的創意

性表達，無論他是商業性物品、資訊科技、設計師與消費者之間溝通的橋樑或單純僅

為藝術形式，時尚只是想法的具體實施例；亦有論者認為時尚是歲月澱積而成的一種

                                                 
22 同前註，根據該份報告，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包括：時裝、飾品、化妝品、皮具、紡織、及家飾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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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一種習慣、一種趨勢23。綜合各方定義，本研究在此所稱之時尚係指某一個時

期的社會流行風格，帶有群體聚集與溝通對話之效果，常藉由服飾將之具象化。 

「時尚產業」（Fashion Industry）範圍十分廣，狹義的流行時尚產業主要係指服

裝、飾品、化妝品、皮具、皮鞋、紡織品等；廣義的流行時尚產業還包括了家飾傢俱、

美容美髮、禮品工藝品、生活用品，以及如零售、諮詢、傳媒出版、形象包裝等周邊

產業24。從上中下游區分，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份：原料生產、參與中間過程的設計

師，製造商與承包商、零售銷售、及各種形式的宣傳和推廣公司與活動。本研究以下

所稱之時尚產業係指狹義之時尚產業。 

服裝設計（garment design）可包括：紡織品設計（fabric design）與服裝本身的

設計（dress design），紡織品設計係指印製於布料上的設計，通常在紡織品上為色彩、

圖案、織紋、質地、功能、風格等設計；服裝本身的設計則是指以圖形的方式顯示將

布料轉換成成衣的形狀、款式、剪裁和尺寸的設計25。而通常於美國實務上爭辯最大

的便是服裝本身的設計部分，及介於紡織品設計與服裝本身的設計之間的模糊地帶，

也是本研究問題的核心。 

抄襲（copying）一詞為談論侵害著作權時常用之字詞，但不論於我國抑或美國

均非法律用語，我國有認為係指侵害著作權之一種可預見態樣、泛指一切可能構成著

作權侵害之行為或本身為中性行為，構成侵害要有抄襲及不法抄襲二要件者；美國通

說則認為抄襲為侵害之態樣，可分為接觸及實質近似26。本研究基於討論上之一致

性，在此所稱之抄襲係指侵害他人著作權之一切行為，尤其指重製權與改作權。 

                                                 
23 鍾曉葳，快時尚聯合品牌行銷策略研究，以 H&M、UNIQLO、GAP 為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

電視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頁 9-10，2016；黃子權，時尚品牌與藝術家合作之分析-以國際知名品牌和

台灣設計師品牌為例，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2，2016；See Susan Scafidi, supra note 

11, at 115, 122. 
24 徐志宏、賴建榮、鄒伯衡，臺灣流行時尚產業供應鏈及物流發展現況，物流技術與戰略，70 期，頁

21，2014 年 8 月。 
25 MELVILLE B. NIMMER & DAVIS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2.08[H][3],2-144-145 (2008). 
26 曾勝珍、洪維拓，智慧財產權法專論：著作權之抄襲與侵害，頁 74，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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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Counterfeit）與仿製（Knock-off），仿冒係指故意模仿有價值的東西以欺

騙消費者，假裝是原版，同時抄襲設計與商標27；仿製則係指與原版十分相似的設計

抄襲，模仿其元素，但是並不假裝自己是原版28 。 

第二項 市場階層 

服裝在時尚產業中佔有絕對核心之地位，主導時尚的內容，在產業中佔有很大的

比重，也因為服裝的流行速度快、形式多樣，所帶動的流行趨勢也直接影響產業中的

其他領域，且與人們的生活最息息相關，故以下內容將以服裝作為時尚產業市場階層

之說明對象。 

服裝設計依照價格、品質與目標客群，可以細分為約 12 大區塊29，綜合美國與

時尚設計發展歷史悠久之歐洲國家分類，以女裝為例，大致可以分為：高級訂製服、

高級設計師服、設計師副牌、高級品牌與大眾市場的中間帶、大眾平價市場30，同時

因為目標客群人數的寡眾，剛好可以以金字塔呈現，如圖 2-1 所示。 

一、 高級訂製服（Haute Couture）： 

高級訂製服的發展歷史最為悠久，鎖定之目標客群為消費金字塔頂端之顧

客，標榜手工縫製、量身定做，是許多品牌用以展現自身精緻工藝的手段，並藉

以展現於服裝產業之崇高地位，因此也被認為是最接近藝術、最具有原創性之服

                                                 
27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Exact imitation of something valuable with the intention to deceive or 

defraud.”);” Tiffany din Fagel Tse, CoCo Way Before Chanel: Protecting Independent Fashion Designe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ainst Fast-Fashion Retailers, 24 CATH. U. J. L. & TECH 401, 418(2015-2016)( “A 

counterfeit is a nearly exact duplicate of an item sold with the intent to be passed off as the original.). 
28 Id. at 419 (“A knockoff is a close copy of the original design, mimicking its elements, but is not sold in an 

attempt to pass as the original.”). 
29 可以分為：高級訂製服、高級服裝、設計師服裝、年輕設計師服裝、較高價位服裝、現代服裝、青

少年服裝、中上價位服裝、中等價位服裝、平價服裝、自有品牌及大眾市場。Sue Jenkyn Jones 著，邢

曼雲譯，時尚設計全書，頁 72-73，2013 年 9 月。 
30  掌 握 人 心 的 公 式 — 時 尚 產 業 鏈 如 何 製 造 出 你 的 需 求 ？ ，

https://hellolynn.hpd.io/2017/03/04/%E6%8E%8C%E6%8F%A1%E4%BA%BA%E5%BF%83%E7%9A%8

4%E5%85%AC%E5%BC%8F%E2%94%80%E2%94%80%E6%99%82%E5%B0%9A/ （最後瀏覽日：

2017/7/24）。 

https://hellolynn.hpd.io/2017/03/04/%E6%8E%8C%E6%8F%A1%E4%BA%BA%E5%BF%83%E7%9A%84%E5%85%AC%E5%BC%8F%E2%94%80%E2%94%80%E6%99%82%E5%B0%9A/
https://hellolynn.hpd.io/2017/03/04/%E6%8E%8C%E6%8F%A1%E4%BA%BA%E5%BF%83%E7%9A%84%E5%85%AC%E5%BC%8F%E2%94%80%E2%94%80%E6%99%82%E5%B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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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類型31。但是定價十分高昂，平均一件高級訂製服的價格落在約 80 萬到 200 

萬台幣之間，非一般人所負擔得起，因此高級訂製服現今被認為主要功能是在塑

造品牌形象，而時裝秀則是在為旗下的高級設計師服（ready to wear）打廣告32。 

二、 高級設計師服（Ready To Wear）： 

高級設計師服是相較於高級訂製服的概念，不講求量身定做而屬於成衣類，

故又稱為高級成衣。仍保有訂製服的高度設計概念，差別在於主要是用機械生產

製造而成之成衣，但鎖定的客群並非一般普羅大眾，仍以消費金字塔較為頂端之

顧客為主，例如：政商名流、藝人、名媛等33。與高級訂製服同樣屬於高級品牌，

但為該些高級品牌之主力市場，此階層活躍之品牌例如：Valentino, Versace, 

Chanel, Dior, Givency, Balenciaga, Lanvin, Yves Saint Laurent 等，皆屬之。 

三、 設計師副牌（Diffusion）: 

設計師副牌的發展則是因應上述高級時裝的高價位令人望之卻步且並不適

合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而產生，且為挽救低迷的高級品牌市場，高級設計師品牌

開始透過收購、聘用年輕、有想法的設計師來改造自身形象，紛紛推出副牌，以

較低的價格吸引有別於高級品牌的不同消費族群34。例如：Prada 推出 Miu Miu、

Giorgio Armani 推出 Emporio Armani、Versace 推出 Versus。 

四、 高級品牌與大眾市場的中間帶（Bridge）： 

中間帶品牌則是一個廣泛的通稱，介於上述高級品牌及其副牌與平價大眾服

裝的中間市場，更親近一般大眾，是由美國百貨公司所開創的階層，多數美國品

牌被歸於此，例如：Coach、Diesel、North face 等35。 

                                                 
31 Eleni Koutsopoulou, Haute Couture as a work protected by copyright, p.9-12 (2017), available at 

http://hdl.handle.net/11544/15287. 
32 See Susan Scafidi, supra note 11, at 117 (2006). 
33 同前註 30。 
34 Sue Jenkyn Jones，同前註 29，頁 42-58。 
35 同前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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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眾平價市場（Mass Market）： 

大眾平價市場服裝則是最接近一般大眾的服裝，以較差的材料、標準化、機

械製造，現今快時尚（Fast Fashion）品牌多屬於此，例如：Zara、NET、H&M、

Forever 21、Uniqlo 等36。 

因爲各時尚服裝市場階層成本、定價、經營模式的不同，以及傳統時尚流行趨勢、

設計風格的擴散是由上而下的，故隨著市場階層的下降，服裝的藝術含量與設計感也

會逐漸降低，而當階層頂端之設計元素為階層底端所大量採納、普及後，階層頂端便

會放棄此一元素，而為新的設計，再經由相同模式創造新的流行，這是整體時尚產業、

服裝設計的特性。 

 
圖 2- 1 時尚產業市場階層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第三項 時尚產業之運作 

第一款 時尚流行設計週期 

服裝設計具有季節性與時間敏感性，從市場研究、原型設計、下訂、生產製造到

銷售的時間往往取決於布料、服裝類型、市場區塊以及銷售通路的需求37，布料生產

                                                 
36 同前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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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 10 週的時間，因此會壓縮了服裝上架銷售的時間。傳統上時裝秀展現之服裝

會於半年後方出現於市面上可供購買，每年從 3 月到 9 月，設計師會進行春/夏裝的

設計、系列規劃與打樣，並在 9 月至 10 月間舉辦時裝秀，銷售將於明年春/夏交貨的

訂單，10 月到隔年 2 月則繼續進行秋/冬裝的設計、系列規劃與打樣且在 2 月至 3 月

間舉辦時裝秀，銷售將於秋/冬交貨的訂單，如圖 2-2 所示。基本上全球每年會有兩次

的時裝週，通常為期四週，傳統上會先從倫敦開始，經過米蘭然後到巴黎、紐約，每

季設計師都要推出一個新的系列，使用新的色彩組合與布料，以展示即將推出、流行

的「風格」。 各大品牌計師都希望推出的產品能受消費者喜愛，因此要能創造出具

有引領性及吸引力的系列設計，就必須小心謹慎的研究未來趨勢，參訪布料展覽和商

業議程，回顧上一季服裝系列成功之處，以及競爭對手的作品38，最後設計出具有藝

術性、美感性的服裝，這是一連串設計師個人覺察反應的表現。 

 

圖 2- 2 時尚周期循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古典派認為，時尚與藝術之間涇渭分明，但事實上，兩者的界線十分模糊，現今

時尚設計師開始與藝術家合作，兩者互相交流，在發展的過程中同步並進、相互激發

靈感、提升與競爭，甚至有博物館例如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會定期展出設計師服

裝，將服裝當作藝術品般陳列。時尚是美學的應用化，藝術是美學的觀念化。對設計

師而言，電影、書籍、雜誌、已歸檔的服裝系列與歷史文獻等都會激發設計概念，以

                                                                                                                                                    
37 Sue Jenkyn Jones，同前註 29，頁 148。 
38 Carol Brown 著，張靜怡譯，時尚力：50+時尚身分Ｘ60+流行菁英現身說法Ｘ100+實戰致勝祕技，

頁 9，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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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延伸發展出服裝系列，因此設計中常隱含藝術、文化理念於其中。誠如 Google 藝

術文化平台（Google Arts and Cultural Platform）時尚探索項目「We Wear Culture（我

們穿著的時尚）」經理 Kate Lauterbach 所說，時尚比我們的穿戴更有深度，在其背

後有故事，有人，有來自藝術、音樂以及更廣泛的文化的影響力39。 

時尚週期可以由四個階段組成一個循環，即（一）服裝於市場上推出並為時尚領

導者所接受；（二）逐漸成長，追求時尚者開始穿著；（三）大量出現複製品，廣泛

提供需求；（四）消費者逐漸失去興趣，並為市場所淘汰40，也就是會經歷所謂的導

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流行是一個重複的循環，每季推出新的產品，透過

新元素的添加、新版型的呈現，形成新的風格，通常風格每 10 到 20 年會呈現一個循

環，但是同樣的風格設計師仍然會進行些微的修改，所以人們仍然無法將過去買過的

款式直接於現今做穿搭，例如：過去流行過喇叭褲，今年同樣流行喇叭褲，但是在細

節上重視不對稱的剪裁，故於今年穿著過去的喇叭褲，對時尚人士而言，仍顯得有些

格格不入。即便如此，時尚流行中仍存在一些經典，各大品牌每年多會推出，不退流

行，例如：風衣、T 恤，僅在細節、元素搭配上有些調整。 

第二款 服裝產業供應鏈 

服裝產業供應鏈大致可分為幾個環節：（一）計畫、建構整個服裝系列；（二）

設計新產品雛形；（三）設計出完整的產品並完成樣品製作；（四）製造和拼接布料；

（五）行銷；（六）物流；（七）零售41。其中有許多角色存在，各司其職為產品加

值。承前所述，新一季服裝系列設計始於布料設計，接著再經由設計師之巧思設計成

服裝，並經製造後陳列銷售於消費者眼前，詳細流程如圖 2-3、2-4 所示。 

                                                 
39 Gabriela Herstik, You can now search more than 3,000 years worth of fashion, thanks to Google, June 14, 

2017, available at http://hellogiggles.com/search-years-fashion-google/. 
40 Moretta Tartaglione, A., & Antonucci, E., Value Creation Process in the Fast Fashion Industry: Towards a 

Networking Approach., p.1 ( 2013 ). 
41 Lane, C. & Probert, J.,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A Comparison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Clothing Industry, ESRC Centre for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orking Paper No. 283, 

p.3 (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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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紡織產業鏈 

（資料來源：整理自 Michael Dunford42） 

 
圖 2- 4 服裝產業鏈 

（資料來源：整理自 Lane, C. & Probert, J.） 

 

第一目 設計與製造 

通常於討論上，環節（一）至（四）可一併觀察，設計師參加完布料展後，會根

據參展所得的資訊開始規劃要推出的新系列，設計的主要元素為輪廓、線條與材質，

透過重複、節奏、層次、放射、對比、和諧、平衡以及比例等方法呈現43。服裝是立

體的，被穿著的服裝整體外形與形狀是一種輪廓，線條可以強調或掩飾其他的特點，

可以創造窄化或者豐滿的錯覺。在時尚中，線條最常用於版型裁片的接縫以及扣件，

比例就是我們視覺上將所有獨立的部分與一個整體關聯化的方式，而製造服裝的紡織

品或材料在服裝設計中同時具有視覺與感官元素之性質44。設計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42 Michael Dunford, Industrial Districts, Magic Circl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talian Textiles and 

Clothing Chain, Economic Geography, p.12 (2009). 
43 Sue Jenkyn Jones，同前註 29，頁 166 。 
4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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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訊結合設計主要元素，並透過該些方法呈現新一系列的服裝設計成果，有時是透

過設計圖呈現，有時設計師在突然靈光乍現時，完全不用繪製設計圖，即可直接用布

料剪裁出樣衣。因此，即便多數設計是基於前人之基礎上，但是設計師仍會融入自身

的想法、思維、個人特色於其中，創作出有別於前人設計之作品，且往往所需時間很

長。 

設計師並不完全獨立於組織而存在，品牌設計師根據所處生產營銷模式不同又可

以區分為：製造商、批發商與承包商45： 

（一） 製造商 

製造商涉足階段甚廣，從購買布料、設計（或買入設計）、製作服裝、

銷售到運送製作完成的服裝，一手包辦。其中不乏進行垂直整合的公司，擅

長提供布料、時尚與經典服裝到大型的商店與連鎖店，有些甚至有自己的零

售門市，通常較具規模。與此同時仍然有一群工藝導向的設計師，為較小的

公司效力，像是高級女裝與訂製裁縫公司，其服裝通常只提供「一人使用」。 

（二） 批發商 

許多高級的時尚設計公司都被歸類於「批發商」（Wholesalers），他們

生產、設計、購買材料並計劃剪裁、銷售以及運送，但是並不實際執行服裝

製作，而會分包給剪裁、製作及修整（CMT）的單位，這樣的系統提供批

發商以小批量製作創新服裝的靈活性。但是為了合理化他們服裝的高價格，

所以會花很多錢在廣告、商業交易以及時裝秀上。 

（三） 承包商 

承包商，則負責所有生產的環節，從圖樣製造、生產以及修整到包裝、

運送，擁有根據供貨的店舖通路所談定的架構來進行工作的設計團隊，並不

                                                 
45 同前註，頁 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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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系列，但生產會圍繞一個樣式、布料或被認定的市場需求而為設計，完

成時會貼上自己的商標，於美國稱之為「自有品牌」，承擔設計和製造的風

險，但不承擔銷售失敗風險。 

第二目 行銷 

在行銷方面，過去傳統上邀請時尚名人參加時裝秀、拍攝廣告、海報、接受時尚

雜誌採訪作為宣傳管道，但是隨著行動裝置普及，人們接受資訊的主要管道改變，數

位媒體經營變得更趨重要，因此設計師品牌紛紛架設網站，傳達最新設計理念與作

品，甚至經營社群媒體，與消費者維持密切的關係。曾經就有時尚創意總監表示，現

在社群平台已經成為其工作的一部分，分享和按讚都會轉化成銷售行為，人們會從某

些管道取得到讓自己看起來更時尚的辦法，並且購買相同或是類似的商品，以前是看

雜誌，但現在則是透過手機然後再上傳到 Instagram 上，這完全改變了時尚產業46。

有的則是不採傳統之行銷方式，而是透過大型櫥窗展示最新一季風格，吸引顧客拜

訪，例如：快時尚品牌 Zara。 

第三目 銷售 

在銷售通路方面，獨立店舖、多通路店舖、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專櫃、加盟、超

市時尚、折扣商店、工廠直營店、市場、郵購、線上購物等47，均為消費者可購買服

裝之管道。近年線上購物尤其蔚為流行，並逐漸改變大眾的消費習慣與時尚產業經營

模式，除此之外線上購物可幫助消費者熟悉不太知名的品牌，並且傳播時尚至全球，

對新興的時尚設計師而言，是一個可以大量曝光並靠近顧客的理想展示平台。 

                                                 
46 Instagram 的魅力讓設計師們也招架不住 Olivier Rousteing：「這真的完全改變了時尚產業！」，

BeautiMode，2015 年 12 月 7 日，http://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1102/（最後瀏覽日：2017

年 7 月 24 日）。 
47 Sue Jenkyn Jones，同前註 29，頁 82~88。 

http://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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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時尚產業發展之變化現況 

第一項 網路發展與網紅當道 

第一款 網路縮短流行傳播時程 

早在 1920 年代開始，時尚產業盜版便逐漸猖獗，學者歸納有三大主因：（一）

批發商興起；（二）現用現購（hand- to- mouth buying）的模式影響；（三）服裝產

業成長48。批發商購買布料後轉交他人製作成衣服，許多設計是從他人處購買，不論

該設計是否已出現於市面上49。而現用現購的模式則係指在短期間內所進行的採購，

僅在於滿足眼前立即需求，這樣的方式導致批發商必須猜測市場需求，具極高的不確

定性，故許多業者轉向靜待市場出現受歡迎的設計再行仿冒，這樣的方式省時、省力

有省錢50。另外，當市場需求越來越高時，產業開始尋求更省錢的方式51。但是這些

影響均遠不及網路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來得快速、巨大，網路及生產機械的進步，大大

地縮短了時尚設計師在產業中的先驅者優勢，甚至有仿製業者搶在時尚設計品牌服裝

陳列於架上前，搶先銷售。 

以往，服裝之設計與推出多遵從春夏及秋冬兩季而為系列設計，採生產者驅動

（producer-driven）模式，生產者掌握了服裝產業的發展，而這樣的流行推動方式恰

巧形成半年一個循環。但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與網路發展，以及消費者生活方式改

變、不斷求新求變，服裝產業要致勝的關鍵之一在於貼近流行時尚，依據時尚流行趨

勢與顧客需求進行設計，因此過去的設計模式漸被改變，產生了供應鏈的逆向流動，

也因為最接近顧客的是零售商，所以他們開始可以以指定的價格要求某些類型的貨

物，並且開始自行生產，當掌握逆向供應鏈，他們便能夠要求布料、款式，並以極具

                                                 
48 Kimberly A. Harchuck, Fashion Design Protection: The Eternal Plight of the “ Soft Sculpture”, 4 AKR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JOURNAL 73, 82 ( 2010 ). 
49 Id. at 82-83. 
50 Id. 
5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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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的價格提供消費者最願意購買的商品，有時這被稱作推拉效應（push v. pull），

Zara、Primark 等快時尚品牌便是箇中翹楚52，快時尚的崛起正是現行時尚服裝轉為市

場驅動（market-driven）模式的最好解說53。 

現在整體服裝消費環境講求快速，但設計概念從孕育、建構到成型、具體表現是

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當設計師靈感的產生跟不上市場環境的迅速變遷，加上資訊流

通的快速與便利，時裝秀不再像從前有 VIP 限定，即便未受邀出席，線上也有直播，

過去時尚品牌設計師的先進者優勢不再，仿冒、抄襲事件更容易產生。服裝設計的本

質並未改變，但是產業運作模式漸被改變，其中利弊參半。 

第二款 網紅崛起形成新管道 

傳統上，設計師於時裝秀尚呈現的設計概念是經由兩種管道傳遞，一為具有影響

力的公眾人物，通常是演藝名人，透過於公開場合穿著亮相，是大眾爭相模仿；另一

種則是時尚雜誌，例如：國際知名的 Vouge、ELLE 等雜誌，其中包括新趨勢話題專

題、設計師專訪等方式傳遞，而這樣的傳遞方式較為緩慢。但近年社群網站十分發達，

大家喜歡在網路上分享生活中的大小時，同時造就了網紅的崛起54，也因為這些網紅

多數面貌身材佼好、風格獨特，打扮造型十分完美、時髦，有的甚至全身上下都是名

牌，而吸引了數十萬至上百萬的紛絲關注，其實她們在做的事情就是美感輸出，把自

己的穿衣風格分享給大家。因為擁有廣大追隨者，因此也引起了各大品牌的注意，紛

紛有品牌找上他們，送禮、邀請他們出席活動，只希望能在網紅們每天的分享中博得

些許版面，獲得曝光。與此同時，也有許多網紅紛紛推出自己的「獨家定製款」，而

                                                 
52 Sue Jenkyn Jones，同前註 29，頁 74-79。 
53 Moretta Tartaglione, Andrea & Antonucci, Emanuela, Value Creation Process in the Fast Fashion Industry: 

Towards a Networking Approach, p.12 (2013). 
54 意指人物因外貌或才藝或特殊事件在網路上爆紅，有意或無意間受到網路世界的追捧，成為「網絡

紅人」。「網路紅人」的產生不是自發的，而是網路媒介環境下，網路紅人、網紅推手、傳統媒體以

及受眾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體綜合作用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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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獨家定製，常常就是仿製知名品牌的產品，僅有仿的多少的程度上區別，之後

再貼上自己的品牌做銷售，成為快時尚品牌之外的仿製者。 

風格與潮流係經過大量複製所形成，為時尚之本質，但此並非意味可毫無變化的

完全抄襲，本研究認為風格與潮流屬於抽象的概念，應無法被一人或少數人所壟斷，

因此應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但如何以設計手法表現出某風格為設計師結合自身美學觀

感、產業經驗與心力所產生之結晶，應屬受著作權保護之表達，如著作權法不阻止大

量服裝設計抄襲、仿製之問題，恐違背著作權法促進多元文化形成之制度目的，長遠

而言亦非好事。 

第二項 仿裝時尚對產業的影響 

過去，人們認為會購買高級設計師服裝的人，不會去買仿製品，兩者有明顯的市

場區隔，這樣的論點也正是反對時尚設計產業應有周全智慧財產權保護者的辯詞之

一，他們認為商標保護對於設計師、設計品牌的保護已經足夠，但這樣的見解似乎忽

略了在網際網路發達、網紅崛起下盛行的「混搭風」，身穿平價服裝，手提精品名牌

包、精品外套配飾進行穿搭的大有人在，形成一種混搭美學55。現代人重視的不再是

全身穿戴高昂的品牌服裝，以彰顯身份地位，更注意的是一個人的品味，使得高級設

計師服裝與平價服裝之客群具有重疊性。 

第一款 經營模式改變 

以往設計師品牌為了宣傳新一系列設計，會特地區分為男女裝週為作品呈現，但

受到快時尚、仿裝時尚的影響，半年一次的新系列推出已跟不上消費者變化的腳步，

許多品牌漸漸地打破過去的春/夏時裝周（每年 9 月至 10 月）和秋/冬時裝周（每年 2

月至 3 月）的慣例，並把早春與早秋系列（即每年 1 月和 6 月）納入常規，且為了和

                                                 
55 See Moretta Tartaglione, Andrea & Antonucci, Emanuela, supra note 53, at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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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時尚拼輸贏，以及時尚系統失靈而做出調整對策，更漸有品牌採取「隨看隨買（See 

now, buy now）」的機制，秀上服裝在時裝秀當天立刻可在線上及門市購得56。Burberry

在 2016 年初把旗下的 London、Prorsum 與 Brit 系列合併，取消男裝週的發表，改 1

年 2 場秀，火力集中在 9 月和 2 月的女裝週，而 Burberry 本身不再以春夏秋冬區分系

列，採隨看隨買模式，當下發表，店內立馬買得到，9 月初試水溫後大為轟動，隨看

隨買此一名詞迅速遍佈在在倫敦與紐約時裝周。隨後 Tommy Hilfiger、Ralph Lauren、

Rebecca Minkoff、Tom Ford 等品牌，全部加入隨看隨買的陣容。有些品牌則是改採

男裝女裝併秀，例如：Bottega Veneta、Antonio Marras、Vetements，不想再一年辦那

麼多場的秀，讓設計師創意有喘息的空間，只有向來以老大哥自居的巴黎，例如 Dior、

Chanel 和 Kering 集團所屬品牌，固守成見，反對隨看隨買。 

為了與快速時尚、仿裝時尚競爭，設計師品牌自 2003 年到 2008 年不斷增添刺

繡等等的裝飾品來提升商品的價值，藉此產生和快速時尚的分野，同時也使商品的售

價大約提升了兩倍57。也有高級品牌設計師設計出難以模仿的服裝，減少休閒、垂墜

式的連衣裙（casual drape-style dresses）設計，轉向正式、具設計感外觀、特殊形狀、

廣泛拼接、並使用高級布料的設計58。事實上，也有許多設計師品牌選擇與快時尚採

取聯名的方式，推出聯名系列，設計師品牌除可以藉此打出知名度、觸及更多客層，

塑造「想要」的慾望，形成「崇拜」，無形中提升品牌地位與價值，而快時尚品牌同

時也藉此重塑形象，洗刷過去抄襲者的罵名，並希望從中學習到設計師品牌的設計精

                                                 
56 Hsiang Chang，2016 年度時尚頭條 精品營收慘 素人網紅當道， evoke， 2016 年 12 月 30 日，

http://www.evoketw.com/2016%E5%B9%B4%E5%BA%A6%E6%99%82%E5%B0%9A%E9%A0%AD%E

6%A2%9D-%E7%B2%BE%E5%93%81%E7%87%9F%E6%94%B6%E6%85%98-%E7%B4%A0%E4%B

A%BA%E7%B6%B2%E7%B4%85%E7%95%B6%E9%81%93.html （最後瀏覽日：2017 年 7 月 24 日）；

Vetements 創意總監 Demna Gvasalia 談時尚系統失靈下的品牌對策，BeautiMode，2016 年 2 月 11 日，

http://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1398/（最後瀏覽日：2017 年 7 月 24 日）。 
57 Binkley, C., WEEKEND JOURNAL; Fashion: Racking up the sale; how clothes make it from the runway 

to the shop on the corner, Mar 14, 2008,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available at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315368053?accountid=10067. 
58 See Kimberly A. Harchuck, supra note 48, at 85. 

http://www.evoketw.com/2016%E5%B9%B4%E5%BA%A6%E6%99%82%E5%B0%9A%E9%A0%AD%E6%A2%9D-%E7%B2%BE%E5%93%81%E7%87%9F%E6%94%B6%E6%85%98-%E7%B4%A0%E4%BA%BA%E7%B6%B2%E7%B4%85%E7%95%B6%E9%81%93.html
http://www.evoketw.com/2016%E5%B9%B4%E5%BA%A6%E6%99%82%E5%B0%9A%E9%A0%AD%E6%A2%9D-%E7%B2%BE%E5%93%81%E7%87%9F%E6%94%B6%E6%85%98-%E7%B4%A0%E4%BA%BA%E7%B6%B2%E7%B4%85%E7%95%B6%E9%81%93.html
http://www.evoketw.com/2016%E5%B9%B4%E5%BA%A6%E6%99%82%E5%B0%9A%E9%A0%AD%E6%A2%9D-%E7%B2%BE%E5%93%81%E7%87%9F%E6%94%B6%E6%85%98-%E7%B4%A0%E4%BA%BA%E7%B6%B2%E7%B4%85%E7%95%B6%E9%81%93.html
http://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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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及文化特色，例如：H&M 與 Karl Lagerfeld59、Alexander Wang、Comme des Garcons、

Jimmy Choo、Maison Margiela、LANVIN、Stella McCartney、KENZO 等一系列橫跨

歐美亞的著名設計師合作。 

第二款 回歸對設計的重視 

即便有快時尚品牌欲透過聯名改變形象，快時尚品牌抄襲設計師品牌的事件仍層

出不窮，例如：Zara 抄襲 Valentino2014 春夏拼接上衣（圖 2-5）、ASOS 抄襲英國設

計師品牌 Laurie Lee Leather 之夾克設計（圖 2-6）。但時尚設計界並不只存在有快時

尚抄襲設計師品牌或其他藝術家設計的現象，近期也有一些設計師、藝術家出面指控

高級設計師品牌抄襲其過去的作品，例如：2017 年 5 月 Gucci 於時裝秀上發表 2018

年早春系列時，被紐西蘭插畫家 Stuart Smythe 指控「GUCCIFY YOURSELF」T 恤圖

騰抄襲其在 2014 年為 CLVL Apparel Co.服裝公司設計的響尾蛇圖騰60。 

 

圖 2- 5 VALENTINO 與 ZARA 服裝設計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9 有「時尚老佛爺」之稱的卡爾拉格斐 Karl Lagerfeld，曾經擔任 CHANEL 設計師 32 年、FENDI 設

計師 50 年，於 2004 年與 H&M 聯手推出該品牌第一個聯名限量系列，成為平價時尚與高級品牌設計

師聯手的開端。 
60 Gucci's Alessandro Michele: Creative Genius or Glorified Copycat?, June 22, 2017, The Fashion Law, 

available at 

http://www.thefashionlaw.com/home/guccis-alessandro-michele-saddened-by-claims-of-copying?rq=Stuart%

20Sm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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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LAURIE LEE LEATHER 與 ASOS 皮夾克比較 

（資料來源：Laurie Lee Leather ‘s IG） 

 

 

圖 2- 7 STUART SMYTHE 與 GUCCI 設計比較圖 

（資料來源：The Fashion Law） 

根據報導，從 2016 年開始，快時尚業績已不如往年風光，從數據上來看，美國

品牌 GAP 已連續 7 季營收衰退，子品牌 Old Navy 也宣布將全面退出日本市場；瑞典

品牌 H&M 第三季淨利率年減 9.2％。而 UNIQLO 衰退幅度最大的，所屬的迅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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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下半年度淨利衰退 8 成61。除了消費者開始意識到大量購買快時尚衣物所造成

的浪費及環境污染，消費觀念正逐漸改變當中，對於服裝的個性、經典與耐用度更加

的要求，設計感的追求重新回到消費者的心中，快時尚面對這樣的環境也逐漸調整經

營方針當中。由此可見，快時尚品牌或仿裝時尚雖然乘著科技發展，並藉著智慧財產

權法對於時尚產業、服裝設計保護的灰色地帶迅速發展，滿足消費著求新求變的消費

渴望，但在這樣的模式過度浪費與不環保下，大眾開始反思，不論是高級設計師品牌、

一般設計品牌或是大眾服裝品牌，再度回到以設計本位，提供消費者更多元、足以展

現個人風格之服裝，而這樣的氛圍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尤其是重視創作之著作權

保護不容缺席，畢竟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可以與眾不同，不希望成為他人的複製品，也

希望可以有更多具有文化內涵的多元服裝可供選擇。是以，不論是紡織品設計或是服

裝設計均應該受到適當之著作權保護，除可以保障設計師創意的表達不被任意抄襲之

外，更可以促進多元設計呈現，有助於整體國家文化的提升。 

仿裝時尚蔚為流行，抄襲爭議層出不窮，究竟國際間對於服裝設計是否完全持開

放態度，無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問題，為本研究亟欲得知的，故下一節將進一步檢視國

際間對於時尚設計，甚至是服裝設計的保護態度。 

第三節 國際對於時尚設計的保護 

第一項 TRIPS 協定 

世界貿易組織（WTO）於 1994 年成立，加入者均須受「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

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61 陳韋元，快時尚王國的遲暮之年？論快時尚的困難和瓶頸，維京人酒吧，2017 年 6 月 10 日，

http://vikingbar.org/2017/06/%E5%BF%AB%E6%99%82%E5%B0%9A%E7%8E%8B%E5%9C%8B%E7

%9A%84%E9%81%B2%E6%9A%AE%E4%B9%8B%E5%B9%B4%EF%BC%9F%E8%AB%96%E5%BF

%AB%E6%99%82%E5%B0%9A%E7%9A%84%E5%9B%B0%E9%9B%A3%E5%92%8C%E7%93%B6

%E9%A0%B8/（最後瀏覽日：2017 年 7 月 24 日）。 

http://vikingbar.org/2017/06/%E5%BF%AB%E6%99%82%E5%B0%9A%E7%8E%8B%E5%9C%8B%E7%9A%84%E9%81%B2%E6%9A%AE%E4%B9%8B%E5%B9%B4%EF%BC%9F%E8%AB%96%E5%BF%AB%E6%99%82%E5%B0%9A%E7%9A%84%E5%9B%B0%E9%9B%A3%E5%92%8C%E7%93%B6%E9%A0%B8/
http://vikingbar.org/2017/06/%E5%BF%AB%E6%99%82%E5%B0%9A%E7%8E%8B%E5%9C%8B%E7%9A%84%E9%81%B2%E6%9A%AE%E4%B9%8B%E5%B9%B4%EF%BC%9F%E8%AB%96%E5%BF%AB%E6%99%82%E5%B0%9A%E7%9A%84%E5%9B%B0%E9%9B%A3%E5%92%8C%E7%93%B6%E9%A0%B8/
http://vikingbar.org/2017/06/%E5%BF%AB%E6%99%82%E5%B0%9A%E7%8E%8B%E5%9C%8B%E7%9A%84%E9%81%B2%E6%9A%AE%E4%B9%8B%E5%B9%B4%EF%BC%9F%E8%AB%96%E5%BF%AB%E6%99%82%E5%B0%9A%E7%9A%84%E5%9B%B0%E9%9B%A3%E5%92%8C%E7%93%B6%E9%A0%B8/
http://vikingbar.org/2017/06/%E5%BF%AB%E6%99%82%E5%B0%9A%E7%8E%8B%E5%9C%8B%E7%9A%84%E9%81%B2%E6%9A%AE%E4%B9%8B%E5%B9%B4%EF%BC%9F%E8%AB%96%E5%BF%AB%E6%99%82%E5%B0%9A%E7%9A%84%E5%9B%B0%E9%9B%A3%E5%92%8C%E7%93%B6%E9%A0%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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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簡稱 TRIPS）之拘束62。意即，成員國之智慧財產權法律

規範必須符合 TRIPS 所制定的最低標準。 

TRIPS 第 25 條第一項規定：「成員應對具新穎性或原創性之獨創之工業產品外

觀設計（industrial design）予以保護。成員得規定，工業產品外觀設計不能顯著區別

於已知之外觀設計或已知外觀設計特徵的組合時，為不具新穎性或原創性之外觀設

計。會員得規定，此種保護之範圍，不及於基於技術或功能性之需求所為之外觀設計。」

63；同條第二項規定：「會員應確保對紡織品設計（textile designs）之申請保護要件，

不致因費用、審查或公告程序，不當損害尋求或取得此項保護之機會。會員得以工業

產品外觀設計法或著作權法提供此項保護。」64 本條規定隸屬於第四部分「工業產

品外觀設計」（Industrial design）項下，非屬於第一部分之著作權或第五部分之專利

權，由此可知，TRIPS 對於工業產品外觀設計之保護留給成員國很大的選擇空間，可

自由選擇要以著作權、設計專利或是其他設計權予以保護，同時也因為外觀設計之定

義相當模糊，導致其與其他智慧財產權，例如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等相互重疊。實

際保護要件為何？有學者認為成員國可要求同時具備新穎性及原創性要件時方保護

工業產品外觀設計，但是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解釋方式從文義上與立法解釋上難以被接

受65，擇一要件保護較為妥適。而紡織品設計部分之約定則反映出產業具備快速退流

行的特性，要求成員國應該對紡織品設計予以即時性的保護66。此外，TRIPS 第 26

                                                 
62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pr. 15, 1994,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1C, 

https://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27-trips.pdf；蕭雄淋，著作權法論，8 版，頁 42（2015）。 
63 Id. Article 25.1 (“Members shall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ependently created industrial designs that 

are new or original. Members may provide that designs are not new or original if they do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from known designs or combinations of known design features. Members may provide that such 

protection shall not extend to designs dictated essentially by technical or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64 Id. Article 25.2 (“Each Member shall ensure that requirements for securing protection for textile designs, 

in particular in regard to any cost, examination or publication, do not unreasonably impair the opportunity to 

seek and obtain such protection. Members shall be free to meet this oblig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design law 

or through copyright law.”). 
65 許忠信，WTO 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之研究，頁 38-39（2005）。 
66 同前註，頁 39。 

https://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27-trip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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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款規定，外觀設計的所有權人應當有權阻止第三方為商業目的而製造、銷售和

進口所包含外觀設計與受保護外觀設計完全相同或實質近似的物品67。 

即便 TRIPS 要求應對工業產品外觀設計予以智慧財產權法保護，但是並未對何

謂工業產品外觀設計予以定義，成員國需一並遵守之伯恩公約、巴黎公約亦未有所定

義，但是根據管理全球大部分智慧財產權國際條約的組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IPO）的解釋，工業產品外觀設計保護的是產品的裝飾性、藝術性層面，由線條、

色彩或其組合所形成平面或立體具特殊視覺上或觸覺上吸引力之產品或手工藝品，且

可被大量製造68。依此解釋，工業產品外觀設計可包括服裝設計、跑車造型、輪胎花

紋等，此外，TRIPS 協定並未提及第 12 條所指之應用美術作品與工業外觀設計之間

的關係。 

關於紡織品設計部分，於條文文義上可認為國際間對於「設計」之實體法上保護

方式並無強制規定，但有文獻認為，這條應有兩種解釋方法，一種是只要最低程度保

護到紡織品設計就好，所以設計專利、著作權法甚至是商標法有某種程度保護到即

可，另外一種說法是認為紡織品設計應該受到某種特定法規最大程度的保護69。故，

台灣及美國現行法規下對於紡織品設計的保護是否符合 TRIPS 的要求，則視採取何

種解釋而定。本研究認為，因應 TRIPS 即時、有效取得保護紡織品設計之目的，考

量時尚設計產業週期短、變化快速的特性，現行美國及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框架下，

以著作權法保護應較為妥適，因為著作權法採創作保護主義，而設計專利必須經審查

程序，獲證後方受保護，審查時程恐長於時尚週期變化的速度。 

                                                 
67 See supra note 62, Article 26.1 (“The owner of a protected industrial design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prevent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the owner’s consent from making, selling or importing articles bearing or embodying 

a design which is a copy, or substantially a copy, of the protected design, when such acts are undertaken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68 “Industrial designs are compositions of lines or colors or any three-dimensional forms which give a 

special appearance to a product or handicraft. They protect the ornamental or aesthetic aspect of a useful 

article, which usually appeals to the sense of sight or touch and can be reproduced in significant quantities. ” 

http://www.wipo.int/sme/en/ip_business/industrial_designs/index.htm ( last visited July. 3, 2017) 
69 Anne Theodore Briggs, Hung out to Dry: Clothing Design Protection Pitfalls in United States Law, 24 

Hastings Comm. & Ent. L.J. 169, 209 (2002). 

http://www.wipo.int/sme/en/ip_business/industrial_design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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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伯恩公約 

依伯恩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文學與藝術著作係指以任何方式或形式表達之文

學、科學及藝術範圍之製作物，其中包括應用美術著作（works of applied art）」，該

公約本身並未指明應用美術著作之定義與範圍70，但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官方所出版之「伯恩公約文學與藝術作品

保護指南」中曾簡單例示應用美術著作之樣態，舉凡小飾品、珠寶、金銀器、家具、

壁紙、裝飾物、服裝等皆屬之，並進一步指出，依突尼斯模範法典（Tunis Model Law）

之規定，應用美術著作包含兩類：第一類是為藝匠所做（those made by craftsman ）

之藝術品；第二類則係經由工業程序所生產（those made by an industrial process），

此乃指以工業程序大量生產但仍具有美術價值之物品而言71。故，我們可以將應用美

術著作大致分為「美術工藝品」與「美術工業產品」兩類。但是指南也同時提到，各

該類型的具體保護要件及保護方式交由各國內國法自行決定72，而伯恩公約第 2 條第

7 項也同樣規定：「成員國得以國內法規定有關應用美術著作及工業設計和新型之法

律適用範圍與保護要件。在其源流國僅以設計或新型受保護之著作，在本聯盟其他成

員國應以該國之設計或新型法律加以保護。但如該國並無該等特別保護，則該等著作

應以美術著作加以保護。」73。是以，從伯恩公約來看，成員國均應保護應用美術，

                                                 
70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rticle 2 (1)(“The expressi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include every production in the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domain, 

whatever may be the mode or form of its expression, ..; works of applied art; illustrations, maps, plans, 

sketches and three-dimensional works relative to geography, topography, architecture or science.”). 
71 WIPO, Guide to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Geneva, at 16-17 

(1978). 
72 Id. at 17. 
73 See supra note 70, Article 2 (7)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7(4) of this Convention, it shall be a 

matter for legisl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laws to 

works of applied art and industrial designs and models,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uch works, 

designs and models shall be protected. Works protected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solely as designs and models 

shall be entitled in another country of the Union only to such special protection as is granted in that country 

to designs and models; however, if no such special protection is granted in that country, such works shall be 

protected as artistic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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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保護方式、要件及範圍交由各國自行決定，可以屬於特別的外觀設計法、設計專

利或著作權法的範疇。 

第三項 歐盟共同體設計 

歐盟為促進聯盟國間商品之自由流通，於 1998 年通過「設計保護指令」（Directive 

98/7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13 October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受保護的設計為產品的整體或部分外觀，包括由線條、輪廓、

顏色、外形、紋理，及/或產品的材質，及/或其裝飾74，而產品係指任何工業或手工

物品，包含意圖組成複合產品的內部零件、包裝、服式（get-up）、視覺符號以及印

刷字體，但不包括電腦程式75。採取註冊保護方式，除了要具備新穎性（new）外，

也要有獨特性（individual character），兩設計間若僅具備非關實質的細微差異，則會

被認為相同，而當具有知識的使用者（informed user）對設計的整體印象認為與新穎

性判斷時點既存之設計不相同，則具有獨特性，且設計師設計時的自由發揮程度應納

入考量76，新穎性之優惠期為 12 個月77。指令提供了自申請日起 5 年至 25 年的設計

權保護78。保護及於裝飾性及功能性的元素，只要該設計的外觀特徵不是僅依技術功

能需求所為，或為了與另一產品結合發揮其功能，而必須以某特定形式呈現79，則可

受設計保護。如同著作權法，指令同樣訂有責任排除條款80，在特殊情形之下，並不

構成設計侵權。 

                                                 
74 Directive 98/7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13 October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Article. 1(a)(“‘design’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a product 

resulting from the features of, in particular, the lines, contours, colours, shape, texture and/or materials of the 

product itself and/or its ornamentation”). 
75 Id. Article. 1(b)(“‘product’ means any industrial or handicraft item, including inter alia parts intended to 

be assembled into a complex product, packaging, get-up, graphic symbols and typographic typefaces, but 

excluding computer programs”). 
76 Id. Article. 4, 5.  
77 Id. Article. 6. 
78 Id. Article. 10. 
79 Id. Article. 7. 
80 Id. Articl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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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這只是指令，詳細規定仍交由歐盟各國自行決定，故仍產生許多申請上的

不便及法規上的歧異，故 2002 年歐盟通過了「共同體設計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f 12 December 2001 on Community Designs）81，且保護方式分為「已

註冊」（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s, RCDs）與「未經註冊」（un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s, UCDs）的設計82，其他諸多規定均援用設計保護指令之規定。經註冊之設計，

其保護期間為自申請日起算 5 年，最多可延長保護至 25 年，而未經註冊之設計，自

設計公開日起有 3 年之保護83，且得於公開後之 12 個月內申請註冊共同體設計。因

各會員國間對於是否以著作權保護工業設計的態度並不一致，且擔心過長的保護會導

致壟斷，故不以著作權法保護工業設計，但是在未經註冊的共同體設計制度中，不論

是設計權的生效期間或效力範圍，仍可看到著作權制度的影子84。不論是否為經註冊

之設計，設計權排他效力均即於禁止第三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其設計，包括製造、供

應、銷售、進出口、使用含有該設計或實施該設計的產品，或基於前述目的儲存該類

產品85。但是未經註冊的設計權人權利範圍僅限於抄襲該受保護設計所生的競爭使

用，如果競爭使用為設計師獨立創作，且可合理認為其並不知該設計權人受保護之設

計已為公眾可取得，則該使用不得視為抄襲受保護之設計86，此部分與著作權法十分

相像。 

                                                 
8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f 12 December 2001on Community designs, available at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law_and_practice/cdr

_legal_basis/62002_cv_en.pdf.  
82 Yaseen Eldik & Megan Michaels, Eyes off the Runway: How to Prevent Piracy in Fashion, 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ONLINE, p.1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hnlr.org/wp-content/uploads/Eyes-off-the-Runway-Eldik-Michaels1.pdf. 
83 Supra note 81, Article 11, 12. 
84 徐銘峯，歐盟共同體設計保護制度制定脈絡之探討介紹，智慧財產權，第 151 期，頁 62（2010）。 
85 Supra note 81, Article 19. 
86 Supra note 81, Article 19.2.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law_and_practice/cdr_legal_basis/62002_cv_en.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law_and_practice/cdr_legal_basis/62002_cv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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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從前述 TRIPS 協定及伯恩公約可得知，國際間有要求對工業產品外觀設計、應

用美術作品予以保護，僅因為國際各國既有規範有所不同，而允許各國以設計專利、

著作權法或是特殊外觀設計法規予以保護。美國同時為 WTO 及伯恩公約成員國，而

我國雖未加入 WIPO 組織也未簽署伯恩公約，但為 WTO 成員國，故依 TRIPS 第 9

條仍應遵守伯恩公約87，關於工業產品外觀設計及應用美術作品之保護規範美國及我

國均應遵守。 

時尚設計、服裝設計應屬於應用美術之一環，各國可以自由選擇以設計專利、著

作權法或是特殊外觀設計法規予以保護，例如歐盟即制定有「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

（Council Regulation 6/2002/EC），同時以經註冊及未經註冊之方式保護設計，且並

不排除含有實用功能性之產品受到保護。義大利及法國於其著作權法當中名列時尚設

計為受保護的著作類型，英國則是以設計權做保護88。歐盟未經註冊之設計保護制度

符合時尚產業變化快速且時尚週期較短之特性，禁止重製設計以及非關實質的細微差

異變化，並明文要求考量設計師設計時可自由發揮的程度，更是考量到許多時尚設計

產品係根據既有的產品、元素再為設計創作的特質，值得參考。 

美國及台灣同樣均未制定特殊專法保護時尚設計、服裝設計，而本研究秉於以下

理由，認為以著作權法保護時尚設計較為妥適： 

首先，TRIPS 協定對於紡織品設計予以即時性保護之意旨，及因應時尚設計產業

週期變換快速、將舊有元素組合、再創作之特性，設計專利採註冊保護方式，並無法

提供即時有效之保護，且有新穎性、進步性之要求，保護門檻高，時尚設計難以通過。

再者，歐盟共體設計規則採取經註冊保護與未經註冊保護雙軌制，未經註冊的共同體

                                                 
87 See supra note 62, Article 9.1(“Member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1 through 21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1971) and the Appendix thereto.”). 
88 See Anne Theodore Briggs, supra note 69, at 4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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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制度被認為主要為時尚設計產業所使用，且不論是設計權的生效期間或效力範

圍，均可看到著作權制度的影子，歐盟與此部分富含著作權保護思維。最後，本研究

認為時尚設計與其他受著作權保護之視覺藝術具有諸多共同特徵，例如：重視視覺感

官效果、創作中隱含所欲傳遞之資訊、為設計者投入創意與心力所得之成果，均對人

類歷史文化有貢獻，不應受到差別對待。 

是以，以下章節僅針對兩國之著作權法制進行介紹與分析，探討在現行法制下，

兩國著作權法對於時尚設計，尤其是服裝設計的保護範圍為何，及可能遇到的困難，

最後給予本研究對於以著作權保護服裝設計方式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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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對服裝設計之保護 

國際規範將對於工業產品外觀設計、應用美術的保護方式交由各會員國決定以設

計專利、著作權亦或其他設計法規予以保護。美國設計專利保護起源 1842 年，因為

當時欠缺對於裝飾性設計的保護，有好長一段時間時尚產業試圖尋求以設計專利保護

時尚設計，但都得不到結果，故 1913 年開始，設計師們漸轉向尋求著作權保護89。

過去長期以來，設計專利的保護集中於鞋子及傢俱設計，但是在時尚設計領域尤其是

服裝的部分甚少，近期逐漸有手提包、太陽眼鏡、女性內衣、瑜珈褲、塑身衣受到設

計專利的保護。2012 年 8 月加拿大瑜珈服品牌 Lululemon 向美國德拉瓦地方法院對

Calvin Klein 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主張 Calvin Klein 所販售的褲子侵害其 3 件設計專利

90，不過雙方最後於同年 11 月達成和解，所以無從得知法院對於以設計專利保護服

裝設計的態度。觀察司法實務上之相關案例可知91，設計專利於進步性判斷上的要求

較著作權法上關於原創性的要求高出許多，設計必須非相同領域具有通常知識經驗的

設計師可輕易完成的設計，且超越與先前技術具相同知識經驗設計師的才能範圍。不

論是早期或近期，即便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並不排除服裝設計之設計專利保

護，但是在司法實務上，進步性要件門檻高，要通過檢驗甚為困難，使具流行性的設

計不易受到保護，因時尚設計、服裝設計多係建立在流行元素上，再由各設計師依照

各自設計風格變化而成，或沿用過去已公開、流行過的素材，經過重新設計再行推出，

要通過進步性審查是難上加難。此外，設計專利之保護必須先向美國專利商標局為註

冊申請，註冊時程往往十分冗長，不符合時尚產業、服裝設計此種流行變化快速的特

                                                 
89 See Kimberly A. Harchuck, supra note 48, at 75-76. 
90 Lululemon v. Calvin Klein: Take Notice, The Fashion Law (Oct. 22, 2012), 

http://www.thefashionlaw.com/home/lululemon-v-calvin-klein-take-notice. 
91 Cavu Clothes v. Squires, Inc., 184 F.2d 30 (6th Cir. 1950).；MRC Innovations, Inc. v. Hunter MFG., LLP, 

747 F.3d 1326 (Fed. C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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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認為設計專利保護不適合時尚之服裝設計，故以下不會進

行設計專利保護之討論，僅專注於著作權保護部分。 

第一節 美國著作權法 

美國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源自於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8 款之授權，該條文揭示：「為

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之發展之目的，國會應有權限授予作者及發明者，對於其作品及

發明一定時間之專屬權利。」92 是以，著作權法具有促進國家藝術文化發展之目的。

又，本研究所欲探討者為時尚設計中之服裝設計保護，屬於實用物品（useful articles）

之設計類型，於著作權法領域中較可被歸類為應用美術著作（works of applied arts），

故以下將主要針對服裝設計於著作權法上會遇到之法律規定，即美國「應用美術著作」

保護在行政及立法上的態度進行檢視、討論與分析，並檢驗司法機關之態度，以明確

保護範圍，並試圖找出未來服裝設計可行之保護方式。 

第一項 保護客體 

依照現行美國著作權法第 102 條 a 項其保護之著作類型為「文學著作、音樂著作、

戲劇著作、默劇及舞蹈著作、PGS 著作、電影及其他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

93，但此些著作類型僅為例示規定而非列舉規定。 

美國著作權法制定於 1790 年，至今歷經多次修法，1909 年版著作權法之前，美

國著作權法僅保護「純美術（fine art）著作」，直到 1909 年修改著作權法後，才不

                                                 
92 U.S. CONST. art. Ⅰ,§8, cl.8(“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93 17U.S.C §102(a) (2016) (“Works of authorship include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literary works; (2) musical works, including any accompanying words; (3) dramatic works, including any 

accompanying music; (4) pantomimes and choreographic works; (5) pictorial, graphic, and sculptural works; 

(6) motion pictures and other audiovisual works; (7) sound recordings; and (8) architectur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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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區分「純美術著作」與「應用美術著作」，擴大保護類型為「美術著作（works of art）」

94。從此美術著作包括純美術著作與兼具實用性之應用美術著作。 

然而，美國著作權之主管機關著作權局（Copyright Office），關於時尚設計（fashion 

design）尤其是服裝設計（garment design）是否可受著作權法保護，長期以來持否定

見解。1913 年著作權登記管理規則第 12 條 g 款即明白表示：「凡具有實用性的美術

工業產品，即便具有美學內涵或裝飾性，都不可為著作權登記。玩具、遊戲、...、刺

繡、服裝、蕾絲、梭織布料等其他類似物品，皆不受著作權保護。」95。即便當時著

作權法已將受保護之著作類型從純美術（fine art）改為美術作品（works of art），但

這樣的登記規則顯示著作權局仍相當保守地遵循舊制，認為著作權法僅保護純美術作

品，具有實用性的服裝不可能受到保護，並認為具有實用性之物品，僅能依設計專利

予以保護，避免有著作權與設計專利重疊保護的情形發生。一直到 1949 年才放寬規

定，於行政命令彙編第 202 節第 8 點改稱美術作品包括美術工藝品，無論是純美術作

品或是具有藝術性的珠寶、瓷器、玻璃器皿或是壁毯及其他足以展現美學內涵的繪

畫、圖形、雕塑等，均可受保護96，其是否屬於工業生產或具有實用目的，則非重點。

後來於 1956 年及 1959 年都有再做解釋上的調整，1959 年的登記規則即採用可分離

性判斷，表示如果實用物品的特徵可分離且可以美術著作之形式獨立存在時，該特徵

可受著作權保護97，但均明確未提及受保護者包括服裝。 

                                                 
94  “Works of art; models or designs for work of art”, Copyright Act of 1909, Sec.5. (g)., 

https://www.copyright.gov/history/1909act.pdf . 
95 Rules and Regulation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Claims to Copyright, Bull. No. 15 (1913), §12 (g) (“Works of 

art.—This term includes all works belonging fairly to the so-called fine arts. (Paintings, drawings, and 

sculpture.) Productions of the industrial arts utilitarian in purpose and character are not subject to copyright 

registration, even if artistically made or ornamented. No copyright exists in toys, games, dolls, advertising, 

novelties, instruments or tools of any kind, glassware, embroideries, garments, laces, woven fabrics, or any 

similar articles.”). 
96 37 C.F.R. §202.8 (1949) (“ (a) In general. This class includes works of artistic craftsmanship, in so far as 

their form not their mechanical or utilitarian aspects are concerned, such as artistic jewelry, enamels, 

glassware, and tapestries, as well as works belonging to the fine arts, such as paintings, drawings and 

sculpture. ...”). 
97 37 C.F.R. §202.10 (1956); 37 C.F.R. §202.10 (1959); Charles E. Colman,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 of 

American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ashion Design: Managing Mazer, 7 HARV. J. SPORTS & ENT. L. 151, 

159 (2016). 

https://www.copyright.gov/history/1909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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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修正之著作權法為美國現行著作權法制之雛形，將第 102 條著作類型之

一之「美術著作以及美術著作的模型或設計」修改為「繪畫、圖形及雕塑著作（pictorial, 

graphic, and sculpture works，以下簡稱 PGS 著作）」，並於第 101 條正式將「實用物

品（useful articles）」、「實用性（usefulness）」及「可分離性（separable）」等字

詞注入著作權法當中，正式納入著作權局長期以來對於實用物品可分離性之判斷於法

律明文規定98，並於第 101 條關於 PGS 著作之定義當中，明白表示包括應用美術

（applied art）99，奠定應用美術著作受著作權保護之基礎。惟，根據美國當時的國會

紀錄表示，即便一物品的外觀是由美感所決定，也只有當女性洋裝的元素特徵在物理

上或概念上可與實用物品之實用功能層面分離時，才有受著作權保護的可能100。 

1991 年著作權局更發表政策決定（Policy Decision），重申於 1976 年修正著作權

法過程中建立的原則，表示「不可以僅因服裝的外觀具有美感性而使之受著作權法保

護」101。並闡釋未來著作權局給予著作權登記的標準，認為立體設計（three-dimensional 

aspects）之服裝（apparel）、戲服（costume）不可受著作權保護，因為他們認為服

裝或戲服本身屬於實用物品，且沒有藝術性特徵可與整體實用形狀分離，但是認為添

加於服裝表面的平面設計（two-dimensional design），因為可與服裝分離，所以可受

著作權保護102。相對的，紡織品設計雖同樣具備實用功能，但其上之設計長期以來被

                                                 
98 House Report on the 1976 Act, 54; 17U.S.C. §102, §101 (1976).  

99 平面（2D）及立體（3D）之美術著作、圖形著作以及應用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印刷以及藝術重

製物、地圖、地球儀、圖表、工程設計圖、圖解以及模型，均屬於 PGS 著作之一部分。 
100 H.R. Rep. No. 94-1476, at 9 (1976), reprinted in 1976 U.S.S.C.A.N. 5659, 5668 (“[A]lthough the shape 

of an industrial product may be aesthetically satisfying and valuable, the . . . intention is not to offer it 

copyright protection . . . [u]nless the shape of [the] . . . ladies' dress . . . or any other industrial product 

contains some element that, physically or conceptually, can be identified as separable from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at article . . . . The test of separability and independence from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article” does not depend upon the nature of the design--that is, even if the appearance of an article is 

determined by esthetic [sic] (as opposed to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only elements, if any, which can be 

identified separately from the useful article . . .are copyrightable.”). 
101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56 Fed. Reg. 56530 (1991) (“clothing cannot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merel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eful article is determined by aesthetic considerations.”). 
10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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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具可分離性，為受著作權保護之客體103。而著作權局這樣的見解一直影響到美國

實務到今日，產生司法上爭議不斷之服裝設計是否受著作權保護之問題。 

由此可見，服裝設計是否為受著作權保護之客體，主要區分為紡織品設計與服裝

本身的設計兩大類，兩大類均必須經過可分離性之判斷，但後者長期被認為無法通過

檢驗，非受保護之客體。事實上，本研究認為，兩者之間尚存在一灰色地帶，即非屬

反覆印製於布料上之圖樣，而係基於整體視覺上之考量，利用美術技法印製或縫於布

料上不具重複性之設計，此一第三類屬性。關於何謂實用物品、可分離性，將於下一

部分作詳細說明。 

第二項 保護要件 

第一款 固著（fixation）且非 17U.S.C.§102(b)不予保護之對象 

依照美國著作權法第 102 條 a 項其保護之著作類型為「文學著作、音樂著作、戲

劇著作、默劇及舞蹈著作、PGS 著作、電影及其他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

但此些著作類型僅為例規示定而非列舉規定。此外，該著作尚須「固著」於現在已知

或將來可能發展之有形表現媒介上，使著作得藉該表現媒介得以感知、重製或播送，

不論係直接或經由機械或裝置之輔助104 。同條 b 項更指出著作權法只保護表達，不

保護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105。易言之，著作必須

穩定且非暫時地固著於一使人可感知、重製或傳達的媒介上，且要注意「思想與表達

                                                 
103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924.3(A)(1) (3d ed.2014). 

104 17U.S.C.§102(a)(2016) (“Copyright protection subsi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itle, in 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 fixed in any tangible medium of expression, now known or later developed, from which they can 

be perceived, reproduced, or otherwise communicated, either directly or with the aid of a machine or 

device.”). 
105 17U.S.C.§102(b)(2016) (“In no case doe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extend 

to any idea, procedure, process, system, method of operation, concept, principle, or discovery, regardless of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described, explained, illustrated, or embodied in suc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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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分」（Idea-Expression Dichotomy），固著要件較好理解，因為有助於文化之傳

遞，但思想與表達如何區分卻是較為困難的，長期困擾著學說與實務。 

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是因應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一條的言論自由條款106，以及憲

法基於公共利益考量，透過予以暫時性的著作權法保護鼓勵創作，促進人類文化、知

識的累積而有的一個原則。因為每個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為創作，而前人所留

下的知識屬於全體人類共同的資產，思想不應由任一個人獨佔，所以思想與表達之區

分甚為重要。另外，就言論自由條款而言，學者認為，某程度的著作權保護固然會促

進資訊的生產，但是太過強烈的著作權保護則會大幅增加未來創作者的成本，不利於

言論自由保護107。故有學者本於此一原則認為，著作權法並不禁止自他人的設計中擷

取靈感，來創作自己的設計作品，因為思想、概念是不受保護的，而服裝之剪裁、款

式、造型、流行或風格即屬於思想、概念108。但是擷取靈感與仿製、抄襲之間的界線

相當模糊，也是實務判斷上的困難處。抽象測試法（Abstractions Test），是美國著作

權法上判別一般著作物內容為思想或表達之最重要測試方法，1930 年由美國聯邦法

院 Hand 法官於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109案中所發展，任何作品（特別是

戲劇）均包含大大小小之事件，如果將事件逐漸抽離出來，則隨著抽離事件之增加，

會產生越來越抽象或越來越具有普遍之「模式」，此種具有普遍性或高度抽象性之模

式可能適用於任何其他之作品，抽離至最後，可能只剩下非常普通一般性之描述，例

如係主題或戲劇之名稱即是。故在此一串之抽離過程中，必然存在某界線，超越此界

線後，則因事件抽離後，該普遍之抽象模式乃屬與公共財產之思想，故為著作權法所

不保護。此具有普遍性之抽象模式可存在於不同層級，普遍性與特殊性之區別即為決

                                                 
106 See NIMMER & NIMMER, supra note 25, §2.03[D],2-36.2 (2008). 
107 Yochai Benkler, Constitutional Bounds of Database Protection: The Role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reation and Definition of Private Rights in Information, 15 BERKELEY TECH. L.J. 535, 553-57. 
108 林利芝，同前註 3，頁 78；章忠信，時髦與流行有必要用著作權保護嗎？，民國 99 年 3 月 31 日，

著作權筆記，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54&aid=2222 （最後瀏覽日：2017

年 7 月 15 日）。 
109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 45 F. 2d 119(2d Cir. 1936).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54&aid=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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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思想與表達區分之基準110。但是視覺性著作於性質上難以解構之方式分析比對出思

想與表達，故產生「整體觀念與感覺測試法」，以觀感及意境為表達成分，同時也因

為思想與表達區分上的困難，導致美國實務上有許多法院將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用於

判斷兩個作品之間是否有實質近似的問題111。Hand 法官於 Peter Pan Fabrics v. Martin 

Weiner 乙案中亦曾指出，沒有任何原則得以界定模仿者何時超出借鑑思想的範圍，

構成表達之抄襲，故處理方式僅能於具體個案具體分析112，更加凸顯思想與表達區分

上之難度。 

第二款 原創性（Originality）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2 條 a 款明文規定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須具備「原創性」113，

而此一要件亦常成為拒絕對時尚設計與服裝設計予以著作權保護的理由之一，因為反

對者認為服裝設計多承襲舊有元素，設計師間常互相參考，或將屬於公共領域之素材

重新做排列組合，難以符合原創性要件。惟，事實上有關原創性之標準，著作權法並

無明確定義，是以，經由司法實務之發展演化，各時期司法機關有不同見解，是以也

導致各時期的保護程度不同，例如實務曾經承認揮汗原則（sweat and brow doctrine），

所以只要付出勞力（labor），作品可能就可以受到著作權保護，但此項原則後來在實

務發展中被揚棄，單純的勞力付出並不構成原創性，除非對著作的貢獻具有客觀上可

辨識性的變更，且非僅為細微之差異，否則不具原創性114，故本研究認為反對理由並

不可採。 

                                                 
110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 II，8 版，頁 346-351（2014）。 
111 See NIMMER & NIMMER, supra note 25, 2.03[D], at 2-36.2 (1). 
112 Peter Pan Fabrics, Inc. v. Martin Weiner Corp., 274 F.2d 487, 489 (2d Cir. 1960). 
113 17U.S.C§102 (a)(2016) (“Copyright protection subsi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itle, in 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 .”). 
114 PAUL GOLDSTEIN, GOLDSTEIN ON COPYRIGHT, §2.2.1, at 2:18-1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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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Mazer v. Stein 為司法實務認定實用物品亦可受著作權保護的指標性判

決 ，故本研究以下主要從該案後談起美國司法實務上關於原創性之判斷標準，並僅

就歷史演變上之定義做簡述，探討著作權法上之原創性標準，不進行個案分析。 

1954 至 1976 年此一時期的案件多集中於紡織品設計（fabric design）、蕾絲

（lace），少數涉及珠寶（jewelry），對於原創性的要求非常低，甚至只要有輕微的

原創性痕跡（faint trace of originality）即可，甚至認為對於公共領域藝術的重製亦可

受到著作權保護，因為原創性重視的就是表彰作品來源（owing its origin to the 

author），與專利保護需要是天才的發明不同，且法院表示，一具備原創性的著作並

不要求該著作之所有組成元素都要具備原創性115。  

1976 至 1991 年之間，原創性標準變嚴格，多數法院將原創性的門檻提高，在 L. 

Batlin & Son, Inc. v. Snyder 的案件中，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以 Nimmer 教授的論述作為

依據，認為單純重製美術著作於其他媒介上，並不具備原創性116。後來 Nimmer 教授

亦表示從法院的態度可以知道，必須要達到實質（substantial）、非細微（not merely a 

trivial）的改變才可達到原創性標準117，不再認同過去只要輕微的原創性痕跡、對已

存在的素材做細微的添加或僅因為付出努力或有技巧（effort and skill）存在即可符合

原創性標準。 

1991-2000 年初期的案件將標準再度調降118，1991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Feist 

Pubs., Inc. v. Rural Tel. Svc. Co., Inc.案件對於原創性的闡釋，為後續實務認定的指標

性判決。法院表示，原創性要件並非特別嚴格，編著者可以利用他人已使用過之選擇

                                                 
115 Charles E. Colman,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American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ashion Design: 

On “Originality”, 6 HARV. J. SPORTS & ENT. L. 299, 320-323 (2015); Alfred Bell & Co. v. Catalda Fine Arts, 

191 F.2d 99, 100-102, 104 (2d Cir. 1951); H. M. Kolbe Co. v. Armgus Textile Company, 315 F.2d 70, 72 (2d 

Cir. 1963). 
116 Id. at 325; L. Batlin & Son, Inc. v. Snyder, 536 F.2d 486, 491 (2d Cir. 1976) (“the mere reproduction of a 

work of art in a different medium should not constitute the required originality for the reason that no one can 

claim to have independently evolved any particular medium.”). 
117 See NIMMER & NIMMER, supra note 25, §2.01[A],2-11. 
118 See Charles E. Colman, supra note 115, at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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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編排，不要求其須達到專利法上之新穎性。原創性僅要求作者「獨立」做成其選擇

與編排，且展現出「少量創意」（modicum of creativity）即可119。故如要通過原創性

要件的判斷，著作必須為「獨立創作」（independent creation），沒有重製其他著作

之選擇與編排，且具備「少量創意」，後續學說實務表示具備「最低程度創意」即可，

理論上，雖非所有著作，但可謂絕大多數的著作皆可通過此種標準。此外，根據 Nimmer

教授表示，兩者在判斷是否具有原創性時具有交互之作用，當其中一個程度越高時，

另一個的標準就可以降低120。獨立創作係指著作人為創作時，係獨立完成而未抄襲他

人先前之著作，具有兩層意義，第一層係指著作人為創作時，從無至有，完全未接觸

他人著作，獨立創作完成；第二層係指著作人創作時曾參考他人著作，並以他人著作

為基礎，再行創作，創作後之成果與原著作之間客觀已可辨識，而非僅細微之差異121。 

有了 Feist 案提出的標準，看似過去實務長期搖擺不定的標準或的解決，一創作

要具備原創性要件並不是什麼難題。只要作者未涉及抄襲，然後在作品上可看到作者

的創意，應該就已經符合原創性標準，但是部分學說或實務上仍常以時尚設計、服裝

設計不具備原創性而排除著作權保護，背後的理由不乏係因為時尚設計產業具有循環

的特性，同樣的素材在不同時期會被反覆運用，或是為業界常用的材料、工具、概念、

想法，以及某一設計常是受到先前的作品激發而來122，而向某某大師致敬亦為業界常

見的設計手法。因為使用先前已存在的素材，而被認為不具備原創性，惟本研究認為

這樣的一見解忽略了上述之「思想與表達分離（Idea-Expression Distinction）」原則，

過於武斷認為時尚設計、服裝設計均不具原創性，且未區分抄襲與致敬間之區別，即

                                                 
119 Feist Pubs., Inc. v. Rural Tel. Svc. Co., Inc., 499 U.S. 340, 358-59 (1991). 
120 See NIMMER & NIMMER, supra note 25, §2.01[B],2-17 (“It appears, then, that there is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dependent effort.”). 
121 羅明通，同前註 110，頁 389。具有創意之改作成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學說實務上有不同見解，

礙於本研究篇幅，在此不做深入探討。 
122 Arianne Vanessa Josephine T. Jimenez, A Sui Generis System of Protection for Exceptionally Original 

Fashion Designs, 36 LOYOLA OF LOS ANGELES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101, 1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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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向大師致敬的創作，每個人的覺察反應未必相同，進而所為之詮釋，應有投入其

他個人想法，如果達到與前人可區別的創新程度時，仍應具備原創性。 

此外，美國實務上發展出「薄弱的著作權原則」（thin copyright doctrine），一

般認為係指對於事實的選擇與編排，僅禁止完全或幾乎完全的抄襲，事實上具備三個

層面：（一）自 Feist 案提出後，對於事實的搜集與編排主張著作權保護者，範圍僅

及於該事實的表達方式；（二）如果視覺性著作，作者採用不具原創性的素材，僅有

薄弱的著作權保護；（三）即使整個著作具有原創性，但是所用的素材為普遍的、模

仿自大自然的、單純為思想或是必要、典型的元素，僅受到薄弱的著作權保護123。實

務上常藉薄弱的著作權保護此一概念來判斷侵權，與傳統的實質近似判斷相比，條件

更為嚴苛，而在時尚設計領域，混合原創性與侵權判斷標準，更為常態124。是以，幾

乎所有創作均具備原創性，但是具備薄弱著作權保護者，為侵權判斷時，必須兩者完

全相同或是幾乎完全相同時，方構成侵權。 

第三款 繪畫、圖形、雕塑著作-可分離性原則（Separability） 

關於兼具美感、藝術性的實用物品可否受著作權保護，直至 1954 年最高法院於

Mazer v. Stein 案125中發表意見，首度釐清並提供基礎，表示藝術創作與實用物品相結

合而成為該物品之一部分時，物品的實用性不會使藝術性創作部分喪失著作權法保護

資格，此一見解更成為 1976 年修改著作權法的重要依據126。Mazer 案涉及的實用物

品係以人體舞蹈造型雕像作為燈座的檯燈，最高法院見解具有幾大要點，其一、最高

法院肯認同時具備藝術性與實用功能物品的可著作性，並表示應用於實用物上之創

作，不論創作者創作之初是否即為應用於實用物品上而創作，並不影響該創作得否受

                                                 
123 See Charles E. Colman, supra note 115, at 335-36. 
124 Id. at 336-37. 
125 Mazer v. Stein, 347 U.S. 201 (1954). 
126 Jacqueline Lefebvre, The Need for “Supreme” Clarity: Clothing, Copyright, and Conceptual Separability, 

27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143, 15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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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保護之判斷；其二、該創作可同時受到專利法及著作權法之保護，兩者並不互

斥127。 

1976 年後，美國著作權法限縮上述原則，並明文表示不保護實用物品，除非該

實用物品上有符合第 101 條要件之特徵，即必須實用物品之設計所包含之繪畫、圖形

或雕塑特徵（下稱 PGS 特徵）可與該物品之實用性層面相分離（can be identified 

separately），且分離後能夠獨立於實用性層面存在（exist independently），方得被認

為係一 PGS 著作，而受到著作權保護128。  

應注意者，可分離性判斷的是「實用物品」之設計（the design of a useful article），

故該設計特徵必須是設計在一實用物品上，方須經過可分離性測試。關於實用物品之

定義，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亦有明文，係指一物品本質上具有實用功能性，而非僅

在於描繪物品之外觀或傳遞訊息129，亦即並非單純只為提供訊息或展示其美感表達

者。另外，如果常作為實用物品的一部分，也會被認為是實用物品，例如：手錶上的

表圈、珠寶盒上的把手130。確定為實用物品後方須判斷設計是否具備可分離性，反之

則否，此規定應是為與設計專利有所區別所為。 

惟，關於可分離性的判斷方式，法律規範十分抽象，故開啟後續美國學說、實務

上對於分離性原則判斷方式之爭端，關於可分離性測試（Separability Test）的方法就

有超過八種，長久以來實務上將之粗略分為「物理上可分離（physically separable）」

                                                 
127 See Mazer, 347 U.S., at 212-13, 217-18. 
128 17U.S.C.§101(2016) (“Pictorial, graphic, and sculptural works” include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works of fine, graphic, and applied art, photographs, prints and art reproductions, maps, 

globes, charts, diagrams, models, and technical drawings, including architectural plans. Such works shall 

include works of artistic craftsmanship insofar as their form but not their mechanical or utilitarian aspects are 

concerned; the design of a useful article, as defined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idered a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 only if, an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design incorporates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feature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separately from, and are capable of exist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article.). 
129 17U.S.C.§101 (“A “useful article” is an article having an intrinsic utilitarian function that is not merely to 

portray the appearance of the article or to convey information. An article that is normally a part of a useful 

article is considered a “useful article”)”.  
130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924.1 (3d ed.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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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概念上可分離（conceptually separable）」131。所謂物理上可分離在操作並無

太大的困難，即指「實用物品上之藝術性特徵，可藉由一般物理方法完整地從實用物

品上分離」，主要意見分歧係發生在概念上可分離，進而形成長久以來未決之服裝設

計可否受著作權保護之議題。 

第一目 可分離性測試（Separability Test） 

由於物理上可分離之情形十分少見，概念上可分離的判斷方式為學說實務主要爭

辯之處且與本研究主題十分相關，故以下段簡要將歷來實務及學說所發展出之「概念

上可分離性測試」判斷標準分類並作介紹： 

一、 創作過程觀察法（The Process-based Approach） 

本法是由 Denicola 教授所提出，主張：「端視作者對於其作品藝術性的判

斷會不會受到物品的實用性影響而定，如果作品在設計上其藝術性會受到

實用功能的牽制時，則該物品不具概念上可分離性，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132十分重視創作過程，後亦為 Brandir International, Inc. v. Cascade Pacific 

Lumber Co. 案133及 Pivot Point Int’l, Inc. v. Charlene Prods., Inc. 案134所採

用。 

二、 主次要觀察法（The Primary and Subsidiary Approach） 

此方法為 Kieselstein - Cord v. Accessories by Pearl, Inc.案巡迴法院提出之

見解135，主張：「作品之藝術性特徵若為實用物品主要的（primary），而

實用性特徵只是次要的（subsidiary），則概念上可分離。」。 

三、 客觀且必要觀察法（The Objective and Necessary Approach） 

又細分為：全然無必要法（Wholly Unnecessary Test）以及同等實用法

（Equally Useful Test）。 

（一） 全然無必要法（Wholly Unnecessary Test） 

                                                 
131 H.R. REP. No.94-1476, at 55(1976).  
132 Sonja Wolf Sahlsten, I'm a Little Treepot: Conceptual Separability and Afford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to 

Useful Articles, 67 FLORIDA LAW REVIEW 941, 960-62 (2016). 

133 Brandir Int’l, Inc. v. Cascade Pac. Lumber Co., 834 F.2d 1142 (2d Cir. 1987).    
134 Pivot Point Int’l, Inc. v. Charlene Prods., Inc., 372 F. 3d 913 (7th Cir. 2004). 
135 Kieselstein-Cord, 632 F.2d, 9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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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係於 Carol Barnhart Inc. v. Economy Cover Corp. 案中所提出，

修改自主次要主次要觀察法，主張：「如果藝術性特徵對於實用物

品的實用性特徵完全無影響，則為概念上可分離。」136 

（二） 同等實用法（Equally Useful Test） 

本法是由 Paul Goldstein 教授所提出，主張：「實用物品之藝術性特

徵可獨立被視為一著作，且實用物品排除藝術性特徵後同等有用

時，則為概念上可分離。」137 

四、 一般觀察者法（The Ordinary Observer Approach） 

亦細分為：暫時置換法（Complete Temporal Test）及通常合理觀察法

（Ordinary, Reasonable Beholder），兩者共通點在於，均要使一般觀察者

能夠感受到實用物品實用性特徵以外的藝術性特徵，差別在於，亦下。 

（一） 暫時置換法（Complete Temporal Test） 

要求須完全的暫時忘記該實用功能的存在138。 

（二） 通常合理觀察法（Ordinary, Reasonable Beholder） 

允許實用功能及藝術性特徵同時並存於觀察者的思想感受中139。 

五、 獨立觀察法（The Stand Alone Approach） 

本法係在 Pivot Point 案中，Michael Kanne 法官於不同意見中所提出，主

張：「若將藝術性特徵於實用物品中抽離，該實用物品之實用功能仍能保

持完整無缺，則概念上可分離」140。 

六、 市場銷售法（The Marketability Approach） 

此法係由 Nimmer 教授所提出，主張：「如該實用物品失去其實用功能後，

其藝術性特徵於市場上仍有銷售可能性，概念上可分離。」141嗣後為第五

巡迴法院 Galiano v. Harrah’s Operating Co., Inc.一案中採納，但認為只適用

於服裝設計領域中142。 

                                                 
136 Carol Barnhart Inc. v. Economy Cover Corp., 773 F.2d 411,422 (2d Cir. 1985). 
137 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4, §2.5.3, at 2:78. 
138 See Sonja Wolf Sahlsten, supra note 132, at 958. 
139 Id. at 956-58. 
140 See Pivot Point, supra note 134, at 934. 
141 See Sonja Wolf Sahlsten, supra note 132, at 967. 
14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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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著作權局判斷法（The Copyright Office’s Approach）143 

著作權局認為，藝術性特徵必須要獨立於實用物品的整體外觀形狀而存

在，當想像上將該特徵分離時，不可以破壞該實用物品的基本形狀。唯有

藝術性特徵與實用物品可以同時並存，且被認為是分開的作品，一個是藝

術作品，另一個是實用物品，此時方具概念可分離性。 

第二目 實用性層面 

究竟，一實用物品之實用性層面所指為何？事實上幾乎所有著作都可以有實用

性，所以著作權法將之限縮為「本質上具有實用功能者」，而法院表示，本質上實用

係指將實用性作為主要目的的物品144，單純描繪物品外觀或傳遞訊息，均非法律上的

本質上實用功能。例如：椅子的實用功能就是給人乘坐，實用性看似容易判斷，但是

在時尚設計、服裝設計是否受著作權保護的討論當中尤其存在分歧。 

傳統上，服裝的實用功能在於包覆身體、使人免於寒冷或保持涼快，而著作權局

則認為保暖、保護身體及端莊（modesty）都是服裝的實用功能145。另外，有學者甚

至是法院認為衣服的實用功能尚包括：裝飾性功能，因為它可以使人知悉穿著者的身

份、使他人專注某一部份，修飾穿著者的身材146。但也有學說實務認為，實用性是指

機械性或與之相類似的實際用途，而非美感、裝飾或其他文化目的，例如讓某人看起

來更有型或具有吸引力，表達穿著者的身份，屬於訊息傳遞，而使人專注於某一部份

則屬於單純描繪物品外觀，非服裝本質上的實用功能147。正是因為這樣抽象不明確之

                                                 
143 Compendium Ⅲ §942.2(B). 
144 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4, §2.5.3, at 2:71. 

145 Compendium Ⅲ §924.3(A). 
146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Supporting Respondents at 23, Star Athletica LLC v. 

Varsity Brands, Inc., et al, Docket No. 15-866 (2016); Jovani Fashion, Ltd. v. Fiesta Fashions, 500 F. App'x 

42, 43-44 (2d Cir. 2012). 
147 Id. at 23-24; Brief of Professors Jeannie Suk Gersen and C. Scott Hemphill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Respondents at 10, Star Athletica LLC v. Varsity Brands, Inc., et al, Docket No. 15-86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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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導致實務長期以來對於服裝設計可分離性判斷之結果分歧，詳細內容將於本章

第四節進行說明。 

第三項 權利內容 

第一款 排他權（exclusive rights） 

受著作權法保護之應用美術著作，其著作權人依第 106 條享有排他權，排他的內

容包括：「(一)重製有著作權之著作為重製物或影音著作；(二)基於其有著作權之著

作，改作為衍生著作；(三)以銷售或其他所有權之移轉、或出租、出借等方式，對公

眾散布其有著作權之著作重製物或影音著作。148」 

又根據第 113 條 a 項，PGS 著作的重製權範圍原則上包括：「重製該著作為任何

種類物品、或於任何種類物品上重製其著作之權利，不論其實用與否。149」 

但是尚要注意第 102 條關於編輯著作（compilations work）、衍生著作（derivative 

works）的規定：「若使用到非法取得的既存資料（preexisting material），則該部分

不受保護；且編輯、衍生著作的權利範圍僅及於所引用之既存資料以外，著作人自行

創作的部份，對於既存資料也不得主張排他權。150」 

                                                 
148 17U.S.C. §106 (2016) (“Subject to sections 107 through 122, the owner of copyright under this title has 

the exclusive rights to do and to authorize any of the following: (1) to reproduce the copyrighted work in 

copies or phonorecords; (2) to prepare derivative works based upon the copyrighted work; (3) to distribut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to the public by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 or by 

rental, lease, or lending... .”). 
149 17U.S.C. §113 (a) (2016)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s (b) and (c) of this section, the 

exclusive right to reproduce a copyrighted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 in copies under section 106 

includes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e work in or on any kind of article, whether useful or otherwise.”). 
150 17U.S.C. §103 (2016) (“(a) The subject matter of copyright as specified by section 102 includes 

compilations and derivative works, but protection for a work employing preexisting material in which 

copyright subsists does not extend to any part of the work in which such material has been used unlawfully.(b) 

The copyright in a compilation or derivative work extends only to the material contributed by the author of 

such work,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re- existing material employed in the work, and does not imply any 

exclusive right in the preexisting material. The copyright in such work is independent of, and does not affect 

or enlarge the scope, duration, ownership, or subsistence of, any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the preexist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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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17U.S.C.§113(b) 實用性物品原則 

承前所述，應用美術作品基本上可受著作權保護，但是要注意第 113 條 b 款之規

定：「本法不賦予描繪實用物品之著作之著作權人，關於該所描繪之實用物品之製造、

散布、或展示更高或更低之權利。151」意即，如果受保護的著作為服裝設計圖，則著

作權人無法禁止他人依照服裝設計圖製造、散布或展示服裝設計師所描繪的服裝。是

以，此一原則顯然是要避免著作權人以其享有所描繪之實用物品的著作權為由，壟斷

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實用物品」本身的製造、散布或展示152，同時也在劃清著作權

法與專利法之界線。本於此一原則，若服裝設計本身受著作權保護，則服裝設計之著

作權人仍無法禁止他人製造服裝，僅能禁止他人製造具有相同設計的服裝。 

另外，可以注意同條 c 款之規定：「於一著作合法重製為實用物品、並已提出供

銷售或散布於公眾之情形，著作權不包括任何排除該等實用物品之圖片或照片之製

作、散布或展示之權，就關於有關該等物品之散布或展示之廣告或評論或關於新聞報

導。153」本於此款，即便一實用物品上有受保護之著作，在符合上述情形下，著作權

人仍不得排除他人製作、散布或展示該實用物品之圖片、照片，其背後理由在於與著

作權人的利益無悖154。 

                                                 
151 17U.S.C. §113 (b) (2016) (“This title does not afford, to the owner of copyright in a work that portrays a 

useful article as such, any greater or lesser rights with respect to the making, distribution, or display of the 

useful article so portrayed than those afforded to such works under the law,... .”). 
152 林利芝，同前註 3，頁 80。 
153 17U.S.C. §113 (c) (2016) (“In the case of a work lawfully reproduced in useful articles that have been 

offered for sale or other distribution to the public, copyright does not include any right to prevent the making, 

distribution, or display of pictures or photographs of such articles in connection with advertisements or 

commentaries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r display of such articles, or in connection with news reports.”). 
154 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4, §7.2.2, at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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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侵權責任判斷 

第一款 接觸及實質近似 

於侵害著作權之案件，美國法院主要認定方式有兩種，一為 Arnstein 原則，另一

為接觸及實質近似模式，接觸及實質近似模式係自 Arnstein 原則簡化而來。法院判斷

被告是否構成抄襲除了必須先要有一有效之著作權存在外，被告是否確實模仿

（copying）原告之著作且該構成法律上的不當取用（improper appropriation，又稱為

實質近似 substantial similarity）則為問題的核心155。是否模仿可透過直接或情況證據

證明，直接證據（direct evidence）係指有實際證據證明有閱覽原告之著作，但此一證

明在實務上幾乎不可能存在；而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係證明於社會通

常情況，被告有合理可能曾經接觸（access）著作權人的作品，且與著作權人的作品

構成初步近似（probative similarity）至幾乎無成立獨立創作的空間，推論被告有所模

仿156。當兩者達到「顯然近似（Striking Similar）」的程度時，甚至直接「視為」接

觸，排除被告獨立創作的可能而認定構成著作侵權，不需有其他證據佐證157。而如何

判斷兩者是否構成實質近似，美國司法實務長期存在多種判斷方式。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於是否構成實質近似的判斷標準主要分成幾種，分別為

「普通觀察者法」（Ordinary Observer Test）、「分階段測試法」（Bifurcated Test）、

「外部/內部測試法」（The Extrinsic-Intrinsic Test）、「整體觀念與感覺測試法」（The 

                                                 
155 GRAEME B. DINWOODIE & MARK D. JANIS, TRADE DRESS AND DESIGN LAW 465 (2010). 
156 Id. 
157 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4, §9.2.1, at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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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Concept and Feel Test）、「價值測試法」（Value Approach）158、「抽象-過濾-

比較測試法」（Abstraction-Filtration-Comparison Test）159。 

普通觀察者法係由 Learned Hand 法官所提出，表示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除非

開始留意兩者之間的差異，否則會忽略兩者之間的差異而認為兩者在美學吸引力上等

量齊觀，則為實質近似160。分階段測試法則源自 Arnstein v. Porter 的案件161，第一階

段先判斷是否構成模仿，可採用專家意見判斷是否構成獨立創作以及近似，第二階段

再判斷是否構成實質近似，此時僅能採用普通人主觀的印象或反應為判斷（subjective 

reactions of lay observers）162。外部/內部測試法源自 Krofft v. McDonald’s 案163，第一

階段為外部測試（The Extrinsic Test），此階段可採納專家證詞（expert testimony）詳

細分析、解構被控侵權品，以確認原告產品之性質、是否屬於著作權法之保護範疇（例

如:是否具有原創性、是否獨立創作），以及被告作品是否非著作權法限制之範疇（例

如：是否屬於「概念」而非「表達」），此階段之確認屬於法律問題；第二階段再從

普通觀察者（the ordinary observer/ lay observer）之角度判斷被告作品與原告之著作物

是否「實質近似」(substantial similarity)164。整體觀念與感覺測試法同樣是從普通觀察

者的角度出發，判斷兩者的整體觀念與感覺是否明顯（remarkable）近似165。而價值

測試法的判斷重點在於被告是否侵害原告作品之在美學或者質量上精華或核心之部

分，而非整體比較兩造作品之實質近似程度166。抽象-過濾-比較測試法是由普通觀察

                                                 
158  余 惠 如 ， 著 作 「 實 質 近 似 」 之 侵 權 分 析  —  以 美 術 著 作 為 中 心 ，

http://www.saint-island.com.tw/news/ShowNewsB.asp?seq=582 （最後瀏覽日：2017/7/5）。 
159 張嘉惠，實質近似的判斷標準之研究-以 Mattel v. MGA 一案所使用之測試標準出發，國立政治大

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8（2016）。 
160 Peter Pan Fabrics, Inc., 274 F.2d at 489. 
161 Arnstein v. Porter 154 F.2d 464 (2d Cir. 1946).  
162 同前註 158。 
163 Sid & Marty Krofft Television Productions, Inc. v. McDonald's Corp 562 F.2d 1157 (9th Cir. 1977). 
164 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4, §9.3.2, at 9:39-45. 
165 同前註 158。 
166 同前註 158。 

http://www.saint-island.com.tw/news/ShowNewsB.asp?seq=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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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測試法發展而來，不同的是，要抽離並濾除不受保護的元素，以剩下的受保護元素

為實質近似比較客體167。 

事實上，美國實務上對於實質近似的判斷方法十分多元，對於不同之權利及著作

類型受到侵害，法院會是用不同的判斷方式，但並非所有方法間均為互斥關係，常常

各方法可以為交互運用綜合判斷168，且不論究竟採取何種方式，該些方法關於實質近

似的判斷多站在「普通觀察者」的立場。 

於 PGS 著作之情形尤其重視「整體觀念與感覺」或「外觀及感覺」（Look and 

Feel），判斷上著作予人之觀感是否相似，而常未區分受保護的表達與不受保護的思

想、概念，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此類著作整體呈現出了作者的用心，及所欲傳遞的訊息，

任意拆解會過度關注兩者相異的部分而導致結論上的謬誤，因此也有學者認為應該提

高視覺性作品的侵權判斷標準，必須兩者完全相同或是幾乎完全相同時，方構成重製

權之侵害169。至於實際上個別如何評價，上述方法依然十分抽象，仍留待個案判斷。

有論者進一步認為，現行實務上就實質近似之判斷應用於時尚領域並不適當，因為自

他人作品中擷取靈感，進行修改之創作方式為業界之特性，而真正困擾業界的是幾乎

完全相同的仿製品，所以在侵權判斷上，應該提高近似程度標準，並借用商標法上關

於混淆誤認之判斷基準170。同時，亦有論者提出於訴訟上應允許被告於指出兩作品間

實質不相同之處以為抗辯，並認為此一方法可以保障設計師自由設計具有流行性的商

品，無容易構成侵權之疑慮，並將此一方法稱之為實質不相似法（ substantial 

dissimilarity）171。 

                                                 
167 同前註 159，頁 11、19；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4, §9.3.2, at 9:45-46. 
168 同前註，頁 47；Id. at 9:46-47. 
169 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1, §10.2, at 10:19-21.; Rebecca Tushnet, Worth a Thousand Words- 

The Images of Copyright, 125 HARV. L. REV. 683, 739 (2012). 
170 Victoria Elman, From the Runway to the Courtroom- How Substantial Similarity is Unfit for Fashion, 30 

CARDOZO L. REV. 683, 707-708,712 (2008). 
171 See Hemphill, C. Scott & Gersen, Jeannie Suk, supra note 16, at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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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權利限制 

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除獎勵著作權人創作之外，亦負有文化上之目的，帶有公

益色彩，一方面希望藉由對著作權人之保護，獎勵學術研究及創作，另一方面也兼顧

公共利益，對著作權人之專有權利予以限制，允許利用人能在合理的範圍內利用他人

著作，而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以達促近文化進步及鼓勵創作之終極目標，因此各國

紛紛在著作權法中就著作權人之權利加以某種程度之限制172。當兩作品間構成實質近

似時，若具有合理使用等權利限制之抗辯事由，仍不構成著作權侵害，其中某些抗辯

常用於時尚設計案件中，以下僅作簡要介紹： 

第一目 合理使用（Fair use） 

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並非以保護著作權人為最終目的，而係為促進國家文化

發展，所採取之權衡手段，故需要合理使用原則從中作調和，可以增加著作為他

人有效利用之機會，並增進社會經濟價值。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明文訂有判斷合理使用時應考量的四個因素173，但是

並不限於此四個，主要有：（一）「使用他人著作之目的與特性」，通常有生產

力之利用行為（或稱積極利用行為），因後著作人投入具有社會價值的創造性標

準時，其利用行為符合著作權法宗旨，易於形成合理使用174，若利用他人著作之

目的係為推銷自己之產品或服務，不利於成立合理使用抗辯175。在 Campbell 案

之後，美國最高法院認為過度強調營利或非營利反而會喪失合理使用之意義，故

                                                 
172 馮震宇、胡心蘭，論美國著作權法合理使用原則之發展與適用，中原財經法學，6 期，頁 2，2001

年 7 月。 
173 17U.S.C. §107 (2016)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use made of a work in any particular case is a fair use 

the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shall include—(1) the purpose and character of the use, including whether such 

use is of a commercial nature or is for non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2) the natur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3) the amount and substantiality of the portion used in relation to the copy- righted work as a whole; 

and(4) the effect of the use upon the potential market for or value of the copy- righted work.”). 
174 馮震宇、胡心蘭，同註 172，頁 12。 
175 同前註，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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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轉化的觀念替代，如將被利用之著作以新的價值，在新的意義、美感、觀察

及理解的創造中加以轉化，為轉化性使用176。依據美國實務見解，通常轉化性使

用（transformative use）對於成立合理使用有正面的效果，因為更能推動科學與

藝術之進步，而詼諧諷刺仿作（parody and satire）即為轉化性使用的一種。；（二）

「著作本身的性質」，通常對創意程度越高的原著作越難成立合理使用；（三）

「使用他人有著作權保護之著作，使用內容占原著作之數量與重要性」，根據美

國實務見解，如果使用的部分為原著作的精華部分，即便少量使用，也會對於成

立合理使用造成負面影響；（四）「著作使用對於原著作之潛在市場或現有價值

之效果」，因保障作者之心血創作能獲得合理的回報，係著作權法所生之立即影

響，合理使用則為增進知識、文學及藝術之必要，且不會剝奪創作者就其創作所

應得之經濟上回報之利用行為，故若損害著作權人本可期待之經濟利益，恐將降

低著作人創作之意願，進而影響社會大眾接觸知識之權益，不應認為構成合理使

用177。但要注意這四個因素沒有固定的權重，仍留由法院依個案進行綜合判斷。 

第二目 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The Merger Doctrine） 

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係指，當創作時，若為達成某思想所賦予之功能或內

涵，以致表達方法受限，僅有一種或少數幾種表達，方能滿足思想的達成，於此

因而所表達的內容，空有表達之行事，實質上為思想所主宰，不再為著作權法所

保護的單純表達，著作權法遂對之給予等同「思想」的評價，無保護之必要，但

是在學說、實務上，究竟此一原則為是否為著作權保護客體的判斷標準，還是是

否構成著作侵權之判斷有不同見解178。 

                                                 
176 同前註，頁 3，註 3、頁 29。 
177 同前註，頁 56。 
178 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4, §2.3.2, 2:39-42; 沈宗倫，著作權法之基本用語與法律體系概

述，月旦法學教室，150 期，頁 73（201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6 

此一原則背後的原理即為，如給予有限的表達方式著作權保護，將嚴重影響

人類文化、藝術之發展。美國法上傳統見解認為，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主要聚焦

於事實性與功能性的著作179。 

第三目 必要場景原則（Scènes à Faire） 

必要場景原則係指創作時，當表達之方式受制於市場規格或基本通念的要

求，以致作者無法自由為之，須牽就前述規格或通念以為表達，此時該表達亦不

為著作權法所保護，學說與實務在此一原則的適用情形較為一致，一般認為是在

侵權判斷實質近似與否時所適用，而非不具著作權保護適格的依據180。 

美國法上傳統見解認為，必要場景原則適用於虛構性的小說、故事或戲劇，

但學說有認為不限於此的181。因此本研究認為服裝設計亦應有所適用，即便是業

界常用的手法元素，但並不代表使用上欠缺原創性，僅係在侵權判斷上例外不予

以保護爾。 

第二節 美國國會相關草案擬定 

由前述可知，服裝設計在是否受到著作權保護之議題上，最常遇到的問題除了原

創性外，便是可分離性之判斷，尤其是如採用著作權局的判斷方式，一設計特徵若為

構成實用物品整體外觀形狀、輪廓所必須者，該特徵不具概念上可分離性，服裝本身

的設計基於此原因，常無法受到著作權保護182，時尚產業長期備受困擾。 

事實上，早在 1914 年開始就有團體意識到著作權法對於時尚設計保護之不足，

並主張要擴大著作權保護至時尚設計，但均未獲成功，而在 1976 年修改著作權法時，

雖曾有提案保護具有原創性之實用物品設計，不論該設計是否能夠獨立於實用物品而

                                                 
179 Id. at 2:42; 劉芊影，著作權侵害認定之研究-以整體觀念與感覺測試法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

研究所，頁 181（2015）。 
180 Id. at 2:42-44.1;同前註。 
181 同前註 179。 

182 Compendium Ⅲ,§924; H.R. Rep. No. 94-1476, at 55 (1976), reprinted in 1976 U.S.C.C.A.N. at 5668-6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7 

存在均予以保護，但是被國會明確否決，擔心這樣會形成新的壟斷，而產生反競爭的

不良效果183。然而在後續立法上，美國國會以特別立法之方式在著作權法第十三章中

保護實用物品之原創性設計，予以「船身設計」著作權保護，排除實用性原則之限制

184。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實用物品原則並非全然不可打破，故 21 世紀美國時尚產業

及國會掀起一波新浪潮，提倡以修法或特別立法之方式保護時尚設計。以下將就該些

草案進行檢視，藉此尋找可行方案。 

第一項 H.R. 5055 

H.R. 5055 係於 2006 年由 Bob Goodlatte 眾議員所提出，並獲得七位眾議員之支

持185，主張修改美國著作權法擴張保護及於時尚設計，本草案就此成為後續幾個版本

草案之基礎186。法案所保護之時尚設計範圍為服飾產品（article of apparel）之整體外

觀及其裝飾，所指之服飾產品包括：男性、女性及孩童之服裝，包含內衣、外衣、手

套、鞋子、帽子、手提包、皮包、托特包、皮帶及眼鏡框，註冊申請日前三個月內，

由設計師或所有權人於美國境內或境外公開之時尚設計方受三年之著作權保護187。亦

即，採取註冊保護主義，並帶有專利法上新穎性制度之影子於其中。事實上關於保護

期間長短有所爭議，有見解認為時尚週期約 6 個月，一年的保護期間較足以平衡設計

師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188。但是著作權局認為三年的保護期間較足以滿足設計師排他

權的合理期待，而在 2006 年子委員會的聽證當中，學者 Susan Scafidi 表示三年保護

                                                 
183 Kevin V. Tu, Counterfeit Fashi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Law in Original 

Designer Knockoffs, 18 TEX. INTELL. PROP. L.J. 419, 429 (2010). 
184 17U.S.C. §1301 (2016)；船身設計保護法(Vessel Hull Design Protection Act, title V of the DMCA)於

1998 年納入著作權法第 13 章 Title17「原創設計之保護」。 
185 H.R. 5055, 109th Cong.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9/hr5055  (last 

visited Sep. 21, 2017) 
186 See Arianne Vanessa Josephine T. Jimenez, supra note 122, at 103. 
187 See supra note 185, §§1(a)(2),1(b)(3), 1(c), 1(e)(2). 
188 Emma Yao Xiao, The New Trend- Protecting American Fashion Designs Through National Copyright 

Measures, 28 CARDOZO ARTS & ENT.417, 436 (2010).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9/hr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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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為適當，如果某設計在接下來的幾季均十分暢銷，則對於設計的保護亦較為足夠

189。從而，後續版本草案均維持三年之保護期間規定。 

此一草案司法委員會之子委員會曾經舉行聽證會，但最後也僅止於委員會中討

論，其中的問題包括：高度的保護是否為鼓勵創新所必要？抑或是缺乏高度保護更有

助於時尚產業的創新？實質近似的判斷標準為何？此項立法是否會處理產業潮流的

問題？是否需要增加排除產業潮流之條款？以及是否將草案限縮至僅禁止完全相同

之抄襲？190 

第二項 DPPA 

設計仿冒禁止法案（Design Piracy Prohibition Act, DPPA）共被提出過兩次。 

第一款 H.R. 2033 及 S. 1957 

本草案眾議院版本第一次係於 2007 年由 Bill Delahunt 所提出191，此一草案內容

與 H.R. 5055 相同，但是相較於前一草案，共獲得了十四位眾議員的支持。而在司法

委員會子委員會之聽證中，關於構成侵權的近似標準再度被提出，依然未通過委員會

192。 

參議院版本則是 2007 年由 Charles Schumer 提出193，內容與前兩個草案大致相

同，但是對於侵權判斷部分有更進一步的表示，若系爭設計具有原創性且與受保護設

計之整體外觀並不極為且實質近似（closely and substantially similar）時，則不構成侵

權，此一草案從未舉行過聽證，亦未通過委員會194。 

                                                 
189 Id.  
190 Sara R. Ellis, Copyrighting Couture: An Examination of Fashion Design Protection and Why the DPPA 

and IDPPPA are a Step Towards the Solution to Counterfeit Chic, 78 TENN. L. REV. 163, 182-183 (2010). 
191 H.R. 2033, 110th Cong.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0/hr2033 (last 

visited Sep. 21, 2017). 
192 See Ellis, supra note 190, at 183. 
193 S. 1957, 110th Cong.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0/s1957 (last visited 

Sep. 21, 2017). 
194 See Ellis, supra note 190, at 183；S. 1957, 110th Cong. §2(d)(2)(C) (2007).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0/hr2033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0/s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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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H.R. 2196 

2009 年眾議員 Bill Delahunt 再度提出195，雖然獲得了二十三位議員的支持，但

是草案進入到司法委員會後就無進一步之發展196。內容與前次提出之 H.R. 2033 草案

大致相同，但是在受保護之服飾產品方面新增加錢包、行李袋、手提箱197，並進一步

表示所保護之時尚設計除服飾產品之整體外觀及其裝飾外，亦及於服飾上具原創性之

元素、具原創性或不具原創性之元素於服飾上之編排所呈現的整體外觀198。而保護要

件上，要求服飾設計要在公開後的六個月內註冊方受保護199。此外，本次草案另外增

加了幾個條款： 

（一） 潮流條款 

表示如果只是單純反應潮流，不構成侵權，而潮流係指受歡迎的新概念、

想法或原則，並使含有此類設計的服飾產品產生立即且大量的需求200，這

是後續草案所沒有的。 

（二） 獨立創作除外條款 

如果設計為獨立創作而來，則不構成侵權201，事實上這是現行著作權法下

之基本原則，草案僅是將其明文化爾，此條款於後續之草案中均可見之。 

（三） 間接侵權條款 

草案建立了間接侵權責任，將製造商與銷售商納入侵權責任對象範圍202。

反對者認為這樣會使得該些廠商對於新設計更加謹慎，甚至可能會要求新

                                                 
195 H.R. 2196, 111th Cong.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hr2196/text (last 

visited Sep. 21, 2017). 
196 See Ellis, supra note 190, at 184. 
197 H.R. 2196, 111th Cong. §2(a)(2) (2009). 
198 Id. 
199 Id. §2(f)(1). 
200 Id. §2(e)(2), §2(a)(2). 
201 Id. §2(e)(2). 
202 Id. §2(e)(3).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hr2196/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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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先表明設計203。事實上此一條款僅係將實務上發展已久之間接侵權

責任予以明文化，並使之與直接侵權負相同責任。 

（四） 建立電子資料庫 

草案要求行政機關必須要建立一個免費、大眾均可使用之電子資料庫，

以便依照服飾及配件之種類進行搜尋，並要求有時尚設計產品完整的視覺

展示，並列出產品的註冊狀態資訊，包括受理、駁回、撤銷、過期204。但

要注意的是，設計師或所有權人依照草案要求所提供關於該設計的簡要描

述，並不能用來限制設計的保護範圍，該描述僅供他人查詢相類似設計之

用205，此部分與專利法上之要求並不相同。 

此一制度的立意良善，但反對者卻認為電子資料庫的建立將使得設計師

害怕新設計會招致侵權訴訟，以及對於新設計有更高的澄清義務與責任

206。 

第三項 IDPPPA 

創新設計保護與仿冒防制法案（Innovative Design Protection and Piracy Prevention 

Act, IDPPA）係於 2010 年由 Charles Schumer 參議員所提出207，且首次以全體同意之

方式通過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之審查，進入參議院表決階段208。提案後修改進入參議院

之內容係建立在 2007 年版本上，再進行增修。於受保護之服飾產品方面增加錢包209，

                                                 
203 Aya Eguchi, Curtailing Copycat Couture: The Merits of the Innovative Design Protection and Piracy 

Prevention Act and a Licensing Scheme for the Fashion Industry, 97 CORNELL L. REV. 131, 146 (2011). 
204 H.R. 2196, 111th Cong. §2(j)(1) (2009). 
205 Id. §2(f)(3). 
206 See Aya Eguchi, supra note 203. 
207 S. 3728, 111th Cong. (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s3728/text  (last 

visited Sep. 21, 2017). 
208 See Ellis, supra note 190, at 184. 
209 S. 3728, 111th Cong. §2(a)(2) (2010).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s3728/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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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採註冊保護主義210，且因應不需註冊即可受保護，故保護期間為設計公開日起三年

211，並新增其他要求： 

（一） 對於原創性的要求 

服飾上具原創性之元素、具原創性或不具原創性之元素於服飾上之編排所

呈現的整體外觀，必須要是設計師個人創意努力之成果，且與既有相似種

類之產品相比，具有獨特性（uniqueness）、可區別性、非細微且非實用

性的改變212。 

有論者認為此一標準提高了原創性的要求，因為須達獨特性，而許多設計

無法達此標準213。但學者 Susan Scafidi 表示，草案並未提高原創性之標

準，只是更清楚的劃分受保護的設計範圍，以及不受保護的公共領域部分

214。 

（二） 侵權之判斷須達實質相同之程度 

系爭設計在整體外觀上必須要與受保護之時尚設計實質相同（substantial 

identical），方構成侵權215，而所謂的實質相同係指外觀上近似至容易使

人誤認為是受保護之設計，且兩者在結構或設計上的差異非常細微

（merely trivial）216。有論者認為這樣的標準可以區分受激發而為之創作

與單純抄襲兩種情形，並允許設計師受他人設計的激發（inspired）而為

創作，認為符合時尚設計產業之特性217。 

                                                 
210 Id. §2(f). 
211 Id. §2(b)(3).  
212 Id. §2(a)(2). 
213 See Aya Eguchi, supra note 203, at 151. 
214 Susan Scafidi, IDPPPA: Introducing the Innovative Design Protection and Piracy Prevention Act, a.k.a. 

Fashion Copyright, COUNTERFEIT CHIC (Aug. 6, 2010), available at 

http://counterfeitchic.com/2010/08/introducing-the-innovative-design-protection-and-piracy-prevention-act.h

tml.  
215 S. 3728, 111th Cong. §2(e)(2) (2010). 
216 Id. §2(a)(2). 
217 See Aya Eguchi, supra note 203, at 150；Arielle K. Cohen, Designer Collaborations as a Solution to the 

Fast-Fashion Copyright Dilemma, 11 CHI.-KENT J. INTELL. PROP. 172, 180 (2012). 

http://counterfeitchic.com/2010/08/introducing-the-innovative-design-protection-and-piracy-prevention-act.html
http://counterfeitchic.com/2010/08/introducing-the-innovative-design-protection-and-piracy-prevention-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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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例外條款 

行為人基於個人或其親密家庭成員之目的，重製一件受保護之設計，且在

設計保護期間未將該重製物為販賣之要約或商業上使用，則不構成侵權

218，此一條款為合理使用情形之明文。 

第四項 IDPA 

創新設計保護法案（Innovative Design Protection Act, IDPA）係於 2012 年由

Charles Schumer 參議員所提出219，此次草案同樣通過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之審查，進入

參議院表決階段，但最後未獲表決。本次草案內容僅稍微修改 IDPPPA，兩者在原創

性、公開即受保護、保護期間、侵權判斷標準上、責任免除之要求均相同，但有以下

差異： 

（一） 書面通知侵權人 

草案要求設計權人提起侵權訴訟前，必須先以書面通知侵權行為人，於通

知到達 21 天後方可提起訴訟，且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計算於通知到之日

起算220。 

（二） 經銷商、銷售商與進口商之責任免除條款 

關於經銷商、銷售商、進口商之侵權責任部分，只要未實際參與製造，即

可免除221。 

（三） 第三方責任免除之避風港條款 

                                                 
218 S. 3728, 111th Cong. §2(e)(2) (2010). 
219 S. 3523, 112th Cong.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s3523 (last visited 

Sep. 21, 2017). 
220 Id. §2(e). 
221 Id. §2(f).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s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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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訊服務、網路連接服務、網路資訊位址供應商，以及未經選擇、

變更內容之通訊傳輸、儲存、擷取、暫管、格式化或轉譯，均不構成侵權

222。 

第五項 小結 

綜合近期美國國會所提出之設計保護法案（DPPA, IDPPPA, IDPA），可歸納出

以下內容： 

（一） 保護客體 

在保護客體上均於著作權法第 13 章明示保護時尚設計，受保之護服飾

產品包括男性、女性及孩童之服裝，包含內衣、外衣、手套、鞋子、帽子、

手提包、皮包、錢包、托特包、皮帶及眼鏡框，DPPA 草案更新增行李袋、

手提箱。 

（二） 保護要件 

受保護之時尚設計必須具有原創性，除服飾產品之整體外觀及其裝飾

外，保護範圍亦及於服飾上具原創性之元素、具原創性或不具原創性之元素

於服飾上之編排所呈現的整體外觀。但是在 IDPPPA 及 IDPA 草案對於原創

性有更進一步之描述，必須要是設計師個人創意努力之成果，且與既有相似

種類之產品相比，具有獨特性、可區別性、非細微且非實用性的改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現行著作權法第 1302 條第 2 款即規定，通俗或常

見之型式，例如標準幾何圖形、常見的符號、象徵、圖案或是已經變得標準、

普遍、常見的形狀、花樣、結構，為不受保護之設計223。第 3 款更進一步表

示，與第 2 款不受保護之設計不同之處僅為不重要之細節或僅為相關產業所

                                                 
222 Id. 
223 17 U.S.C. §1302 (“Protection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not be available for a design that is— (2) staple or 

commonplace, such as a standard geometric figure, a familiar symbol, an emblem, or a motif, or another 

shape, pattern, or configuration which has become standard, common, prevalent, or ordinar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4 

常用之變化元素，同樣為不受保護之設計224。是以，服裝之基本版型、款式

在這樣的制度架構下本不在保護範圍內。 

（三） 權利取得方式 

權利取得方式可以區分為註冊保護與非註冊保護兩種，採註冊保護者要

求必須要在設計產品公開後的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註冊方受保護；採非註冊保

護者，僅需由設計師或所有權人於美國境內或境外公開時尚設計即受保護。 

另外，根據現行著作權法第 1310 條，一設計於所有權人自行或得其同

意下，於公眾展覽、散布、為販賣之要約或銷售於公眾時，即為公開225。 

（四） 保護期間 

保護期間均為三年，僅根據是否採取註冊保護主義而異其起算時點。 

（五） 侵權判斷標準 

在侵權判斷標準上同樣有兩種不同程度之標準，一為「極為且實質近似

（closely and substantially similar）」，另一為「實質相同（substantial 

identical）」，不論採取何種標準，均較現行著作權法之實質近似標準要求

更高。 

（六） 免責條款 

免責條款方面，除將現行著作權法下之獨立創作明文化外，DPPA 草案

更有「潮流條款」，如果只是單純反應潮流，不構成侵權。IDPPPA 及 IDPA

草案有家庭例外條款，如係基於個人或其親密家庭成員之目的，重製一件受

保護之設計，且在設計保護期間未將該重製物為販賣之要約或商業上使用，

                                                 
224 Id. (“(3) different from a design excluded by paragraph (2) only in insignificant details or in elements 

which are variants commonly used in the relevant trades”). 
225 17 U.S.C. §1310 (“(b)When Design is Made Public.— A design is made public when an existing useful 

article embodying the design is anywhere publicly exhibited, publicly distributed, or offered for sale or sold 

to the public by the owner of the design or with the owner’s con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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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構成侵權。IDPA 草案更有經銷商、銷售商與進口商免責條款及通訊網

路服務提供者之第三方責任免除之避風港條款。 

雖然歷次提交於國會之設計保護草案最後均未獲表決通過，但本研究認為其中提

案之考量及條款均值得參考，並認為公開即保護，不需經過註冊之制度較符合時尚產

業之特性。另外因時尚設計尤其是服裝設計部分多係由通常之型式改變而來，且既然

保護對象為整體外觀，則在侵權判斷上甚難清楚劃分受保護與不受保護設計之界線，

提高侵權標準而不採實質近似或為一解決方法。 

 檢視過現行著作權法對於服裝設計保護之程度，與歷次提出於國會之設計保護草

案，學者、議員與行政機關各有其立場，而美國司法機關的保護態度又是如何？下一

節將從過去服裝設計相關判決案例著手分析，且因 TRIPS 協定及伯恩公約均有要求

對工業產品外觀設計、應用美術予以設計專利、著作權或特殊外觀設計法規保護，但

美國尚未為特別立法，本研究已於前述說明為何設計專利並非妥適的保護方式，故接

著分析著作權於司法上之適用情形，並試圖找出可行之保護方向。 

 

第三節 2017 年以前著作權保護服裝設計之司法態度 

第一項 Peter Pan Fabrics, Inc. v. Martin Weiner Corp. 

第一款 本案背景事實 

本案原告為 Peter Pan Fabrics 公司，被告為 Acadia 公司以及 Martin Weiner 公司，

雙方均為紡織品染整廠商（converters of textiles）226。原告將設計印製於未經染色的

布料上後，向著作權局為登記，本案爭議者為 Byzantium 與 Grecian Glory 兩款紡織

                                                 
226 Peter Pan Fabrics, Inc. v. Acadia Co., 173 F. Supp. 292 (S.D.N.Y. 1959).; Martin Weiner Corp., 274 

F.2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 

布料設計（textile fabric design），上面印有中東風格之圖騰227。先前，於 Peter Pan Fabrics 

v. Brenda Fabrics 案及其他案件中，法院已承認印製於紡織布料上的設計是可以受著

作權保護的，同時屬於 17U.S.C.A§5（g）、（k）的應用美術著作以及物品上之印刷

228。故本案被告並未爭執是否為適格之著作權保護客體，而係在探討系爭著作原創性

之有無，以及被告是否構成抄襲。 

  

圖 3-1 PETER PAN FABRICS（左）與 MARTIN WEINER（右）布料設計比較圖 

（資料來源：Brian L. Frye229） 

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地方法院 

被告 Acadia 於一審抗辯原告系爭設計是取材自拜占庭式建築，屬於公共領

域之素材，故原告著作欠缺原創性，不受著作權保護，而自己的設計亦是來自於

公共領域的拜占庭式建築，未侵害原告著作權230。 

                                                 
227 Acadia, 173 F. Supp. at 295. 
228 Pan Fabrics, Inc. v. Brenda Fabrics, Inc., 169 F. Supp. 142, 143 (S.D.N.Y. 1959). 
229 Brian L. Frye, Open Source Copyright Casebook, Class 26: Substantial Similarity (April 6, 2014), 

http://copyrightlawcasebook.blogspot.tw/2014/04/class-26-substantial-similarity.html. 
230 Acadia, 173 F. Supp. at 299 (“In the case at bar, ... plaintiffs’ copyrights are “invalid and void” because 

the underlying works of art lack originality and the designs were in the public domain. ... The plaintiffs’ 

fabrics and ours arise from the common source of the designs- Grecian type of architecture put to use 

repeatedly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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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於原創性的見解援引 Alfred Bell & Co. v. Catalda Fine Arts, Inc.的見

解，認為憲法對於著作權的保護並未要求必須非常特別或新穎，即便是取自於公

共領域的素材，只要具備可資區別的變化、作者有超越微不足道程度的貢獻，就

可以被認為是他的創作，亦即，原創性是指不要抄襲231。對於圖案抄襲的情形，

法院認為如果保留有原著作結構上、物質上的特性，即便對於次要的細節為有系

統性的改變，仍屬於抄襲，或是任一普通觀察者會認為係取自於他人創作、兩者

間的差異十分細微或無法辨識，亦為抄襲232。最後法院認定原告受著作權保護，

准予暫時禁制令的核發233。 

貳、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被告 Martin Weiner 不服，提起上訴，爭議問題有兩個，以下僅提及與本研

究主題較相關之部分。第二審法院討論必須要抄襲到何種程度才會構成著作權侵

權？法院認為因為思想與表達之區分並無明確的標準，而涉及藝術性的表達時，

界線更為抽象，所以在探討此一問題時必須考量系爭設計的使用目的，尤其必須

考量當它做成衣服時，到何種程度它的整體外觀將決定其美感234。即便兩者圖案

細節並不完全相同，但是除非普通觀察者能夠發現兩者的不一致，否則會整體觀

                                                 
231 Id. 299-300 (“The “originality ” requirement for copyrightability is not onerous. In Alfred Bell & Co. v. 

Catalda Fine Arts, Inc., 2Cir., 1951,191 F. 2d at 102-103, ... “It is clear, then, that no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comments that copyrighted matter be strikingly unique or novel. ... a ‘copy of someth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will support a copyright if it is a ‘distinguishable variation’; or when we rejected the contention that 

‘like a patent, a copyrighted work must be not only original, but new’,... . All that is needed to satisfy bo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statute is that the ‘author’ contributed something more than ‘merely trivial’ variation 

something recognizably ‘his own.’ Originality in this context “means little more than a prohibition of actual 

copying.””). 
232 Id. at 300-301 (“Graphic plagiarism is committed when the copyist preserves the structural and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notwithstanding deliberate and systematic variation of each subordinate 

detail. ... There is no statutory definition of “copying” It is a word of elastic meaning. “A copy is that which 

ordinary observation would cause to be recognized as having been taken from [the work of another].” ... 

“Paraphrasing or copying with evasion is an infringement,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little or no conceivable 

identity between two.” ”). 
233 Id. at 306 (“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plaintiffs did not forfeit their copyrights. Plaintiffs are entitled to 

preliminary injunction against both defendants.”). 
234 Martin Weiner, 274 F.2d at 489 (“The test for infringement of a copyright is of necessity vague. ... In 

deciding that question one should consider the uses for which the design is intended, especially the scrutiny 

that observers will give to it as used. In the case at bar we must try to estimate how far its overall appearance 

will determine its aesthetic appeal when the cloth is made into ga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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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忽略該些不同，而認為兩者的美感吸引力相同235。基於以上理由法院最後仍認

為被告構成抄襲，侵害原告著作權。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客體為典型之紡織品設計，故主要爭議集中於取自於公領域素材之原創性判

斷及侵權判斷。因紡織品設計根據過往判例可輕鬆通過可分離性測試，故無是否為保

護客體之問題。但因為本案設計主題為拜占庭建築，故產生是否有原創性以及採用相

同主題者是否構成侵權的問題。 

法院表示即便是取自公共領域素材的設計，只要具備可資區別的變化，而作者有

超越微不足道程度的貢獻，即可通過原創性的檢驗，可見原創性門檻甚低。而此類視

覺性創作在侵權判斷上，如果對於普通觀察者而言，產生的美感吸引力相同，即便有

細節上的相異之處，仍構成侵權，似乎係採傳統實質近似之判斷標準。 

第二項 Poe v. Missing Persons 

第一款 本案背景事實 

本案原告Gregory Poe是一知名的藝術家兼時尚設計師，他設計有一稱作Aquatint 

No.5（圖 3-2）的作品，係一套由塑膠材料及碎石頭所組成的泳衣，並初次展示於由

洛杉磯當代藝術學院贊助的藝術展覽中，嗣後經一位攝影師 Carla Webber 的請求， 

Poe 同意將該作品穿在一模特兒 Dale Bozzio 身上進行拍攝，作為攝影師的作品集之

用，並標註原告為著作權人236。但是照片後來卻被用在一樂團專輯封面，並標有

Missing Persons，將 Webber 標示為照片著作權人，Poe 為 Aquatint No.5 的設計師，

                                                 
235 Id. (“Moreover, the patterns in which these figures are distributed to make up the design as a whole are 

not identical. However, the ordinary observer, unless he set out to detect the disparities, would be disposed to 

overlook them, and regard their aesthetic appeal as the same.”).  
236 Poe v. Missing Persons, 745 F.2d 1238 (9th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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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 認為這樣的使用並不在其同意範圍內，對 Missing Persons 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

本案爭點在於系爭 Aquatint No.5 作品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圖 3-2 AQUATINT NO.5 

（資料來源：本案判決） 

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地方法院 

加州地方法院認為原告的 Aquatint No.5 作品不受著作權法保護，因為該作

品是實用物品，而泳衣的實用功能與其雕塑性、藝術性層面無法分離而獨立存

在，故非受著作權法保護之適格標的237。 

貳、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法院認為首先應解決系爭作品是被當作泳衣（實用物品）

用而不受著作權保護，還是被單純當作一件軟雕塑（soft sculpture）藝術作品，

而受保護238。 

                                                 
237 Poe, 745 F.2d at 1241 (“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district court concluded that "plaintiff's 'Aquatint 

No. 5' is not copyrightable because the functional aspects of the swimsuit are not independent of the alleged 

sculptural/artistic aspects of the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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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系爭作品是單純的藝術作品還是實用物品，應該從他可否被當作一

件泳衣使用、穿著、行銷，而非從外觀是否長得像泳衣來斷定，所以究竟 Aquatint 

No.5 是否為一實用物品為本案主要事實問題239，並表示須考量幾點：（一）物

品的實用性及藝術性層面與功能性層面可否分離；（二）原告創作時的目的是否

要讓該物品具有實用功能；（三）藝術領域的用法與習慣以及服裝交易會考量的

點；（四）被當作藝術品時的市場可銷售性240，最後法院肯認為一軟雕塑，而受

著作權保護，撤銷原判決241。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爭議客體為服裝本身的設計，Aquatint No.5 外觀上為一套泳衣，傳統上看來

就是一個實用物品，依據過往判例直接認為不具可分離性而不受保護。但本案原告主

張屬於藝術作品，故法院對於 Aquatint No.5 是否具備實用性、抑或僅為為藝術、雕

塑作品的判斷於本案就變得重要。一般而言不具實用功能之物品無庸經過可分離性測

試，但因為本案實用性與否為爭執所在，故法院仍將可分離性之判斷觀點帶入本案當

中，無法跳脫外型上帶來的固有印象。法院就為實用物品與否考量藝術領域慣用手

法，不拘泥於外觀上所形成之刻板印象此部分值得參考，惟創作時的目的及是否具備

                                                                                                                                                    
238 Id. at 1243 (“ whether a genuine issue of fact exists as to whether Poe designed a functional swimsuit or a 

work of art.”). 
239 Id. at 1242 (“ Nothing in our legal training qualifies us to determine as a matter of law whether Aquatint 

No. 5 can be worn as an article of clothing for swimming or any other utilitarian purpose. ... Thus, even if we 

assume that the district court's determination that the article was a "swimsuit" was based on its visual 

examination of Poe's creation, there was evidence in the record that it was an artwork and not a useful article 

of clothing. The resolution of this critical factual question is for the trier of fact after a trial on the merits.”). 
240 Poe, 745 F.2d at 1243 (“We can identify relevant evidence which may be presented to the trier of fact in 

this matter: (1) expert evidence may be offered concerning the usefulness of the article and whether any 

apparent functional aspects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 artistic aspects. ... (2) evidence of Poe's intent in 

designing the article may be releva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it has a utilitarian function. ... (3) testimony 

concerning the custom and usage within the art world and the clothing trade concerning such objects also 

may be relevant. ... (4) the district court may also consider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as to Aquatint No. 

5's marketability as a work of art.”). 
241 Id. 1242 (“Here, as noted above, the uncontradicted evidence presented below established that the only 

reason for existence of Aquatint No. 5 was as a work of art.”).; Id. 1243 (“The judgment of the district court 

is REVERSED, and the case is remanded for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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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可銷售性本研究認為作為判斷依據較不妥適，尤其在美學不歧視的原則之下，不

應以市場觀感作為準據，畢竟許多藝術家在生前都是寂寞的、不受欣賞的。 

第三項 Whimsicality, Inc. v. Rubie's Costume Co., Inc. 

第一款 本案背景事實 

本案原告 Whimsicality 公司是一家設計、製造、販賣家居用品的公司，例如：童

裝、棉被、成人玩具，被告 Rubie’s 公司則是製造、販賣戲劇相關產品的公司242。原

告就其軟雕塑（soft sculpture）作品登記有著作權，本案爭議者有南瓜燈、 河馬芭蕾

舞演員、蜘蛛、霸王龍、蜜蜂及企鵝六件作品，原告認為被告提供者為較低價格及品

質的仿製品，侵害其著作權，故提起侵權訴訟，本案爭點為戲服（costume）是否為

受著作權保護之客體？ 

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地方法院 

被告於第一審中抗辯，雖然原告登記時註記該作品是軟雕塑，但是實際上就

是戲服，為實用物品不受著作權保護，故法院著手探討系爭客體是否具備受著作

權保護之適格性。法院首先闡釋概念上可分離的概念，表示如果該藝術性特徵仍

留有該實用物品的通常形狀時，則不具概念上可分離且無法獨立存在243。並採用

Denicola 教授提出之創作過程觀察法，認為如果該設計元素可以獨立反映設計師

的藝術判斷而不受實務物品功能性的影響，該設計元素具有概念上可分離性244。 

                                                 
242 Whimsicality, Inc. v. Rubie's Costumes Co., Inc., 721 F. Supp. 1566 (E.D.N.Y. 1989).; Whimsicality, Inc. 

v. Rubie's Costume Co., 891 F.2d 452 (2d Cir. 1989). 
243 Whimsicality, Inc., 721 F. Supp. at. 1571-72 (“The test of conceptual separability, however, is not met by 

merely analogizing the general shape of a useful article to works of modern sculpture, since the alledge 

"artistic features" and the useful article cannot be perceived as having separate, independent existences.”). 
244 Id. at 1572 (“Our Court of Appeals, recognizing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nceptual separability principle, 

recently adopted what it undoubtedly hoped was a clearer articulation of the test, a version first set forth by 

Professor Denicola in Applied Art and Industrial Design: A Suggested Approach to Copyright in Useful 

Articles, 67 Minn.L.Rev. 707 (1983). Thus, in this circuit, if design elements reflect a merger of aesthetic and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the artistic aspects of a work cannot be said to be conceptually separable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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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原告的軟雕塑為實用物品且具有衣服功能以外之偽裝功能，法院雖

未否定含有設計師的藝術性表達，但是認為無法獨立反映設計師的藝術判斷而不

受實用功能的影響245。設計師的目的在於設計出消費者會買且會穿的戲服，藝術

性特徵有助於實用功能的提升，且於設計過程中受制於實用性的考量，故不具可

分離性246。此外，法院並未排除藝術性特徵整體外觀、形狀具備可分離性的可能，

但是除了必須獨立於實用物品的形狀而存在之外，且不能破壞實用物品的基本形

狀247，而本案藝術性特徵整體外觀形狀無法與偽裝功能分離，所以不具可分離

性，非受著作權保護之適格客體248。 

貳、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但上訴法院認為原告為著作權登記時，錯誤表示內容為

軟雕塑作品，所以拒絕討論系爭戲服是否具備著作權保護客體的問題249。僅表

示，軟、硬雕塑作品先天即為受著作權保護之客體250，而過去實務認同的軟雕塑

作品有娃娃、填充玩具等，上訴法院否認戲服也屬於軟雕塑，因為「雕塑」隱含

                                                                                                                                                    
utilitarian elements. Conversely, where design elements can be identified as reflecting the designer's artistic 

judgment exercised independently of functional influences, conceptual separability exists.”). 
245 Id. 1574 (“First, Whimsicality's soft sculptures, however fanciful, are "useful articles" as that term is 

understood for copyright purposes. They are not, however, useful merely as garments, whose purpose is 

simply to clothe the body, or even to clothe the body pleasingly, alluringly, or luxuriously. Their purpose is 

more specialized; it is to enable the wearer to masquerade, to pretend to be a jack o'lantern or a bee or a 

spider. ... the artistic elements of each article are not conceptually separable from each article's utilitarian 

aspects.”). 
246 Id.(“The Court does not doubt that Mr. Couture has succeeded in displaying his own particular artistic 

expressions, but his artistic judgment, in this court's view, was not exercised independently of functional 

influences, ... he was doing so at least in part to create a costume a consumer would buy and wear. ... the 

artistic elements were without question dominated by utilitarian concerns during the design process...”) . 
247 Id. at 1575 (“Such shape, configuration or appearance is deemed conceptually separable, however, only 

when the artistic shape exists "independent of the shape of the useful article," Compendium § 505.03 

(emphasis added), or when "the artistic features can be imagined separately and independently from the 

useful article without destroying the basic shape of the useful article."”). 
248 Id. at 1575-76 (“In short, the aesthetically very pleasing shapes of Mr. Couture's creations their fanciful, 

sometimes lifelike, sometimes fantastical, rendition of the image of pumpkin, bee, penguin, dinosaur, 

hippopotamus and spider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utilitarian function of the objects of which they are a part 

to enable the wearer to masquerade as a pumpkin, bee, penguin or the like.”). 
249 Whimsicality, 891 F.2d at 453 (“We hold that Whimsicality obtained its copyright registrations by 

misrepresentation of its costu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We therefore decline to reach the 

issue of copyrightability, since proper registration is a prerequisite to an action for infringement.”). 
250 Id. at 456 (“Unlike a useful article, a sculpture, soft or hard, is inherently copyrightable, assuming it is an 

origin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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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固定形狀以表達特定概念的意涵，戲服並沒有固定的形狀，除非穿在人身上

或是小心放在一平面上，才可以將戲服的設計呈現，且它唯一的實用功能就是作

為戲服使用251，為實用物品，不受著作權保護。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客體為戲服，本研究認為其係介於紡織品設計與服裝本身的設計之間的第三

種類型，法院見解有兩大重點，第一，是實用功能的定義；第二，軟雕塑作品的定義。

傳統上服裝的功能為穿戴以遮蔽身體，但是在戲服的案例中，法院將「偽裝」也視為

一種實用功能，雖未否定整體外觀形狀受保護的可能，但因為與「偽裝」功能無法分

離，故不受保護。本研究認為此一對於實用功能的定義逸脫服裝本身之定義，以及實

用性原則背後係為避免壟斷之法理需求，更忽略視覺表現、單純訊息之傳遞不應排除

於著作權法保護之範圍外。 

第四項 North Coast Industries v. Jason Maxwell, Inc. 

第一款 本案背景事實 

本案原告 North Coast Industries 與被告 Jason Maxwell, Inc.均為女性洋裝製造商，

原告套頭衣上有幾何色塊與粗線組合而成的設計（Style 7114），而被告銷售的衣服

上有與前述非常相似的幾何設計，故原告提起侵權訴訟252。 

                                                 
251 Id. at 454 (“ ... the costumes lack any firm form unless worn by a person or carefully laid out on a flat 

surface so that the costume's design is revealed. Moreover, it is undisputed that the only practical use for the 

copyrighted material is as costumes.”).; Id. at 456 (“We do not agree that cases about stuffed animals and 

toys lend support to the contention that costumes may be registered as soft sculpture. The word sculpture 

implies a relatively firm form representing a particular concept.”). 
252 North Coast Industries v. Jason Maxwell, Inc., 972 F.2d 1031 (9th Ci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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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YSL（上）與 STYLE 7114（左）、JASON MAXWELL（右）設計比較 

（資料來源：本案判決） 

第二款 法院見解 

本案於地方法院時，被告抗辯原告 Style 7114 欠缺原創性不受著作權保護，因為

其抄襲了畫家 Mondrian 及設計師 St. Laurent 的設計，地方法院法官採信被告之主張，

認為Style 7114與前述大師的設計間之不同之處僅在於垂直條紋的位置及長方形的比

例，屬於細微之差異，且原告承認有接觸大師的創作，故構成抄襲，不受著作權保護

253。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在實質近似判斷上有違

誤，故撤銷了原判決。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未清楚區分受保護表達與不受保護的思

                                                 
253 Id. at 1033 (“The district court ruled on summary judgement that design 7114 had been copied from the 

work of Mondrian and St. Laurent because in its view the design contained no non-trival differences from the 

masters’ work and, more specifically, from a design of st. Laurent that had been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a 

recent fashion magazine display.”).; Id. at 1034 (“The district court concluded that the only variations that 

distinguished design 7114 from the St. Laurent design, were the lacation of the vertical band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ctangular shapes. In the court’s mind, these variations were “trivial in their impact upon 

the idea represented by this design,” and thus were not entitled to copyrigh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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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並表示運用有界限的幾何圖形屬於思想254。且基於 Mondrian 大師是以幾何圖形

創作聞名，並以此創作許多作品，故幾何圖形不同的排放位置並非僅為細微之差異，

否則 Mondrian 大師會被認為只有一件創作作品255。最後法院認為原告設計受著作權

保護。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客體為套頭衣上的設計，屬於紡織品設計，故輕鬆通過可分離性檢驗，直接

進入是否具有原創性之判斷。本案 Style 7114 確實是受 Mondrian 及 YSL 的設計啟發

所為之相似設計，但不因此而被認為屬於抄襲。法院清楚表示採用相同元素屬於不受

保護的思想，但是如何將該些元素詮釋則屬於思想的表達，且是否僅為細微的差異會

考量到現實上，於本案並將 Mondrian 的作品系列納入考量，而認為幾何圖形擺放位

置與比例上的差異，並非細微之差異，而可以成為一新的創作。由本案可知，向大師

致敬的服裝設計，並未如反對者認為的會欠缺原創性，而係應取決於致敬之方式、對

設計的貢獻程度多寡而定。 

第五項 Knitwaves, Inc. v. Lollytogs Ltd. 

第一款 本案背景事實 

本案原告 Knitwaves 為一家小型公司，自 1976 年即開始設計、製造兒童針織衣，

1989 年推出以秋天為主題的女孩系列毛衣，設計元素環繞著此一主題，內容包括葉

子、橡樹果、松鼠等，且以秋天色調例如，芥末色、棕色為主，並為著作權登記256。

不久後，原告公司發現被告 Lollytogs 公司於許多店面販售與原告相同之毛衣，故提

                                                 
254 Id. at 1034-35 (“While the “idea” of using bounded geometric figures in a pattern is clearly one which the 

plaintiff borrowed, it is by no means clear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that idea, in the configurations of 

geometric figures in the St. Laurent’s design and design 7114, are substantially similar and the differences 

merely trival.”). 
255 Id. at 1035 (“If we were to accept the view that, as a matter of law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lacement of 

geometric shap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rivial, we would be forced to conclude that Mondrian's creativity 

with geometric shapes ended with his first painting, and that he went on to paint the same painting a thousand 

times.”). 
256 Knitwaves, Inc. v. Lollytogs Ltd. (Inc.), 71 F.3d 996 (2d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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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著作權侵權與侵害商要表徵訴訟，本研究主要針對著作權部分為分析。毛衣上的美

術著作長期被實務認為屬於紡織品設計的一種，可受到著作權保護，故被告並未爭執

著作權存在與否，本案爭點在於兩者毛衣設計是否實質近似，而被告構成侵權。 

 

圖 3-4 KNITWAVES（左）與 LOLLYTOGS（右）毛衣設計比較圖 

（資料來源：Ashlyn Lembree257） 

第二款 法院見解 

被告於一審時表示自己只是同樣以秋天為主題，而想要設計出與原告毛衣設計有

同樣感覺的毛衣，並認為條紋以及基於秋天這個主題而使用樹葉、橡樹果、松鼠，並

不具備原創性，原創性僅存在樹葉本身的設計以及排列方式。既然自己已經在樹葉、

松鼠、提花設計上做了修改，便為新的設計，所以不構成侵權，但最後地方法院認為

兩者僅具備微量差異，被告並非為新的設計，而只是單純的仿製258。 

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爭執其已改變原告的設計，兩者並不構成實質近似，並表示

法院於判斷實質近似時僅能比較受著作權保護的元素。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表示應整體

觀察，並表示條紋設計只要夠複雜，也可以具備原創性，且即便設計全然由不受著作

                                                 
257 Ashlyn Lembree, UNHInnovation Creative Works Symposium: Welcome Remarks slide deck, May 4, 

2015, https://www.slideshare.net/UNH_ORPC/creative-works-opening-address. 
258 Knitwaves, 71 F.3d at 1000-01 (“In addition, while Laino testified that she designed the leaves for 

Lollytogs' sweaters herself,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ylized oak and maple leaves on the two companies' 

sweaters are minimal, at best. Laino's artwork for the leaf appliques contains the notation "two-tone stitching 

same as sample " (emphasis added), clearly referring to Knitwaves' Leaf Sweater from which she was 

working. ... The court did not credit the testimony of Gindi and Laino that they set out to establish a new 

design. Instead, the court concluded, "I think they set out to knock it off and they clearly di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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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保護的元素所組成，仍可受著作權保護259。本案原告公司的原創性貢獻在於選擇樹

葉及松鼠作為主要設計元素、將設計元素與秋天色調、陰影條紋、四格背景結合、將

設計元素及顏色與原創性花紋排列組合260。而被告選擇相同的秋天象徵符號、使用相

同的貼花方式於顯然相同的背景上且以相同顏色為主題，任何觀察者都會覺得兩者來

源相同，兩者整體觀念感覺相同，且細微的差異並無法減除設計系取用自原告毛衣設

計的想法，故兩者構成實質近似261。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爭議客體為毛衣上之設計，本研究認為係介於紡織品設計與服裝本身的設計

之間，且較偏向紡織品設計之類型，故未就可分離性多加論述，而著重於原創性與侵

權之判斷。即便各元素不受著作權保護，但整體組合起來具備原創性，仍可受著作權

保護，含有編輯著作的內涵於其中。甚至像是條紋這種處於公共領域、常見的素材，

如加以變化使之複雜化，也有受保護的可能性，十分像現行著作權法第 1302 條第 2、

3 款所保護之設計。且當細微、刻意的稍加修改，仍無法改變帶給普通觀察者的整體

感覺時，則會被認為兩者相同。 

                                                 
259 Id. at 1003, note1 (“we compare the designs of Knitwaves' and Lollytogs' sweaters as a whole, we need 

not rule here on Lollytogs' contention that the background stripes of Knitwaves' Leaf Sweater, taken alone, 

would be uncopyrightable. We note only that stripes, if complex enough, have been found to possess the 

modicum of creativity required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260 Id. at 1004 (“ In this case, Knitwaves' "original contribution" consists not merely--as Lollytogs would 

have it--in arranging leaves or squirrels in a specific pattern, but in (1) selecting leaves and squirrels as its 

dominant design elements; (2) coordinating these design elements with a "fall" palette of colors and with a 

"shadow-striped" (for the Leaf Sweater) or a four-paneled (for the Squirrel Cardigan) background; and (3) 

arranging all the design elements and colors into an original pattern for each sweater.”). 
261 Id. (“Viewed in this way, it is clear to us that Lollytogs' Leaf and Squirrel sweaters are substantially 

similar to Knitwaves'. Lollytogs has chosen to feature the same two fall symbols that Knitwaves used, leaves 

and squirrels. Not only do Lollytogs' renderings of these symbols substantially resemble Knitwaves' 

renderings, but Lollytogs has employed them in virtually the same manner as Knitwaves has (as felt 

appliques stitched to the sweaters' surface); on strikingly similar backgrounds ("shadow-striped" for the Leaf 

Sweater, and four-paneled for the Squirrel Cardigan); and in virtually the same color scheme.4 An observer 

viewing the sweaters side by side cannot help but perceive them as coming from one creative source.” “These 

differences in detail, while requiring considerable ink to describe, do little to lessen a viewer's overwhelming 

impression that the two Lollytogs sweaters are appropriations of the Knitwaves swe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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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Chosun Intern., Inc. v. Chrisha Creations, Ltd. 

第一款 本案背景事實 

原告 Chosun 公司為製造萬聖節服裝的公司，控告被告 Chrisha 公司侵害其著作

權，請求法院核發暫時禁制令，禁止被告繼續製造、販賣、銷售侵害其著作權的瓢蟲、

獅子、猩猩戲服262，本案爭點為戲服是否為受著作權保護之適格客體。 

 

圖 3-5 CHOSUN INTERN（左）與 CHRISHA CREATIONS（右）戲服比較圖 

（資料來源：David Kluft263） 

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地方法院 

法院認為國會已明確否認實用物品，包括服裝受著作權保護之可能，因為在

1976 年修法的過程中，有明確說不會給予工業設計著作權保護，而工業設計包

括女性洋裝，只有當實用物品上的藝術性特徵具備可分離性時，該特徵方受著作

權保護264。法院認為戲服的實用性在於可以讓穿的人進行偽裝，而在設計戲服的

                                                 
262 Chosun Int'l, Inc. v. Chrisha Creations Ltd., No. 02-CV-7918 (KMW), 2004 WL 962906 (S.D.N.Y. Mar. 

24, 2004); Chosun Int'l, Inc. v. Chrisha Creations, Ltd., 413 F.3d 324 (2d Cir. 2005). 
263 David Kluft, How Useful Is Your Halloween Costume? Knock-off Costumes and the Useful Article 

Doctrine, Oct. 31, 2011, 

http://www.trademarkandcopyrightlawblog.com/2011/10/how-useful-is-your-halloween-costume-knock-off-

costumes-and-the-useful-article-doctrine/ (last visited: 2017/7/24). 
264

 Chosun Int'l, 2004 WL 962906, at *2 ( “Congress, which is granted the authority to determine the 

bounds of copyright law by the Constitution, see U.S. Constitution, art. T, § 8, has declined to permit 

copyrighting of useful articles, including garments. ... in enacting amendments to copyright law, expressing 

“intention ... not to offer ... protection” to “industrial product[s],” including “ladies’ dress[es]” ... The 

http://www.trademarkandcopyrightlawblog.com/2011/10/how-useful-is-your-halloween-costume-knock-off-costumes-and-the-useful-article-doctrine/
http://www.trademarkandcopyrightlawblog.com/2011/10/how-useful-is-your-halloween-costume-knock-off-costumes-and-the-useful-article-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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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藝術性的判斷決定了他的市場可銷售性，很難說是實用性功能還是藝術

性特徵佔有主導地位265。但是因為過去實務多認為戲服不受著作權保護，並參考

著作權局 1991 年公布的政策決定，認為本案系爭萬聖節服裝非受著作權保護之

適格客體266。 

貳、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原告不服一審法院的決定，故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首先指出地方法院並未

對戲服上的元素進行可分離性判斷，所以第二審法院必須重為判斷，因為即便實

用物品本身不受著作權保護，但是各別設計元素分開觀之，仍有受保護的可能

267。法院認為戲服頭套部分具有物理上可分離性，而頭套及手的部分具備概念上

可分離性，因為觀察者可以想到衣服實用功能以外的東西，且添加該設計於戲服

上並不是要提升衣服實用功能，該些部分可是著作權保護268。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客體為戲服，本研究認為屬於紡織品設計與服裝本身的設計之間的第三

種類型，同樣要經過可分離性判斷。有別於其他法院見解，第二巡迴上訴似乎並

                                                                                                                                                    
exception of “useful articles” from copyright protection has required cour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to consider how to treat articles that are both “useful” and “artistic.” The test of copyrightability that 

has evolved is that the “pictorial, graphic and sculptural aspects of useful articles” may be granted copyright 

protection if they are “separable from the article, physically or conceptually.”). 
265 Id. at *3 (“ Attempting to judge the copyrightability of Halloween costumes reveals the incoherence of 

these tests. A costume’s utility is in allowing the wearer to pretend to be something else-often a caricature of 

something else-and it is the artistic choices made in designing the costume that determine its saleability.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ether the utilitarian predominates over the artistic, or vice versa.”). 
266 Id. (“Three courts in this District have concluded that Halloween costumes are not copyrightable. ... The 

U.S. Copyright Office itself has concluded that “[f]or the purposes of copyright registration, fanciful 

costumes will be treated as useful articles.”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Policy Decision: Registrability of 

Costume Designs, 56 Fed.Reg. 56530, 56532 (1991). ... Following the precedents cited above, the Court 

holds that Halloween costumes may not be copyrighted. Plaintiffs’ claim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s 

dismissed.”)  
267 Chosun Int'l,413 F.3d at 328 (“But while ‘‘useful articles’’, tak- en as a whole, are not eligible for copy- 

right protection, the individual design ele- ments comprising these items may, viewed separately, meet the 

Copyright Act’s requirements.”). 
268 Chosun Int'l,413 F.3d at 329-30 (“the case that the sculpted ‘‘heads’’ of these designs are physically 

separable from the overall cos- tume, in that they c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costume without adversely 

impacting the wearer’s ability to cover his or her body. Similarly, it could be that the sculpted ‘‘heads’’ (and 

perhaps ‘‘hands’’) are conceptually separable. That is, Cho- sun may be able to show that they invoke in the 

viewer a concept separate from that of the costume’s ‘‘clothing’’ function, and that their addition to the 

costume was not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enhance the cos- tume’s functionality qua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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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為「偽裝」屬於戲服的實用功能，而是將戲服的實用功能單純認定如同衣服，

有遮蔽身體、避寒的功能。由此可見，法院之間對於何謂服裝的實用功能本無一

致的見解，有待立法機關為明確之規定，以免無所適從。若係基於避免壟斷的想

法而有實用性原則，則遮蔽身體外之功能，應不在原限制範圍內。 

第七項 Galiano v. Harrah's Operating Co., Inc. 

第一款 本案背景事實 

原告 Gliano 是 Gianna 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提供被告 Harrah’s 公司設計顧問的

服務，為被告設計賭場員工制服，原告設計好草圖之後，交由 Uniforms Ideas 公司製

造，合約期間為 1995 年 9 月 1 日至 1996 年 8 月 31 日，另一部份交由 All-Bilt 公司製

造，但雙方未訂有合約，而原告與被告公司間之合約則是到 1995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後來展延談不攏，至 1996 年 5 月 6 日雙方達成和解269。1999 年 10 月 28 日原告為著

作權登記，為服裝作品的收藏集，並分類為平面藝術作品，裡面有各種描繪制服襯衫、

背心、夾克、長褲、短褲、短裙的圖案、絲印（silkscreens）以及頭盔的圖案。並因

為被告違反和解協議，所以對之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故本案爭點為服裝設計是否為

受著作權保護之適格客體，以及究竟著作權保護是否及於著作權登記圖案中的制服設

計。 

                                                 
269 Galiano v. Harrah's Operating Co., No. CIV.A. 00-0071, 2004 WL 1057552 (E.D. La. May 10, 2004); 

Galiano v. Harrah's Operating Co., 416 F.3d 411 (5th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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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地方法院 

首先，就服裝作品收藏集中所描繪的服裝設計是否受著作權保護的問題，法

院援引過去實務見解，認為受著作權保護者為該圖畫，而不是圖畫中的衣服270。

再者，著作權局已多次拒絕立體的服裝或戲服設計為著作權登記，因為屬於實用

物品，且藝術性特徵無法與整體實用形狀分離271。 

接著，關於所描繪之服裝設計中，有無可分離的藝術性設計元素問題，雖然

在專家證言中點出了幾個藝術性設計特徵，例如：提花鈕扣上或扣式衣襟上的提

花織物、提花布兩邊的條紋、前後公主線、星形鈕扣、色塊組合、款式線、剪裁

等，法院認為雖然有藝術價值，但是無法獨立存在，因為放在其他物品上不會有

相同的吸引力，且法院認為這些設計特徵屬於「思想」，不受著作權保護，但是

法院認為作品收藏集中的絲印是可以受著作權保護的客體272。 

                                                 
270 Galiano, 2004 WL 1057552, at *5 (“The court observed that it was the drawing which is assumed to be 

the copyrighted work of art, not the dress, and while the copyright gives plaintiff the exclusive right to make 

copies or reprints of the drawing only, “it gives the copyright owner no monopoly of the article illustrated.”). 
271 Id. ( “The Copyright Office has generally refused to register claims to copyright in three-dimensional 

aspects of clothing or costume design on the ground that articles of clothing and costumes are useful articles 

that ordinarily contain no artistic authorship separable from their overall utilitarian shape.”). 
272 Id. at *9 (“Dr. Belleau identifies artistic design features of the garments at issue such as the logo cuff, a 

piped mandarin collar with a notch at center front, the inverted center back pleat with a star at the top, 

jacquard fabric trim on a concealed button or snap placket, jacquard fabric stripes down either side, piped 

cuff trim, princess lines in front and back, star buttons, a flange at the shoulder, concentric flanges on the 

jacket front, asymmetric closures, button designs, bib front, placement of buckle closures, color blocking, and 

combinations of fabrics, style lines, trim, and silhouette. While not denying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se 

artistic design features, they are still just that-design features of useful wearing apparel. None of these artistic 

design features has intrinsic value as a work of art that can exist independently of the wearing apparel on 

which it is used.”).；Id. at *9- *10(“ Nor can it copyright the idea to use design features such as princess 

seams, concentric flanges, asymmetrical closures, buckle closures, inverted pleats, a special braid, or 

particular color combinations in a particular application on a particular garment, no matter how artistically 

unique or aesthetically pleasing those design features may be. The artistic design features of the uniforms 

depicted in the Collection illustrations cannot be conceptually separated from their function to advance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of the clothing. ... the illustrations themselves that comprise the copyrighted Collection, 

the silkscreens may be copyright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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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五巡迴上訴法院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法院認為要判斷原告（即上訴人）設計是否受著作

權保護，要經過兩步驟檢驗，第一步，先判斷是否為實用物品，如果不是，則沒

有僅保護 PGS 的限制；如果是，則要進到第二步，判斷有無可與實用層面分離

且可獨立存在之 PGS 著作，此一目的在於與不受著作權保護的工業設計做區隔

273。 

接著，關於概念上可分離性的判斷方式，法院認為採用第四巡迴上訴法院於

Pivot Point 案的判斷方式是目前最為周延的方法，即該設計特徵可否反應設計師

獨立於實用功能影響的藝術性表達，如果是受制於實用性所做的美感選擇，則不

具可分離性274。但是法院最後卻認為此一判斷方式不適用於本案，因為會使結果

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275。認為在服裝設計的案件中，採用 Nimmer 教授及 Poe 案

中提出的市場銷售法較為妥適，較具可確定性，如果除去一應用美術作品的功

能，他可以被單看作一美術作品於市場上做銷售時，具有概念上可分離性，受著

                                                 
273 Galiano, 416 F.3d at 416-17 (“The test for whether Gianna can copy- right the designs proceeds in two 

steps. First, we must determine whether the as- set for which the creator seeks copyright protection is a 

‘‘useful’’ article. If it is not, there is no PGS bar to copyright protec- tion. If it is, the panel must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sign incorporates [PGS] feature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separately from, and are capable of 

existing indepen- dently of,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article.’’... ‘‘It is common ground TTT among the 

courts that have examined this issue [that the 1976 Copyright Act’s PGS provisions were] intended to 

distinguish creative works that enjoy protection from the elements of in- dustrial design that do not.’’”). 
274 Id. at 417-18 (“Pivot Point is a sprawling, comprehen- sive exegesis of conceptual separability ju- 

risprudence. ... This independence is necessarily informed by ‘‘whether the design ele- ments can be 

identified as reflecting the designers’ artistic judgment exercised independently of functional influence.’’”). 
275 Id. at 418 (“We do not reject the Pivot Point test in this circuit, but we decline to apply it to the instant 

facts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Pivot Point will ultimately exert is manifestly 

un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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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法保護。276最後法院認為系爭賭場制服設計在市場銷售法下不具有獨立存在

性，故判決原告（即上訴人）敗訴277。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爭議客體為賭場制服，本研究認為屬於紡織品設計與服裝本身的設計之間的

第三種類型，為服裝基本結構下的裝飾性設計，法院選擇以市場銷售法判斷是否具備

可分離性，而受著作權保護。事實上如何將設計特徵組合，擺放至特定位置需要經過

設計師思考，含有藝術性表達於其中，應為著作權所要保護之內涵，但法院最終竟將

保護與否之判斷訴諸市場，欠缺促進文化進步之考量。 

第八項 Jovani Fashion, Ltd. v. Fiesta Fashions 

第一款 本案背景事實 

原告 Jovani 公司是女性洋裝的設計與製造商，2010 年間提供了 10 本型錄為著作

權登記，登記內容為附著於洋裝上的藝術作品278。但是不久後在市場上發現抄襲自原

告設計的禮服，故提起訴訟，其中一個被告 Fiesta 公司提出抗辯，稱原告所為之著作

權登記保護僅及於型錄中禮服的照片，不及於禮服本身，但本案爭點核心在於舞會禮

服的設計組成元素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276 Id. at 421 (“We do not mean to suggest that the Nimmer/Poe test we ultimately endorse is conceptually 

inferior, but we do conclude that, if it is, it is not so theoretically infirm that such inferiority overcomes the 

bene- fits—at least at this time—of having a more determinate rule. ... a plaintiff must demonstrate that the 

piece of applied art could fetch a return functioning purely as an artistic commodity. We therefore adopt the 

likelihood-of-marketability stan- dard for garment design only, because it appears firmly rooted as the 

implicit stan- dard courts have been using for quite some time. ”). 
277 Id. at 422 (“Gianna makes no showing that its designs are marketable independently of their utilitarian 

function as casino uni- forms. ... We there- fore affirm the denial of summary judg- ment.”). 
278 Jovani Fashion, Ltd. v. Cinderella Divine, Inc., 808 F. Supp. 2d 542 ( S.D.N.Y. 2011); Jovani Fashion, 

Ltd. v. Fiesta Fashions, 500 F. App'x 42 (2d C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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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JOVANI（左）與 FIESTA（右）禮服設計比較圖 

(資料來源：網站整理) 

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地方法院 

首先，關於著作權保護範圍，法院認為即便原告是以型錄為著作權登記，但

是著作權保護仍然可以及於型錄中立體物品可受著作權保護的部分279。 

而關於設計特徵部分可否受著作權保護，尤其針對被告爭執的編號 154416

號款式為解釋，該款式所包含之設計元素有亮片及珠珠的選擇編排、亮片及珠珠

在胸圍部分組成的圖案、有絲線的薄紗在禮服下半部分、有皺摺的腰帶以及所有

設計元素的選擇編排等，法院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元素具有物理上或概念上可分離

性280。法院認為物理上可分離性必須該設計元素可在不破壞禮服功能的情況下被

移除，且可單獨被銷售，有獨立的存在價值，但原告系爭設計元素只有用在相類

似的物品上才有價值281。即便是採創作過程觀察法，各項設計元素都只是要使該

                                                 
279 Jovani, 808 F. Supp. 2d at 546 (“The registration of a ca- talog as a single work is commonly used to 

register three-dimensional copyrighta- ble items pictured in the catalog, rather than merely the 

two-dimensional pictures themselves.”). 
280 Id. at 549 (“none of the elements of dress style # 154416 are physically or conceptually separable from 

the dress as a whole.”). 
281 Id. at 549-550 (“For the purposes of physical sepa- rability, the Court acknowledges that the individual 

elements can be physically re- moved from the dress without wholly de- stroying the dress’s functionality. ... 

But physical separability requires that a design element ‘‘can actually be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item and 

separately sold, without adversely impacting the article’s function- ality.’’ ... each element is plainly usable 

only as a component of a dress, or, at best, a similar item of clothing such as a skirt or blouse.”). 

Jovani style #154416 

 

Fiesta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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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成為舞會禮服，任何藝術判斷都會受到實用功能的影響，不具可分離性282。

採取主次要判斷法，也無法得出裝飾性為主要、實用功能性為次要的結果，因為

這些裝飾的目的都是要讓禮服更有吸引力、可以是一件舞會禮服283。另外，這些

設計元素也不具有市場價值，無法被單獨銷售於市場中，用於其他物品上也無法

像用在洋裝上一樣具市場性284。 

關於設計元素的整體選擇、編排部分，法院認為受保護的前提必須是各該元

素是可以自實用物品分離，受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但因為本案的設計元素是實用

物品，所以不適用，原告系爭舞會禮服不受著作權保護，判決原告敗訴285。 

貳、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法院認為該些設計元素並無法使觀察者想到衣服以外的

東西，且有效提升舞會禮服的功能，使穿著之人更適合特殊場合，不具可分離性

286。原告（即上訴人）雖抗辯使服裝更具有吸引力並非衣服的本質上實用功能，

但是法院並不認同，且先前的案例亦沒有這樣的認定，裝飾性功能也屬於衣服本

                                                 
282 Id. at 550 (“he various items do not ‘‘re- flect[] the designer’s artistic judgment exercised independently 

of functional in- fluences.’’ ... Although different choices could have been made in each area, it is clear that 

the artistic judgment was exercised with an eye toward the ba- sic requirements of a dress and thus was not 

exercised independently of functional influences.”). 
283 Id. (“the elements’ ornamental aspects are not ‘‘primary’’ over the ele- ments’ ‘‘subsidiary utilitarian 

function.’’... Aesthetic appeal is a core purpose of a prom dress. Given the purpose of a prom dress, a design 

ele- ment’s decorative or aesthetic qualities will generally not suffice to trump its utilitari- an function of 

enhancing the wearer’s at- tractiveness.”). 
284 Id. at 550 (“none of the elements has any ‘‘likelihood of marketability.’’... if not used on a women’s dress 

or a very similar item of clothing, the elements have no apparent marketable use.”). 
285 Id. at 552 (“It concerned compilations, which are specifically protected by the Copyright Act to the extent 

of the author’s contributions. ... Useful articles, by contrast, are explicitly excluded from protection, ex- cept 

to the extent that their features are separable from their utilitarian aspects. Id. § 101. It is not readily obvious 

wh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pilations— their selection, coordination, and arrange- ment—would 

suffice to render useful arti- cles copyrightable.”). 
286 Jovani, 500 F. App'x at 45 (“Here, the artistic judgment exercised in applying sequins and crystals to the 

dress’s bodice and in using ruched satin at the waist and layers of tulle in the skirt does not invoke in the 

viewer a concept other than that of clothing... Rather, these design elements are used precisely to enhance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dress as clothing for a special occasion. In short, here the aesthetic merged with the 

functional to cover the body in a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way for that special occ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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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的實用功能，故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同樣以不具備可分離性，而認定非受著作

權保護之客體，判決原告（即上訴人）敗訴287。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客體為舞會禮服，本研究認為屬於紡織品設計與服裝本身的設計間之第三種

爭議類型，於可分離性判斷時，其設計特徵同樣被認為屬於具有功能性，亦即法院認

為裝飾性、表彰適宜穿著的場合屬於著作權所不保護之實用功能之一。本研究認為若

係基於避免壟斷的想法而有實用性原則，則遮蔽身體以外之功能，應不在原限制範圍

內，法院如此擴大服裝實用功能之解釋有欠妥適。 

第九項 小結 

紡織布料設計容易通過可分離性測試，成為著作權保護之客體此為美國實務上穩

定之見解，而其他服裝設計，包含服裝本身的設計與服裝上的設計，通常會被認為具

有包覆身體、避寒的實用功能，為實用物品，但是仍然有少數案例承認服裝為「軟雕

塑」著作，無庸經過可分離性測試，即可直接認定為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例如 Poe 

v. Missing Persons 案中具泳衣外型的 Aquatint No.5。但是在 Whimsicality 關於戲服為

軟雕塑的主張，法院並不採，認為僅為實用物品，理由無非是因為具有實用功能、原

創作目的就是要作為功能性、商業性商品。是以，一旦將物品用作實用用途，即被排

除單純視作 PGS 作品的可能，而必須進入設計特徵的可分離性判斷。 

戲服雖為實用物品，但其設計是否為受保護之 PGS 著作則取決於對於戲服的實

用功能界定。當將戲服之實用性功能包括「偽裝」時，則會認為不具可分離性，而如

                                                 
287 Jovani, 500 F. App'x at 43-44 (“Jovani argues that design elements that make a dress more attractive 

cannot be intrinsic to the garment’s “utilitarian function,” which is simply “covering the body.” This narrow 

statement of a garment’s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our precedent, which recognizes that clothing, in 

addition to covering the body, serves a “decorative function,” so that the decorative elements of clothing are 

generally “intrinsic” to the overall function, rather than separable from it. ... In sum, the aesthetic and the 

functional are inseparable in the prom dress at issue and, therefore, Jovani cannot state a plausible copyright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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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僅解釋實用功能為衣服傳統之遮蔽功能，即認定具有可分離性，而認為可受著作權

保護，產生同樣為戲服設計，卻有不同之保護結果。而其他服裝上之設計，則有認為

裝飾性特徵有作為某種場合之用之指引，屬於實用功能，不具可分離性，或是因為放

在其他物品上就不會有相同之吸引力，而認為無法獨立存在或不具可分離性。不論採

取何種可分離性測試法，司法實務上因為重視實用物品的功能完整性及效用，或是過

度解釋服裝的實用性功能，而認為不具可分離性，使得多數服裝設計不受著作權保

護，故若要在現行法下使服裝設計，尤其是介於紡織品設計與服裝本身的設計間的服

裝上的設計獲得著作權保護，關於實用性之定義應重新思考並予以明確，以形成穩定

之判斷結果，使產業有規可循。 

第四節 2017 年以後之司法態度-  

Star Athletica v. Varsity Brands 

第一項 本案背景 

本案原告為 Varsity 公司，設計、製造、銷售啦啦隊服裝與飾品，被告為 Star 公

司，設計並銷售運動服裝，Varsity 就其中五件啦啦隊制服設計向著作權局為登記，

其中三件（074、078 及 0815）是提交設計草圖，登記之作品與著作性質均為平面著

作，另外兩件（299A 及 299B）是提交制服實品的照片，登記之作品性質為紡織品設

計，著作性質為平面著作。原告於被告 2010 年的型錄中發現有其登記之著作，故對

被告提起著作侵權訴訟。而本案爭點在於設計特徵是否具有可分離性，可獨立存在，

而成為受著作權保護之客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圖 3-7 

VARSITY 登記之著作（左）與 STAR 型錄中涉侵權之服裝（右） 

 （資料來源：Loni Morrow & Jonathan Hyman288） 

                                                 
288 Loni Morrow &Jonathan Hyman, Chevrons, Stripes, Cheerleaders, and Copyright: The Supreme Court 

Issues Opinion in Star Athletica v. Varsity Brands, Mar. 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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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法院見解 

第一款 地方法院 

首先，地方法院再度闡釋過去見解289，表示不受著作權保護之設計是指形狀、款

式、剪裁及將布料轉換成成衣的尺寸，如果設計屬於圖案，只要具有可分離性且可獨

立存在，即可受著作權保護，並引述 Goldstein 教授論著表示最大的困難點在於受保

護的 PGS 著作與不受保護的實用性元素之間的界線為何290。法院簡述第七巡迴上訴

法院在 Pivot Point 案中提到的幾個判斷方式、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在 Galiano 案的判斷

方式以及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 Chosun 案、Jovani 案的判斷方式後，進行可分離性的

判斷291。 

原告主張依據創作過程觀察法，具備可分離性，因為在設計的過程中，設計師從

未被要求修改設計以便可實際生產，法院不採，認為即便設計師從未被要求修改設

計，但是在設計的過程中，他們明確知道設計的是啦啦隊制服，所以仍會受到影響292。

法院關心的是，如果沒有了這些裝飾或設計，啦啦隊制服還具備他的實用性功能嗎

                                                                                                                                                    
https://www.knobbe.com/news/2017/03/chevrons-stripes-cheerleaders-and-copyright-supreme-court-issues-o

pinion-star-athletica. 
289 Varsity Brands Inc. v Star Athletica LLC., No. 10-2508, 2014 WL 819422 (W.D. Tenn. Mar. 1, 2014). 
290 Id. at *3 (“To the extent that clothing design sets forth the shape, style, cut, and dimensions for 

converting fabric into a finished garment, the design is not copyrightable. M. Nimmer and D. Nimmer, 1 

Nimmer on Copyright § 2.08[H][1]-[3], at 2–143–149 (2013). However, to the extent that a design sets forth 

a pattern that will be “imprinted on a fabric, such as a rose petal” the design may be copyrightable if it “can 

be identified separately from, and [is] capable of exist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article.”... none is more troublesome than the line between protectible [PGS] works and unprotectible 

utilitarian elements of useful articles.” Paul Goldstein, 1 Goldstein on Copyright § 2.5.3, at 2:67 (3d 

ed.2013).”). 
291 Id. at *3- *6“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 thoughtful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in this area, Pivot Point summarizes the variety of tests that courts have used in considering the 

issue: ... The Fifth Circuit declined to apply the Seventh Circuit's aesthetic influence test to garment design in 

Galiano. ... The court looked to the marketability test proposed in Nimmer on Copyright... Two cases from 

the Second Circuit also bear mentioning. In Chosun,... The Second Circuit directly addressed garment design 

in Jovani, where the plaintiff appealed the dismissal of its copyright claim alleging that the defendant 

infringed a registered copyright for the design of a prom dress.”). 
292 Id. at *7 (“Varsity argues that because its designers sketch the uniform designs independent of functional 

influences, ... , and are therefore protected under the Seventh Circuit's aesthetic influence test.... and that 

designers are never asked to adapt their designs to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production. ”).; Id. at *8 

(“Although it may be true that the production department did not instruct the designers not to include a 

certain chevron or stripe combination because the realities of fabric production would not allow it, it also 

appears to be true that the designers were at all times conceiving of and sketching various designs of 

cheerleading uni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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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偏向採取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 Jovani 案中的見解，認為啦啦隊制服除了必須覆蓋

住身體外，還要具備吸引力以符合特殊場合，該些設計元素無法使人想到衣服實用功

能以外的東西。法院認為啦啦隊制服的實用性功能除了包覆身體之外，還要使人想到

這是啦啦隊，所以設計元素已經與實用功能相結合，此外，如果排除作為啦啦隊制服

的實用功能性，該些設計元素將不具市場可銷售性294。綜合以上，法院認為該些設計

元素不具備概念上可分離性，非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另外，即便將設計元素的組

合配置例如線條、圖案、Ｖ字型實質上移至一帆布上，人們還是會想到啦啦隊制服，

所以也不具物理上可分離性295。基於以上理由，法院判決原告敗訴，因為沒有具備可

分離性的設計元素存在，無受著作權保護之客體存在。 

第二款 上訴法院 

原告認為地方法院用了錯誤的判斷方式來決定該設計元素的組合配置（包括條

紋、V 字型、Z 字型、色塊等）是否為可分離且可獨立存在的 PGS 著作，故提起上

訴296，第六巡迴上訴法院除討論設計元素是否符合可分離性及獨立存在之要件外，尚

討論行政機關（著作權局）及司法機關（法院）對於法律解釋的權限問題，但因非本

研究問題核心，故在此不多做贅述。 

同前所述，本案爭點在於原告（即上訴人）Varsity 的 PGS 設計特徵可否自實用

物品的實用層面分離且可獨立存在？尤其是圖形設計特徵的部分。法院認為要經過二

階段檢驗，第一階段，須先判斷尋求著作權保護的設計是否為實用物品的設計，如為

                                                 
293 Id. (“can a cheerleading uniform be conceived without any ornamentation or design, yet retain its 

utilitarian function as a cheerleading uniform?”). 
294 Id. (“the utilitarian function of a cheerleading uniform is not merely to clothe the body; it is to clothe the 

body in a way that evokes the concept of cheerleading. ... And under the Fifth Circuit's marketability test in 

Galiano,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designs in this case would be marketable outside of their utilitarian function as 

cheerleading uniforms.”). 
295 Id. at *9 (“removing the lines, patterns, and chevrons from the actual physical garments at issue in this 

litigation and placing them on a different canvas does not remove their association as cheerleading 

uniforms.”). 
296 Varsity Brands, Inc. v. Star Athletica, L.L.C, 799 F.3d 468 (6th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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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答案，則進到第二階段，判斷該設計有無可分離且獨立存在的 PGS 特徵存在297。

可分離性的判斷方式可分為物理上可分離性及概念上可分離性，法院認為物理上可分

離性較適用於立體設計的情形，故本案要討論者為概念上可分離性，並列出多種學

說、實務發展出來的概念上可分離性，有的是單獨適用一種判斷方式於個案，也有的

是交錯適用各種不同判斷方式於一個案件當中298。 

第六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認定該設計是否受著作權保護，要判斷幾件事情：（一）

該設計是否屬於 PGS 著作？（二）是否為實用物品的設計？如果是，才進到第三個

問題（三）該實用物品的實用性層面為何？單純描繪實用物品外觀或傳遞訊息，並非

法律所要考量是否為實用物品的實用性層面（四）觀察者可否自設計中辨識出與實用

性層面分離的 PGS 特徵？（五）分離出來的 PGS 特徵可否獨立於實用物品的實用性

層面而存在？如果該設計特徵非實用性功能所需要，或與實用功能無關，未受制於實

用物品的功能，則可獨立存在，此時可以參考創作過程觀察法的判斷方式299。法院認

為第（四）、（五）點可以參考著作權局的方法，當藝術性特徵與實用物品可各自被

                                                 
297 Varsity Brands, Inc., 799 F.3d at 481 (“These provisions together require a two- part inquiry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arti- cle is protectable: first, whether the de- sign for which the author seeks copyright protection 

is a ‘‘design of a useful article,’’ and if so, second, whether the design of the useful article ‘‘incorporates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feature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separately from, and are capable of exist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useful] article.’’”). 
298 Id. at 482 (“The physical-separability test works well to draw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esthetic ar- ticles 

and useful articles when the objects at issue are three-dimensional, such as statuettes that serve as lamp bases. 

See Mazer v. Stein, 347 U.S. 201, 74 S.Ct. 460, 98 L.Ed. 630 (1954). The test is less effec- tive, however, 

when the article at issue is two-dimensional because it is nearly im- possible physically to detach the article 

from the object on which it appears.”).; Id. at 484-85 (“Courts have struggled mightily to for- mulate a tes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features’’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of a useful 

article ‘‘can be identified separately from, and are capable of exist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useful] article’’... In recent years, our colleagues on the Second and Fourth Circuits have used 

multiple of the above-listed approaches in the same case when analyzing”). 
299 Id. at 487-88 (“We believe the best approach to deter- mining whether a design is a copyrightable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 ],’’ 17 U.S.C. § 102, is to ask a series of questions that are grounded 

in the text of the Copyright Act: (1) Is the design a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 (2) ... is it a design 

of a useful article... (3) What are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useful article?... ‘‘Por- tray[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eful] article’’ and ‘‘convey[ing] information’’ are two utilitarian aspects that courts may not use to 

determine whether pictorial, graph- ic, or sculptural features are separable. ... (4) Can the viewer of the 

design iden- tify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fea- tures’’ ‘‘separately from TTT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useful] article[?]’’... (5) Can ‘‘the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features’’ of the de- sign of the useful 

article ‘‘exist[ ] indepen- dently of[ ]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useful] article[?]’’... If the pictorial, graph- 

ic, or sculptural features of the design of the useful article are ‘‘not required by [the useful article’s] 

utilitarian functions’’ or are ‘‘wholly unnecessary to performance of the utilitarian function’’ of the useful 

arti- cle,... The design- process approach may also help courts de- ter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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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獨立的藝術作品與實用物品時，符合法律要件，法院不採市場銷售法，亦不考量

作者的創作目的300。 

最後法院認為原告（即上訴人）登記之作品為平面圖形著作，為啦啦隊制服、運

動服的設計，屬於實用物品的設計。關於啦啦隊制服的實用性層面，法院認為是包覆

身體、吸汗並負荷激烈的體育動作，雖然被告（即被上訴人）主張使人認識為啦啦隊

成員也屬於實用性層面，但法院認為這樣的解釋違反法律規定，因為著作權法第 101

條實用物品是指「傳遞訊息」以外的實用功能301。被告同時（即被上訴人）主張裝飾

性功能也屬於啦啦隊制服的實用性層面，法院亦不採，認為這樣的見解會讓像是長期

以來學說實務承認的紡織品設計也無法受到著作權保護302。接著法院認為原告（即上

訴人）的圖形設計並未提升啦啦隊制服的實用功能，即便沒有該些設計，純白的上衣

加短裙仍然可以使人認識為啦啦隊制服，且原告的設計彼此間可以互換，設計與衣服

可以分開被認為是圖形設計與啦啦隊制服，具有可分離性303。系爭設計可以應用於有

別於傳統啦啦隊制服不同的服裝上，例如：T 恤、制服、夾克、練習服等，所以法院

認為可獨立存在304。綜合以上，法院認為原告的系爭設計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300 Id. at 489 (“Nor do we adopt the likelihood- of-marketability test because it privileges a judge’s personal 

taste 11 in popular art... We also may not consider ‘‘the inten- tion of the author as to the use of the work’’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pictorial work is registrable.”). 
301 Id. at 490 (“ Cheerleading uniforms have ‘‘an intrinsic utilitarian function,’’ namely to ‘‘cover the body, 

wick away moisture, and withstand the rigors of athletic movements.’’ Appel- lant Br. at 57. Star contends 

that cheer- leading uniforms identify the wearer as a cheerleader and a member of a cheerlead- ing team. See 

Appellee Br. at 32, 39, 51– 52. But this is no different than saying that a utilitarian aspect of a cheerleading 

uniform is to convey to others the fact that the wearer of the uniform is a cheerleader for a particular team. 

See 17 U.S.C. § 101 (‘‘A ‘useful article’ is an article having an intrinsic utilitarian function that is not merely 

to TTT convey information.’’).”). 
302 Id. (“Finally, holding that the decorative function is a ‘‘utilitarian as- pect[ ] of [an] article,’’ 17 U.S.C. § 

101, would make all fabric designs, which serve no other function than to make a garment more attractive, 

ineligible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303 Id. at 491 (“First, Varsity’s graphic de- signs do not ‘‘enhance the [cheerleading uniform’s] functionality 

qua clothing.’’... The top and skirt are still easily identified as cheerleading uni- forms without any stripes, 

chevrons, zig- zags, or color-blocking. ... All of Varsity’s graphic designs are interchangeable. ... We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each of these graphic design concepts can be identified separately from the utilitarian 

aspects of the cheerleading uniform.”). 
304 Id. (“Varsity’s designs ‘‘may be incor- porated onto the surface of a number of different types of 

garments, including cheerleading uniforms, practice wear, t- shirts, warm-ups, and jackets, among other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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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聯邦最高法院 

被上訴人（即原告）爭執說本案不用經過可分離性測試305，因為本案是平面圖形

設計應用於實用物品上（ two-dimensional graphic designs that appear “on” useful 

articles），而非實用物品的平面圖形設計（designs “of” useful articles），所以本來就

可以分離，法院認為這樣的解釋不符合著作權法第 101 條文義，只要是將 PGS 特徵

併入（incorporated into）實用物品的設計，都要經過可分離性判斷306。 

關於如何判斷實用物品上的設計特徵可否自實用物品的實用性層面分離，並可獨

立於實用性層面存在，應該回歸到法律條文解釋並做整體解釋。從平面或立體特徵中

找到具有 PGS 適格者，接著，分離出來的元素特徵必須要能夠獨立於實用物品成為

PGS 著作，但是要注意，該特徵本身不可以是實用物品或是實用物品通常的一部分

307。而從著作權法第 113 條 a 款與第 101 條可知，不論 PGS 著作創作目的是作為藝

術作品還是實用物品的特徵，均會受到著作權保護308。故最後法院認為一實用物品的

設計，只要是可以被想像為一與實用物品分離，且可單獨或透過其他媒介成為一 PGS

著作，即可受著作權保護309。 

應用於本案，法院認為被上訴人的設計特徵具備 PGS 性質，且當顏色、形狀、

線條或 V 字型的配置從啦啦隊制服中移開放到別的媒介上，例如：畫家的畫布，會

是一平面作品，而想像將這些裝飾應用到其他媒介上，例如其他種類的衣服，不會使

                                                 
305 Star Athletica, L.L.C. v. Varsity Brands, Inc., 137 S. Ct. 1002 (2017). 
306 Star Athletica, L.L.C., 137 S. Ct. at 1009 (“The statute requires separability analysis for any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features”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of a useful article.””). 
307 Id. at 1010 (“to qualify as a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 on its own, the feature cannot itself be a 

useful article or “[a]n article that is normally a part of a useful article” (which is itself considered a useful 

article).”). 
308 Id. at 1011 (“The two provisions make clear that copyright protection extends to pictorial, graphic, and 

sculptural work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were created as free- standing art or as features of useful 

articles.”). 
309 Id. at 1012 (“In sum, a feature of the design of a useful article is eligible for copyright if, when identified 

and imagined apart from the useful article, it would qualify as a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 either 

on its own or when fixed in some other tangibl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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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隊制服本身受到複製，故這些裝飾設計具有可分離性，受到著作權保護，最後法

院強調，啦啦隊制服本身的形狀、剪裁及尺寸設計仍然不受著作權保護310。 

另外，法院也對反對意見做出一些回應，法院認為可分離性判斷應聚焦於想像被

分離出來的設計特徵本身，而非被留下來的實用物品，法律並未要求分離後，欠缺藝

術特徵的實用物品仍要具備完整功能，而是要求被分離出來的特徵要可以是 PGS 著

作，即便將藝術性特徵移除會減損實用物品的效用，或是該藝術性特徵的存在會提升

實用物品的效用，均不影響該藝術性特徵的可著作性311。此外，毋庸再行區分物理上、

概念上可分離性，因為法條文字即隱含「概念上」可分離之意涵，因為可分離性並不

要求實用物品要留下來，法院更同時否定創作過程觀察法、客觀且必要觀察法、獨立

觀察法及市場銷售法的採用，並再度重申設計專利與著作權並不具有互斥的效果，兩

者可以並存，僅兩者保護範圍不同312。 

綜合以上，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實用物品外觀設計特徵是否受著作權保護的判斷要

點如下： 

1. 不再區分物理上與概念上可分離性，從條文中可知有概念上分離的

意涵。 

                                                 
310 Id. (“First, one can identify the decorations as features having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qualities. 

Second, if the arrange- ment of colors, shapes, stripes, and chevrons on the sur- face of the cheerleading 

uniform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uniform and applied in another medium—for example, on a painter’s 

canvas—they would qualify as “two-dimensional . . . works of . . . art,” §101. And imaginatively removing 

the surface decorations from the uniforms and applying them in another medium would not replicate the 

uniform itself.”). 
311 Id. at 1013-1014 (“The statute does not require the decisionmaker to imagine a fully functioning useful 

article without the artistic feature. Instead, it requires that the separated feature qualify as a nonuseful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 on its own. ... An artistic feature that would be eligible for copyright 

protec- tion on its own cannot lose that protection simply because it was first created as a feature of the 

design of a useful article, even if it makes that article more useful.”). 
312 Id. at 1014-1016 (“The statutory text indicates that separability is a con- ceptual undertaking. Because 

separability does not re- quire the underlying useful article to remain, the physical- conceptual distinction is 

unnecessary. ... The statute’s text makes clear, however, that our inquiry is limited to how the article and 

feature are per- ceived, not how or why they were designed. ... Nothing in the stat- ute suggests that 

copyrightability depends on market surveys. ... Moreover, we have long held that design patent and copyright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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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階段測試法：從實用物品的設計特徵中找到具有 PGS 適格之平

面或立體作品；想像該設計特徵自實用物品分離後，可單獨或透過

其他媒介成為一 PGS 著作，且透過該其他媒介呈現時，不會使實

用物品本身或功能受到複製，即受著作權保護。 

3. 並不要求將設計特徵分離後，實用物品本身仍保有完整的功能。 

4. 僅實用物品表面之藝術性設計特徵可受保護，衣服之形狀、剪裁及

尺寸設計，仍然不受著作權保護。 

5. 明確排除創作過程觀察法、客觀且必要觀察法、獨立觀察法及市場

銷售法的適用。 

第三項 後續問題 

第一款 新案援用情況 

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啦啦隊制服的設計是否具備可分離性，而為受著作權保護之客

體於 2017 年 3 月底作成決定，各界均十分關心對於時尚設計領域正在進行中侵權案

件的影響，以及未來時尚設計產業是否夠有信心及立場積極對抗侵害其設計著作權之

人。另外，在這樣放寬的標準之下，對於時尚設計產業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於判決做成後沒多久，Puma 對 Forever 21 提起侵權訴訟313，其中包括鞋子設計

的著作權，並援引聯邦最高法院在 Star Athletica v. Varsity 案中表示的最新見解，認

為其設計特徵具備可分離性。而在 2017 年 6 月初時，加州地方法院已駁回 Puma 公

司的暫時禁制令請求，因為無法證明會有無法彌補之損害發生，故法院後續會如何操

作，尚待觀察。 

                                                 
313 Puma SE v. Forever 21, Inc., 2:17-cv-02523 (C.D. 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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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PUMA（左）與 FOREVER21（右）鞋子設計比較圖 

（資料來源：Puma 提出之起訴狀） 

另外，目前已有一件服裝相關判決援引聯邦最高法院見解314，涉及爭議的客體為

泳裝，但是法院以系爭設計具有「物理上可分離性」為由，認定系爭設計特徵為受著

                                                 
314 Triangl Group Limited v. Jiangmen City Xinhui District Lingzhi Garment Co Ltd., 2017 WL 2829752 

(S.D.N.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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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保護之客體315，理由些與最新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可分離性的判決意旨不符，詳細

實務適用情形仍有待觀察。 

第二款 繪畫、圖形、雕塑著作之判斷 

PGS 著作在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的定義下，係指包括平面或立體的純美術(fine 

art)、圖形藝術 (graphic art)、應用美術 (applied art)等著作。該等著作應具備藝術性

技巧，僅及於其表達形式而不及於其相關機械或實用性之觀點，因為類型十分廣泛，

辨識上不具困難性。加上由法院的意見可知，只要合理之人（reasonable people）認

為實用物品的設計特徵是可以與實用物品分離的平面或立體作品即可。誠如不同意見

書中 Breyer 法官所表示，依照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意見的見解，實質上會讓所有工業

設計都可以通過檢驗標準，被視作為平面或立體的美術作品316。因此有許多評論認為

317，應該會有越來越多服裝公司、時尚設計師本於誠信原則，向著作權局為著作權登

記，畢竟所需成本不高。而本件 Star v. Varsity 案例中的色塊、V 字形及其他形狀本

質上就是物品的表面裝飾，很容易可以想像用在其他媒介上，因為其性質上介於紡織

品設計與服裝本身的設計間，為服裝上的設計且比較像是紡織品設計。 

本研究發現，今年 11 月關於一件和服(kimono)上的平面設計，著作權局審查委

員會進行再審查時，援引 Star v. Varsity 案的見解，撤銷原核駁處分，准予著作權登

記。本件主張受保護的平面藝術性特徵包含 : 直條蕾絲的編排、運用三種不同設計

的花圖案、一排一種花的設計，緊接著六排其它種花的設計，其中每排第三個的花圖

案都比較小的安排配置、和服下擺的形狀不一致。法院表示既然同樣屬於服裝上的平

面設計，而不是和服本身，具有可分離性，且認為蕾絲圖案的配置複雜，即便部分為

既存之元素，個別不受著作權保護，但是整體的組合與編排已符合弱著作權保護的原

                                                 
315 Id. at 8. 
316 See Star Athletica, L.L.C., 137 S. Ct. at 1033-1034. 
317 Vishwanath Kootala Mohan, Star Athletica v. Varsity Brands: SCOTUS Cheers for Broader Copright 

Protection, 59 ORANGE COUNTY LAW. 36, 40 (2017); John C. Thomas III & Antonelle Piccirilli, Supreme 

Court: Knock It Off with The Knockoffs, 19 No. 13 LAWYERS J. 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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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性標準，故予以著作權登記318。未看到著作權局過去要求必須可各自獨立存在的可

分離性標準。 

在放寬可分離性判斷的情形下，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被放在畫布上呈現，或是成

為現代裝置藝術，條件似乎容易成就，真正的問題應在一實用物品，尤其是服裝的實

用功能究竟所指為何。 

第三款 實用功能判斷 

甚為可惜者，本案並未針對服裝的本質上功能究竟所指為何有一個明確的說明，

只有說當把設計特徵的 PGS 設計放在一空白畫布上或其他有形媒介上，即便描繪了

實用物品的外觀，但與功能無涉，故具備可分離性，擺脫過去認為如果仍保有實用物

品外觀，則與實用性無法分離的見解。以及設計特徵分離後，並不要求實用物品仍具

有完整的實用性，因為法院認為即便藝術性特徵使實用物品更實用、提升其效用，也

不會因此認為不受著作權保護。有評論認為，法院是刻意提出一個新方法來迴避物品

實用功能定義上的爭議，採用重視設計而非實用物品的判斷方式，避免在第六巡迴上

訴法院受到不同意見質疑的問題，即設計特徵對制服實用性的影響，故以此種方式最

小化語義及哲理上的分歧319。 

事實上關於本案 Breyer 法官有不同意見，認為即便將本案設計特徵置於畫布上，

實用物品的整體印象仍會浮現，不具可分離性320，顯見對 Breyer 法官而言，綜合國

會立法過程及著作權局見解，其認為整體形狀、輪廓無法與實用物品的實用性層面分

離。此外，亦有論者表示法院未解決著作權法對於繪畫的保護範圍界線的問題，並援

引 Breyer 法官於不同意見書的一段話 “One may not ‘claim a copyright in a useful 

article merely by creating a replica of that article in some other medium,’ such as in a 

                                                 
318  Second Request for Reconsideration for Refusal to Register Wanderer (Nov. 29, 2017), 

https://www.copyright.gov/rulings-filings/review-board/docs/wanderer.pdf . 
319 Copyright Act of 1976 — Useful Articles — Star Athletica, L.L.C. v. Varsity Brands, Inc., 131 HARV. L. 

REV. 363, 369 (2017). 
320 See Star Athletica, L.L.C., 137 S. Ct. at 1030-1033. 

https://www.copyright.gov/rulings-filings/review-board/docs/wander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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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321，並以梵谷畫作中的一雙布鞋為例，認為著作權僅及於禁止他人重製該畫，

但不及於重製該畫中所描繪的鞋322。這也顯示出保護範圍界定上的困難與複雜性，更

加可以清楚瞭解到對 Breyer 法官而言，實用物品的整體形象不在著作權法保護之

列。此背後所牽涉者，本研究認為仍是在於條文所指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實用性層面

所指為何? 

根據 Malcolm Barnard 所撰寫的 Fashion as Communication 一書，服裝可以暫分為

兩大功能，一為物質功能，另一為文化功能323。物質功能包括保護、遮羞、遮掩、誘

惑和吸引力；文化功能則包括溝通、自我的表現、社會身份和地位、社會角色的定義、

經濟上的價值和狀況、政治上的象徵、社會禮俗、休閒等，但事實上物質功能也有文

化功能，一個文化選擇什麼來保護它自己和在其中使用到的服裝裝扮也是該文化溝通

其文化認同是一種文化的方式324。故在服裝的物質及文化功能中，究竟何為著作權法

立法目的所欲排除者，應有明確闡釋，此為 Varsity 案聯邦最高法院未解決之問題。 

誠如法庭之友於意見書表示，根據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實用物品的解釋，描繪

物品外觀及傳遞訊息也屬於實用功能，但是並非不受著作權保護的實用功能，這樣的

定義目的在於劃分必較適合用「發明專利」保護的客體與著作權客體之間的界線325。

如同 Mazer v. Stein 案及 Star v.Varsity 案聯邦最高法院所強調，並不排除著作權與設

計專利對於美感設計的雙重保護。這樣的觀點之下，即便將設計特徵固著於其他媒介

上會再度呈現一實用物品的外觀形象，也只是描繪外觀，不是著作權所不保護的實用

功能。 

                                                 
321 Id. at 1036. 
322 Philip M. Duclos, Three cheers for trekonomics: The future of copyright doctrine according to Star 

Athletica and Star Trek, 27 CORNELL J. L. & PUB. POL’Y 207, 233 (2017). 
323 Malcolm Barnard 著，鄭靜宜譯，流行溝通，頁 65（2004）。 
324 Malcolm Barnard，同前註，頁 65-90。 
325 Brief of Fashion Law Institute et al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Respondents at 26, Star Athletica LLC 

v. Varsity Brands, Inc., et al, Docket No. 15-86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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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設計專利與著作權對於「功能性」的定義有所不同，從聯邦最高法院見解

可知，只要從一個具美感的設計找到功能性以外的考量動機，即可符合設計專利對於

「非功能性」的要求；對著作權法而言，必須設計元素的藝術性判斷獨立於功能性的

影響，才具備可與實用功能分離的要件326。本研究認為，承襲 Star v.Varsity 案聯邦最

高法院見解，時尚設計尤其是服裝上的設計可以同時受到著作權保護的可能性將越

高，兩者分野更加淡化。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時尚法律機構所表示，訊息的傳遞屬於一種表達，為著

作權所要保護的，而在時尚設計領域，訊息傳遞包含兩種，一為傳達設計師原創的美

感表達，另一為傳達穿著場合，包括個人品味、所屬群體、身份地位等甚至是身材曲

線，不論是以文字或視覺的形式所為之表達均應保護，不應該有所區別327。且根據學

者延續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表示，不同剪裁、形狀、尺寸因為可以幫助啦啦隊制服包

覆身體、吸汗、負荷劇烈運動，屬於不受保護的實用性部分。故實用物品的通常形狀

不受保護，至於什麼是通常形狀應該回歸該形狀有沒有本質上的實用功能，分離之後

會不會複製實用物品的實用功能，只要該形狀與實用性無關，整體形狀應即可受保

護，並認為依照聯邦最高法院見解意思，表示性、裝飾性功能均非物品的「實用性」

層面328。依照此一脈絡，本研究認為服裝的基本形狀因為不具可分離性，故不受著作

權保護，但特殊形狀因非單純為實用性所為之設計，故應可據可分離性而受保護。但

要注意的是 Star v.Varsity 案之解釋較偏向於平面設計部分，立體設計是否會持相同見

解，仍有待觀察。 

                                                 
326 Peter Lee & Madhavi Sunder, The Law of Look and Feel, 90 S. CAL. L. REV. 529, 560-561 (2017). 
327 See supra note 325, at 41. 其他相類似的見解包括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Supporting Respondants at 23-24, Star Athletica LLC v. Varsity Brands, Inc., et al, Docket No. 15-866 

(2016). 
328 Jane C. Ginsburg, The sum is more public domain than its parts? : U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works of 

applied art under Star Athletica’s imagination test, 166 U. PA. L. REV. ONLINE 83,93-94,97,10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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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著作侵權之判斷 

本案法院最終並未實際對被告（即上訴人）是否確實構成侵害原告（即被上訴人）

設計著作權為判斷。故在判斷時似仍須依循過去多數實務見解就視覺藝術所採之判斷

方式，兩者是否構成實質近似應從普通觀察者角度，以整體觀念與感覺為判斷。但值

得注意的是，在判斷時，仍應排除一些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或例外不構成侵權之情形，

例如「思想與表達合併」、「必要場景原則」等，如果某設計特徵是某種服裝類型必

要的元素或長久以來已成為業界標準時，可能會因為必要場景原則導致兩者即便十分

相似，仍無法成立實質近似，不構成著作權侵權。 

而關於合理使用部分，仿製品通常無積極利用行為，亦非做轉化性使用，而係大

量使用原著作，並且搶先或與原著作同時上市，剝奪原著作可期待之經濟利益，故本

研究認為仿製服裝難以成立合理使用。 

第五節 小結 

美國雖未否定服裝之裝飾性設計註冊設計專利，但是在進步性的標準下，專利權

人甚難於訴訟中維持其設計專利的有效性，成功主張被告侵害其設計專利權，故於現

行法下，實務上仍多希冀於著作權的保護。經觀察，可發現 Star v. Varsity 一案聯邦

最高法院的見解並未改變 1954 年聯邦最高法院於 Mazer v. Stein 一案的解釋，仍援用

其理念，當藝術創作與實用物品相結合而成為該物品之一部分時，物品的實用性不會

使藝術性創作部分喪失著作權法保護，此次只是換一個新方式試圖跳過關於實用性層

面之定義，再度表示藝術性特徵應該受到保護。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Star v. Varsity 的案件中雖然對於學說、實務長期意見分歧

的可分離性判斷進行說明，放寬可分離性判斷標準，即便將設計特徵獨立或放置於其

他媒介上會重現實用物品之輪廓，只要不會再現該物品之實用功能，則可被認為具有

可分離性，但是本案仍停留在服裝上的平面設計特徵可受保護，而服裝之形狀、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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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尺寸設計仍然不受保護。且雖然不要求將設計特徵分離後，實用物品要維持原本的

完整功能，但法院並未明確表示服裝之實用性功能所指為何，僅能從法庭之友意見

書、上訴請求人之主張及判決文字中做解讀，認為裝飾性功能應非實用性功能，而表

達穿著者的身份、地位，應屬於法條所指的訊息傳遞功能，非著作權法所不保護的實

用性功能。實際上未來實務對於服裝設計之著作權保護程度為何，仍要參酌原創性、

思想與表達合併、必要場景原則等之判斷，留待後續實務做說明。 

此外，有評論更表示，創作過程觀察法、客觀且必要觀察法、市場銷售法長期以

來被批評違反美學不歧視原則，此次聯邦最高法院的明文揚棄，對當事人來說可以減

少過度重視主觀要件所導致的判斷結果不確定性，並減少法院之間結果之分歧，但是

對下級法院而言，新的判斷方法缺乏一明確之判斷基準，也沒有多去設想這個新的判

斷方法未來的適用方式以及更複雜的情況329，故仍有待後續實務發展，過去發展出的

判斷方式並未全然揚棄，但可以肯認的是整體外形輪廓、裝飾性、表示性設計受保護

的可能性會提高。 

關於服裝設計原創性部分，從實務判決可知，採用何種元素屬於不受保護的思

想，而如何詮釋所採用之元素屬於受保護之表達。即便一設計所採用之各個元素無法

受著作權保護，但整體組合起來如具備原創性，仍可受著作權保護，含有編輯著作的

內涵於其中，且向大師致敬的作品並不全然欠缺原創性。故於美國司法實務上，只要

通過了可分離性的判斷，服裝設計要受到著作權保護的可能性則大大增加。 

                                                 
329  See supra note 319, at 369,372.; Shyamkrishna Balganesh, Clarifying the "Clear Meaning" of 

Separability, 166 U. PA. L. REV. ONLINE 79, 81–82 (2017).; Larry C. Russ & Nathan D. Meyer, Fashion 

Forward the Star Athletica v. Varsity Brands Decision Overturned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Going Back 

Half A Century, L.A. LAW., 2017, at 20,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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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對服裝設計之保護 

如前所述，國際規範就工業產品外觀設計、應用美術之實際保護方式交由各國自

行決定，我國無特殊設計法規，故似有設計專利與著作權法保護兩種可行方式。設計

專利對於外觀設計與著作權法中之美術著作雖於保護要件上有所不同，設計需具備新

穎性、創作性及產業可利用性，經註冊後於我國方受到設計專利保護；而美術著作只

要具備原創性即可受保護，但兩者同樣都是針對視覺性的設計、創作予以保護。過去

我國專利法明文排除美術工藝品受到設計專利保護之可能，但於民國 100 年修法時已

刪除之，顯見立法者應無意排除美術工藝品、美術工業產品同時受設計專利與著作權

保護。觀察我國相關實務案例，雖承認以「設計專利」保護紡織品設計，但保護範圍

相當窄，講求要兩者整體視覺效果相同或相似方構成侵權330。根據一與本案研究主題

較相近之寵物飾品案件，從法院判斷似可認為即便採用服裝常見之設計元素、造型，

仍可認為具備創作性(進步性)331。相較於美國，創作性於我國之門檻似乎較低，容易

達成，惟在侵權判斷上因為專利權保護範圍較窄的影響，即便整體外觀感覺相似，但

仍難成立侵權。此外，設計專利於我國同樣需要經過實質審查，審查通過方得註冊獲

得保護，相當耗時，與時尚產業週期變化快速、亟需及時有效保護之特性不符，故基

於以上原因，本研究認為設計專利在我國亦非一妥適之保護方式，不在做進一步討

論，主要聚焦於著作權保護之研究分析。 

第一節 我國著作權法 

我國著作權法之立法意旨依著作權法第一條，係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

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故後續之法律修正及司法解釋均不應悖離此一立法

                                                 
330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101 號民事判決。 
331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專訴字第 4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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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惟關於保護之客體、保護之要件將隨著時代環境不同而有些微差異，以下僅針

對時尚設計領域，尤其是服裝設計部分涉及到之著作權法規定為檢視，並進行分析。 

第一項 保護客體 

受我國著作權保護之客體明訂於著作權法第 5 條，其中保護之美術著作包括「純

美術」與「應用美術」332，且早期我國就具美感、藝術特徵的實用物品是否受著作權

保護採區分之見解。美術著作（work of art）係指以描繪、著色、書寫、雕刻等平面

或立體之美術技巧表達線條、色彩、明暗或形狀等，以美感等特徵而表現思想或感情

之創作。我國實務及學說長期將美術著作分為「純美術（fine art）」與「應用美術（applied 

art）」333，純美術著作乃指單純為創作而創作，以平面或立體之外型及色彩供人鑑賞，

著作本身並無美術以外之物質功能需求；應用美術著作係將純美術與實用物品結合，

同時具備藝術鑑賞價值及實用性，故有關時尚設計、服裝設計，於我國著作權法領域

應屬「應用美術著作」之一環。 

具備美感、藝術特徵的實用物品依照前述伯恩公約文學與藝術作品指南可知，可

以區分為美術工藝品與美術工業產品，而關於兩者之區分方式，我國內政部 81 年曾

經作出解釋認為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者為美術工藝品，限於一品製作334，如果是用模具

或機械製作而成可量產者，屬於工業產品，非著作權保護客體之怪異見解。一直到

86 年內政部才將其見解稍作修正335，認為究竟是否為受著作權保護之美術著作，重

                                                 
332 依照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 1993 年 3 月 9 日內政部台（82）內著字第 8276724 號函之解釋，認為雕

塑屬於美術界傳統的創作型態，屬於「純美術」領域內之作品，但是美術工藝品屬於「應用美術」領

域內之作品。 
333 蕭雄淋，同前註 62，頁 93；羅明通，同前註 110，頁 225。 
334 內政部民國 81 年 11 月 20 日台（81）內著字第 8124412 號函：「二、所詢「美術工藝品」與「工

業產品」之差異性及識別性一節，查美術工藝品係包含於美術之領域內，應用美術技巧以手工製作與

實用物品結合而具有裝飾性價值，可表現思想感情之單一物品之創作，例如手工捏製之陶瓷作品、手

工染織、竹編、草編等均屬之。特質為一品製作，亦即為單一之作品，如係以模具製作或機械製造可

多量生產者，則屬工業產品，並非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著作，自難認係美術工藝品之

美術著作。」 
335 內政部於 86 年 4 月 21 日臺內著字第 8605535 號函：「本部 81 年 11 月 20 日臺(81)內著字 0000000 

號函：按『美術著作』係以描繪、著色、書寫、雕刻、塑型等平面或立體之美術技巧表達線條、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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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應在於是否有美術技巧表現，是否量產並不影響此判斷，但是仍認為完全以模具或

機械製造的作品不可能具備美術技巧表現，此結論甚為可惜。所幸近期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函釋對於是否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不再限於「手工」製作，明確表示

只要具備創作性，不論手工與否，均受著作權法保護336。 

對時尚設計部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仍舊持續做出函釋，雖最終仍應交由司法機

關依具體個案情形認定，但是其見解仍值得觀察，發展至今主要有幾點，分述如下： 

壹、 立體服裝本身非著作，圖樣及花紋設計可受著作權及設計專利之保護 

認為立體之衣服本身非屬著作，但衣服上如果附有著作，則係衣服上附有著

作重製物337。又，衣服上之配色及線條所構成之圖樣（例如：圖形、線條、格

紋、條紋）338、花紋等設計，如果符合美術著作之要件且具有原創性，則可能

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339。甚至智財局更表示，服裝類物品不論衣服、褲子、

內衣或內褲等，只要該物品之外觀形狀、花紋、圖樣、色彩配置或任二者以上

之結合後所形成之整體外形，具有新穎創意，且在該物品尚未被公開前，提出

設計專利申請，經審查具備設計專利要件，即可獲得設計專利權的保護340，似

乎認為服裝之整體外形設計屬於受設計專利之範疇。 

貳、 包包整體樣式不受著作權保護 

認為設計於包包上的「平面」圖樣，可受著作權保護；而包包「整體樣式」

不區分手工或機器製作，均不受著作權保護，但外觀設計圖，如具備原創性之

要件，則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圖形著作341。 

參、 將服裝依有無特殊設計區分為工業產品與美術工藝品 

                                                                                                                                                    
或形狀等，以美感為特徵而表現思想感情之創作。作品是否為美術著作（包括美術工藝品）須以是否

具備美術技巧之表現為要件，如作品非以美術技巧表現思想或感情者，亦即未能表現創作之美術技巧

者，尚難認係美術著作。至完全以模具或機械製造之作品緣非具備美術技巧之表現，自不屬美術著作，

至著作人是否自始即以大量生產為目的並非著作權法保護之準據，且與該作品是否屬美術工藝品無

關。查本部 81 年 11 月 20 日臺(81)內著字第 824412 號函說明『以模具製作或機械製造可多量生產者

屬工業產品，非美術工藝品』，係就上述情況而言，並非就美術工藝品限定以『非量產為目的』之保

護要件，台端所稱自始以工業上量產為目的而謂其非美術工藝品一節，容有誤會。」 
33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103 年 03 月 11 日電子郵件 1030226：「著作權法所稱之美術著作，包

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及其他

之美術著作等，如果具有創作性之前揭作品，不論手工與否，均受著作權法保護。」 
33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7 年 2 月 12 日智著字第 09700009580 號。 
33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103 年 1 月 29 日 智著字第 10300006470 號。 
33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7 年 6 月 11 日智著字第 09700051020 號。 
34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8 年 7 月 14 日電子郵件 980714a。 
3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103 年 03 月 31 日電子郵件字第 1030311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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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包包、皮件、衣服、褲子等服裝、配件產品，如僅具有實用性，或係以

模具製作或機械製造可多量生產之工業產品，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但是如果經

特殊設計即非工業產品，且從特定角度看來與繪製於平面上之圖案無異，具原

創性者，則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並聲明「款式」不受著作權法保護342。並將衣

服區分為「以模具、機械製造而大量生產或僅具實用性」以及「衣服本身之樣

式、配色、線條等外觀，或衣服上的圖案、花紋具有獨立創作及一定的創作高

度」兩種，且表示仿製涉及重製或改作行為，仿製後販售則涉及散布行為343。

在認定是否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之解釋，雖然在保護客體上有部分進

步，但似乎又回到過往以是否大量、機器製造來區分受保護之美術工藝品與工

業產品，此部分可議，而值得觀察的是，智財局第一次認為「服裝本身之樣式」

有受著作權保護的空間，但是這樣的見解是否穩定、司法實務是否肯認，仍有

待觀察。 

我國長期以來又將應用美術區分為美術工藝品與美術工業產品而異其保護方

式，設計專利保護者為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

訴求之創作344。舊專利法第 112 條第 1 項第 2 款明文規定純藝術與美術工藝品不受設

計專利保護，而以工業程序大量製造之創作，無論是以手工或機械製造，均得予以設

計專利345。即美術工藝品以著作權法保護，美術工業產品以設計專利保護，惟於民國

100 年修法後，專利法第 124 條第 2 款不予設計專利保護之對象已不包含美術工藝

品。而依照伯恩公約文學與藝術作品保護指南，雖將應用美術可以再分為「美術工藝

品」與「美術工業產品」346，但既然伯恩公約允許成員國以著作權或專利權保護應用

美術，且我國於修法後，美術工藝品應可同時受著作權法及設計專利保護，呈現雙重

保護（如圖 4-1 所示），相對的美術工業產品亦應受到相同之對待，僅保護範圍上有

                                                 
34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103 年 06 月 03 日電子郵件字第 1030603 號。 
34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電子郵件字第 1050524 號。 
344 專利法第 121 條。 
345 智慧財產權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04 年版，第三篇新式樣專利實體審查。 
346 同前註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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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區別。更有甚者，美術著作重視的是美術技巧的表現，故本研究認為有無必要區分

美術工藝品與美術工業產品，而異其保護，值得考慮。 

 

圖 4-1 美術工藝品與著作權及設計專利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項 保護要件 

第一款 原創性 

爰依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係指屬於文

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雖第 5 條就受保護之著作類型有明文規定，

但是僅為例示規定，故僅需為「創作」即可受著作權法保護。另外，我國著作權法並

未以固著（fixation）為著作保護要件，但是依照實務、學說見解，仍需要以一定之方

法表現著作之內容，使他人得以感官反應，在客觀上覺察其存在347。惟，究竟何謂「創

作」，著作權法並無明文，綜合學說與司法實務見解，主要須具備以下要件：具原創

性、為人類之精神創作、有一定之表現形式、足以表現作者個性348。 

                                                 
347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著上字第 9 號民事判決：「『著作』（work）與『著作物』（copy）係

屬二不同之概念，著作權所保護之標的為『著作』，即同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屬於文學、科

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著作權之保護及於該著作之表達，雖然通常附著於一定之媒介或

載體，惟僅須以一定方法或形式表達呈現其創作內容，使他人得以知覺著作之存在及其內容其存在即

可，而不以『附著』或『固著』（fixation）為保護要件。而著作物乃著作依其表現形式所附著之有體

物（媒介或載體），為物權歸屬之客體。是以著作之內容一旦以一定形式對外表達後，任何人無須藉

由著作人之協力，即得加以利用，具有『非獨占性』（non-exclusive）、『無耗損性』（non-rivalrous）、

『共享性』之特質，而與物權所保護之財產標的物具有『獨占性』（exclusive）、『耗損性』（rivalrous）、

『自然稀少性』（naturalscarcity）之性質迥然有別，著作權無法如物權人僅須占有特定之有體物即可

排除他人使用。」；蕭雄淋，同前註 62，頁 87。 
348 蕭雄淋，同前註 62，頁 85-88；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5 版，頁 9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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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原創性之定義，通常此概念包含「原始性」與「創作性」，原始性係指「獨

立創作」而未抄襲他人著作，因為並不要求如同專利法之新穎性，故只要不是重製或

製作他人之著作，即便有雷同或相似，仍屬獨立之創作349；創作性則指作品須符合一

定之「創作高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認為應採最低創作性、最起碼創作（minimal 

requirement of creativity）之創意高度，並於個案中認定350。創作性部分，多數學說與

實務見解認為僅須係基於人類之精神作用已表達思想或感情，而具備少量創意即可，

少數學說實務見解認為必須進一步達到足以表現出著作者個性之程度351。而於應用美

術著作之情形，有少部分見解認為，應用美術著作應具備「較高之創作高度」或是「已

明顯超越一般平均創作水準」352，此一見解為學說所質疑353，本研究亦認為針對應用

美術著作採取較其他類型著作更高的保護標準並不妥適。另外需注意的是，創作性並

不等同於藝術上或者美學上之價值，藝術或美學價值標準間之爭議非常大，特別是當

代藝術作品之創作，由於價值判斷不易，因此著作權法並不將此美學或藝術價值當作

判別是否應保護之理由。易言之，藝術程度並不是原創性判斷基礎，藝術價值或審美

價值不能作為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判斷其創作性是否到應受保護之標準，此即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亦採用之「美學不歧視原則」（The principle of aesthetic non-discrimination 

doctrine ）354。 

關於創作是否具有個性之判斷，有時候實務上會以創作時表達之有限性，亦即思

想與表達合併，而使得個性難以呈現，因此認為不受著作權保護，例如於美術著作之

情形，有法院認為若原著作所使用之設計形狀為業界所習用，則會因為不足以表達作

者之個性，而認為該客體無法取得著作權之保護355。但有時候實務上並非否定其受著

作權保護之可能性，而是在實質近似之判斷上採比較嚴格之態度，此部分留待本節第

四項第二款做進一步說明。 

                                                 
349 謝銘洋，我國著作權法中「創作」概念相關判決之研究，收於：劉孔中主編，國際比較下我國著

作權法之總檢討-上冊，頁 59-60（2014）。 
350 蕭雄淋，同前註 62，頁 86；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44 號民事判決。 
351 羅明通，同前註 110，頁 27； 謝銘洋，同前註 347，頁 59。 
352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3 號刑事判決。 
353 謝銘洋，同前註 348，頁 76。 
354 羅明通，同前註 110，頁 173。 
355 謝銘洋，同前註 348，頁 66-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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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非著作權法不予保護之對象 

具備原創性外，作品須非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之標的，始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

作，我國著作權法第 9 條定有明文。另外，於同法第 10 條之 1 更明文表示，僅保護

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意識、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

念、原理、發現，此即「思想與表達二分原則」。其背後之法理為，既然著作權法之

立法目的在於保護製作人精神創作之貢獻，但同時亦重視文化之進步，為達此一目

的，著作權法固保障著作人之表達，但更鼓勵他人自由利用著作中所傳達之思想或觀

念356。且著作之產生雖然為創作者之智慧結晶，實際上每位創作者亦是在經歷過前人

著作的薰陶後，經過消化吸收後再為個人獨特之創作，從而累積、形塑人類文化資產。

著作權法鼓勵創作，提供著作權一暫時性獨佔保護之誘因，同時避免著作權無限上

綱，反而忽略每一著作乃全體社會協力之成果，且思想、概念性質上屬於公共資產，

並無獨佔性及排他性，若將著作權保護範圍擴張至思想、概念，將無形箝制他人之自

由創作，將有失著作權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如思想不能自由利用，創作人之思維、

構想將因此受到拘束，文藝美術之發展亦嚴重受到影響，而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講學、

著作集出版之自由更無法達成。 

綜合言之，我國在應用美術著作之保護並無如美國法需有可分離性之明文規定，

一作品具有原創性、具有一定之外部表現形式、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

圍、表現出作者之個性、非不得作為著作權標的之著作，即可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 

                                                 
356 羅明通，同前註 110，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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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權利內容 

第一款 排他權 

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明定於我國著作權法第 15 條

至第 21 條，權利內容包括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同一性保持權，主要就是使著

作人得保護其名譽、聲望等人格上的權利。著作財產權則明定於第 22 條至第 29 之 1

條，以及第 87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美術著作相關之排他權包括，重製權、公開傳輸

權、公開展示權、編輯權、改作權、散布權、出租權以及輸入權357。 

公開傳輸係指以網路或廣播以外之通訊方法傳達著作內容，消費者可自行選定之

時間或地點，均可感知存放在網路上之著作內容，既不要取得著作重製物之占有，亦

不受著作提供者時間之限制，消費者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之關係；公開展示則係

以陳列等類似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編輯則係就原著作加以整理、增刪、組合

或編排而產生之新著作；散布則是將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供公眾流通；出租則是將著作

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而收取租金；輸入權則是因為我國著作權採國內耗盡理論而來，

故第一次銷售理論僅限於國內358。 

時尚設計與服裝設計之相關侵權爭議多發生於重製權與改作權，故本研究將於下

一款做深入介紹。 

                                                 
357 輸入權於體例上雖未規定於著作財產權章節中，但是依當時之立法原意，係間接賦予著作財產權

人專屬輸入權。蕭雄淋，同前註 62，頁 146。 
358 蕭雄淋，同前註 62，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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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重製權、改作權與實施 

我國時尚設計與服裝設計有關排他權之爭議討論多集中於重製權、改作權與實施

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國著作財產權範圍並不包括實施權359，故實務上對於三者之關係

有所討論。重製權係指印刷、複印、錄音、攝影筆錄或其他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

之重複製作，明文訂於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當中，簡言之需具備三要件：

有形之重複製作、恆久與穩定、得直接或經由機器或器械感知、重製或傳播360。改作

權係指就原著作另為創作，在美術著作則是指「異種複製」，以與原著作不同之技術

加以複製、複製媒介不同361。 

於將平面之圖形轉為立體形式之情形，法院對於究為重製、改作抑或實施，有所

闡釋362，例如：需就該平面之圖形著作與轉變後之立體物加以比較認定，依按圖施工

之方法，並循著作標示之尺寸、規格或器械結構圖，將著作之概念製成立體物，其外

觀與工程圖顯不相同，此已「非單純之著作內容再現」，而為「實施」。如將圖形著

作之著作內容「單純以平面形式附著於立體物上」，或於立體物上「以立體形式單純

性質再現平面圖形著作之著作內容」者，仍應屬於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

「重製」行為之範疇，非謂將平面之圖形著作轉變為立體形式者，均概屬實施行為，

而不受著作權法之規範。立體物上除以前述立體形式單純性質再現平面圖形著作之著

                                                 
359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5488 號刑事判決：「對於依建築設計圖以外圖形而為製作之立體實物，

非屬重製之範圍，而屬圖形著作之『實施權』，則不在著作權保護範圍。又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

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足見著作權法對於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形著作之保護範圍，限於所繪

之圖之重製權，不及於其製成品。製成實用物品，係專利法上之實施行為，並非著作權法保護之對象，

而具有功能性的科技產品之勞動成果，例如機械裝置設計圖製成機器成品，或可認為屬於使用專利法

上製造方式專利而實施成工業成品。」 
360 學者認為，我國著作權法未若美國著作權法有「固定」（fixation）之要件，必須足以恆久或穩定

使人感知、重製或以其他方法傳播其內容而非短暫時間，但是為與「上映」做區分，所以仍須有恆定

與穩定要件，表示有留存性的重複製作效果。蕭雄淋，同前註 62，頁 130-131。 
361 同前註，頁 104。 
362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515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410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

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5222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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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內容者外，尚另「有新的創意表現」，且此有創意之立體物為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所例示保護之著作，即屬「改作」行為，此立體物即為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1 項所稱

之「衍生著作」，亦受著作權法之保護。從而立體物製成者，自亦需取得平面圖形著

作財產權人之同意，否則即有侵害著作權（改作權）之情形，例如將素描、繪畫變成

雕塑之情形即屬之。 

由此可見，將一平面著作（可能是圖形著作或美術著作）製成立體物，究竟屬於

重製該著作或僅為實施行為，端視平面著作與立體物所呈現者有無明顯不同，是否僅

為單純再現平面著作內容。另外，只要有新的創意表現，也可認為係衍生著作，而受

著作權法保護。 

第四項 侵權責任判斷 

第一款 接觸及實質近似 

承前所述，著作權法承認平行創作，故不得僅以客觀上之雷同類似，即認定有抄

襲情事，而侵害著作權。認定抄襲實務上認為要具備兩個要件，即「接觸」及「實質

近似」，主張他人之著作係抄襲其著作者，應舉證證明該他人曾接觸被抄襲之著作，

二著作構成實質近似363。 

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多認為，接觸分為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兩種態樣，直接接觸

係指有直接取得、流通、寄送、列印、購買等證明，證明被告有直接接觸情形甚為困

難，故實務上操作以間接接觸居多；間接接觸係指於合理之情況下，行為人具有合理

機會接觸著作物，例如：著作物已行銷於市面或公眾得於販賣同種類之商店買得該著

作，被告得以輕易取得、或著作物有相當程度之廣告或知名度、雙方具競爭關係等情

                                                 
363 謝銘洋，同前註 348，頁 61；例如：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306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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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364。實務認為，接觸與實質近似為舉證責任分配之手段，如二者近似程度過高，達

「顯然近似（Striking Similar）」時，實無從想像「若非接觸，何以致之」時，無須

證明被告有合理接觸之機會，單憑此一事實即可推定被告抄襲，除非二者相似程度甚

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之必要365。以接觸及實質近似證明抄襲之制度為實務與學

說長期所採取，但以顯然近似直接取代接觸之見解不無疑義，畢竟著作權法允許平行

創作，故有學者提出應限縮範圍至著作完全重製而無任何差異之情形，並以抄襲之推

定力賦予被告有以反證推翻之機會366。 

實質近似包含「量之近似」與「質之近似」，分析比對時，不僅以文字比對之方

法加以判斷抄襲，亦應對非文字部分進行分析比較367。著作權法並不要求百分之百著

作內容相同之抄襲，縱使有些微之不同，只要是整體相似，並不影響著作實質近似之

成立368。「量之近似」所要求之量，與著作之性質有關，故寫實或事實作品比科幻、

虛構或創作性之作品，要求更多之近似分量，因其雷同可能性較高，故受著作權保護

之程度較低。而所謂「質之近似」者，在於是否為重要成分，倘屬重要部分，則構成

實質之近似，倘抄襲部分為原告著作之重要部分，縱使僅佔原告著作之小部分，亦構

成實質之近似。 

對美術、圖形等具藝術性、美感性之著作，實務上認為著作權法予以保護之程度

較高，在判斷圖形、攝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抄襲時，如

使用與文字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

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尤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亦即需就著作人

之意境、外觀及感覺判斷是否近似，以決定是否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而在量的考量上，

                                                 
364 羅明通，同前註 110，頁 383-386。 
365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39 號刑事判決。 
366 姚信安，雙魚羅生門：論美術著作之抄襲-從智慧財產法院一ＯＯ年度刑智上訴字第三九號刑事判

決談起，月旦法學雜誌，217 期，頁 173-174（2013）。 
367 羅明通，同前註 110，頁 398。 
368 羅明通，同前註 110，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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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應考量構圖、整體外觀、主要特徵、顏色、景物配置、造型、意境之呈現、角度、

形態、構圖元素、以及圖畫中與文字的關係，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

定標準。即使抄襲之量並不多，但其所抄襲部分屬精華或重要核心，仍會成立侵害，

且著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無非由具

備專業知識經驗人士以鑑定方法判斷之必要369。 

是以，接觸與實質近似於訴訟舉證上具有相當之關聯性，我國實務及部分學說認

為，被告著作與原告著作極度類似到難以想像被告未接觸原告著作，達顯然相同時，

則可推定被告曾接觸原告著作370。而關於應用美術著作侵權之判斷，我國實務較傾向

採取「整體觀念與感覺觀察法」，且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角度以認定兩作品間

是否構成實質近似。但因為整體觀念與感覺觀察法在判斷上仍十分抽象，故有學者建

議可參考我國商標法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對於商標近似的判斷手段，以通體觀察

法、主要部份觀察法與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法為判準，作為輔助371。 

第二款 權利的限制 

第一目 合理使用 

我國著作權法第 1 條明文規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

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為其立法意旨，所以最終目的如果是要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那麼除了透過暫時保護要給予持續創作之誘因之外，給予使用者合理使用之機會

也很重要，故有合理使用原則之發展。我國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4 條明文列舉

了合理使用的類型但不以此為限，第 65 條第 2 項為合理使用的一般規定，於符

合所列四款要素的情形下，構成合理使用，該四款係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369 謝銘洋，同前註 348，頁 63-64；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4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7 年度

台上字第 6499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39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

度民著上易字第 7 號民事判決。 
370 李治安，著作權侵害認定之研究，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期末報告，頁 20（2014）。 
371 姚信安，同前註 366，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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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立法例所增訂，應審酌「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

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為綜合判斷，不宜單取一項

為判斷基準372。但也因為必須為綜合判斷，並無固定權重，故對於法官自由心證

而言仍留有許多空間。 

第二目 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 

我國訴訟實務上同樣承襲美國法上之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以避免思想遭壟

斷，惟運用上體系混亂，有認為因為思想與表達合併，不具原創性而不受著作權

法保護者373；亦有認為即便兩者構成實質近似，但因為思想與表達合併而不成立

侵權者374。 

本研究認為雖然被告最後均不會成立侵害著作權之罪名，但在法律體系上有

實質意義上之差別，既然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背後之法理係指，思想如僅有一種

或有限之表達方式，則此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極有限方式表達該

思想，如著作權法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斷，

該有限之表達即因與思想合併而非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因此，若一種思想、程序、

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之表達方式甚為有限時，為免以著作

權保護該表達將實質上造成保護上開不受著作權保護標的之結果而有之原則。而

作品只要具備原創性，為作者獨立之創作、具備一定的創意高度、非第 9 條、第

10 之 1 條不保護之標的，就為受著作權保護之標的，不應輕易否定之。 

                                                 
 372 智慧財產法院多次於個案判決中表示：「於判斷合理使用之際，理應將所有著作利用之相關情狀

整體納入考量，且應將該條項所定之四項基準均一併審酌。」，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

易字第 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著訴字第 14 號判決。 
373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著上字第 1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著上字第 25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民著上易字第 10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著訴字第 39 號判決。 
374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著上字第 18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著上字第 5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著訴字第 7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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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必要場景原則 

必要場景原則我國實務多運用於戲劇、小說、節目、電腦程式的案件當中，

而在適用體例上，有認為是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的補充，指在處理特定主題之創

作時，實際上不可避免地必須使用某些事件、角色、布局或布景，雖該事件、角

色、布局或布景之「表達」與他人雷同，但因係處理該特定主題所不可或缺，或

至少是標準之處理方式，欠缺創作性，故其「表達」縱使與他人相同，亦不構成

著作權之侵害375。也有認為在判斷實質近似時，某一戲劇、小說主題時，某些事

件、角色、佈局、佈景等常因易於聯想、太過普遍而成為處理特定主題不可或缺

之基本要素，或於電腦程式涉及產業習慣、標準，故此時縱二著作之該等事件、

角色、佈局、佈景有相似之處，亦不能執以認定抄襲之情事，或判斷是否侵權時

應先加以剔除376。 

關於此一原則適用之著作類型，尚難從目前少量實務判決中得知，另外於適用體

例上同樣有與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相同之問題，希冀我國有朝一日能統一見解。 

第五項 小結 

檢視過現行著作權法對於服裝設計保護之程度，與學者、行政機關之立場，而我

國司法機關的保護態度又是如何？下一節將從過去服裝設計相關判決案例著手，且因

TRIPS 協定及伯恩公約均有要求對工業產品外觀設計、應用美術予以設計專利、著作

權或特殊外觀設計法規保護，但我國尚未為特別立法，故以下僅就實務上對於以設計

專利保護服裝設計之案例，說明設計專利之不妥適性，接著相關實務案例於適用著作

權法之情形進行分析，檢視服裝設計受保護之範圍，並試圖找出可行之保護方向。 

 

                                                 
375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字第 103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著訴字第 5 號判

決；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刑智上字第 49 號判決。 
376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自訴字第 238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智上字第 7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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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以著作權保護服裝設計之司法態度 

第一項 紡織布料設計 

第一款 本案事實背景 

本案告訴人為晨洋國際有限公司，設計有「臺灣第二代精典學園格」格紋及「桂

冠熊」、「皇冠背帶熊」、「讀書熊」等圖樣，被告祥好商行未經授權或同意，請他

人採買仿製之格紋布料，並代工仿製告訴人之圖樣作成印花、繡標，裁製為童裝，故

原告提起著作權侵害告訴377。被告於訴訟中抗辯格紋、熊圖為仿間常見，欠缺獨創性，

故本案爭點在於系爭設計是否具備原創性。 

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系爭設計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法院表示，格紋圖案雖均係以直線條彼此參差交錯所構成之幾何圖形，

惟線條之數量、粗細、距離、用色及排列結構不同，足以傳達不同活潑、沉

靜、穩重等意念及視覺感受，如已具備最低程度之創作性，而可認與先前存

在之作品具備可資區別的變化，自仍應承認其原創性而為著作權法保護之客

體。 

「熊」雖為坊間常見設計概念，「熊」亦有其固定特徵，然基於「熊」

此一概念而能發想獲得之靈感思緒，實甚為廣泛，縱「熊」之外觀確具某些

固定特徵，然就表現該特徵之方法手段亦所在多有、非僅一端，巧妙亦因創

作者之個人獨特智巧而各有不同乃至天差地別。在「熊」此一寬廣概念下，

客觀上本有多種表達其固定特徵之方法及可能性，並無所謂表達形式甚為限

定稀少之問題。 

                                                 
37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0 年度智訴字第 9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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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法院認為系爭「臺灣第二代精典學園格」、「桂冠熊」、「皇冠背帶

熊」、「讀書熊」等格紋、圖樣，具備一定之表現形式，且其精神作用已達

相當程度，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符合原創性之要件，為著作權

法所保護之著作。 

貳、 被告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 

法院表示，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判斷有無

接觸及實質相似，實質相似包括量之相似與質之相似；在判斷美術著作具有藝術

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抄襲，在為質之考量時，尤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

念與感覺」。 

法院認為格紋部分兩者雖有些微差異，但就整體美感、視覺感受而言，難認

有何可資區別之變化，故依一般社會通常觀念，構成實質近似。而在圖樣部分，

發現從二者圖樣設計重疊之比例及歧異處之性質、程度，難認相異部分有何本質

上重要性，依通常人之觀察，認為已構成實質近似。且因為格紋與圖樣高度近似

至幾乎完全相同之程度，故可認被告係參考、依循告訴人之著作而完成，故可認

為屬侵害著作權之重製行為。 

第三款 本案評析 

由此可知，實務認為布料上之格紋設計與衣服上之圖樣設計同受著作權法保

護，即便是由基本元素-條紋所組成，或是仿間常見之設計，只要與先前著作有

可資區別之別化，仍可認為具備原創性。圖樣描繪自然界之物，仍存有多種表達

方示，不存在思想與表達合併之情形。如他人抄襲著作權人之著作，且所為之輕

微修改未達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創意高度，則為侵害屬著作權之重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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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袖口珠管設計 

第一款 本案事實背景 

本案原告暨刑事案件告訴人為「崔蘋服裝工作坊」負責人，以「服裝加縫手工藝

術裝飾品」之設計與加工為業，專門接受客戶委託為流行服裝設計打樣精美裝飾品，

並以承接大貨，依照樣本進行加工為大宗378。被告等之公司委託原告暨告訴人設計打

樣服裝，故原告暨告訴人即設計打樣「絲瓜領及袖口珠管」、「針織雙邊領不規則珠」、

「方格管衫」、「蜘蛛網小可愛」、「金管扣」（縫於絲瓜領及袖口珠管上）等裝飾。

「絲瓜領及袖口珠管」、「金管扣」係以珠片、珠管填滿於衣服之衣領、袖口；「針

織雙邊領不規則珠」係在黑色針織短袖衫之衣領上，以黑色長管型珠片及黑色、銀色

小珠為主，縫繡成不規則圖形，中間再飾以一些更小的深色小珠；「蜘蛛網小可愛」

則係在黑色針織小可愛正面，將白色小珠及長管型珠片以手工繡出蜘蛛網狀圖形。 

惟原告發現被告等未得同意或授權，多次意圖銷售而連續擅自重製，並將上開重

製著作物陳列於店面販售，侵害美術工藝品之其著作權。故本案爭點在於上述服裝上

之裝飾設計是否為美術工藝品而受著作權保護。 

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刑事庭 

一審地方法院為被告有罪判決379，故被告提起上訴，主張系爭設計非美術工

藝品，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而高等法院援引內政部台（83）內著字第 83152841 號函、台（81）第 8124412

號函之見解，認為所謂創作，係指人類將其內心思想、情感、藉語言、文字、符

號、繪畫、聲音、影像、肢體動作等表現方法，以個別獨具之創意表現於外者。

                                                 
378 臺灣高等法院 83 年度上訴字第 3587 號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3 年度重訴字第 536 號民事

判決。 
379 根據本案高等法院判決，第一審案號為：臺北地方法院 82 年度訴字第 2891 號刑事判決，惟司法

院法學資料檢索查無判決本文，故詳細原因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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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機器」或「模具製作」或以「手工業量產」之產品，非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

作，自非美術著作。是以法院認為系爭「絲瓜領及袖口珠管」、「針織雙邊領不

規則珠」、「方格管衫」、「蜘蛛網小可愛」、「金管扣」等是告訴人先以模具

製作圖樣，然後大量生產之工業產品，非美術工藝品，故不受著作權保護。法院

最後更採用內政部之認定，表示採用既有成品簡易縫製而成的作品，非屬美術領

域之創作，非美術著作。 

嗣後本案於最高法院亦獲得相同之見解380，因系爭圖樣不受著作權保護，故

被告重製該圖樣並未侵害著作權。 

貳、 民事庭 

本案原告併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被告為侵害著作權之損害賠償，法院認為「美

術工藝品」一詞包括傢具、皮藝品、陶瓷藝品、紡織品圖樣、時裝等，為美術著

作之一種。並表示美術工藝品同樣必須符合著作權法對著作之要求，始受著作權

法之保障，即（一）係著作人之創作；（二）具有精神內涵；（三）可為吾人感

受知覺之表現形式；（四）表現著作人之個別性；（五）必要之創作高度。 

法院認為，就「針織雙邊領不規則珠」及「蜘蛛網小可愛」部分，著作人雖

以手工縫製，試圖針對不同類型的服裝呈現不同主題設計，惟就其整體的線條、

形狀、搭配的方式綜合觀之，其創作高度尚未具備成為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工藝

著作所必要之要求。而「絲瓜領及袖口珠管」、「金管扣」只是以珠片、珠管填

滿於衣服之衣領、袖口，難謂創作高度已達應由著作權法保護之標準，最後駁回

原告之訴。 

                                                 
380 最高法院 84 年台上字第 5220 號刑事判決；惟判決本文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查無，故關於

最高法院見解，係參考：謝銘洋，美術工藝品與新式樣之區別-評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上易字第二五

六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51 期，頁 189（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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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本案評析 

刑事庭與民事庭最終雖均認為原告（或告訴人）之系爭裝飾設計、設計圖樣

不受著作權保護，為所用之理由並不相同。刑事庭認為告訴人知設計圖樣係以模

具製作，爾後大量製造，屬於美術工業產品，非受著作權保護之美術工藝品。惟

民事庭雖認為紡織品圖樣、時裝為美術工藝品，但是系爭設計未達原創性中關於

創意高度的標準，故不受著作權保護，兩者見解顯有矛盾之處。究竟服裝設計屬

於美術工藝品抑或美術工業產品，有無區分實益？ 

第三項 碩鑫案 

第一款 本案事實背景 

本案告訴人為碩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碩鑫公司），而被告林秋雲與吳

國興經營「良禎服裝行」並曾經經銷告訴人之服裝，嗣後雙方經銷關係結束。本案告

訴人主張著作權之客體為下圖 4-5 所示之「服裝設計圖」為美術著作，認為被告未經

授權或同意輸入、銷售表面線條、花紋類似於上揭美術著作之三款衣物侵害其著作

權，遂提起告訴381。故本案爭點在於被告輸入、銷售之服裝是否為美術著作之重製物。 

                                                 
38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099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訴字第 1294 號刑事

判決；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5241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更（一）字第 665 號刑

事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3753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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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碩鑫公司服裝設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地方法院 

本案著作權客體為服裝設計圖，故法院先就重製行為進行闡釋，認為將平面

著作轉為立體著作，如果是以平面形式附著於立體物上，或將平面著作之內容單

純性質再現為立體物，屬著作物之重製行為；但是如果是依據平面著作之內容，

依按圖施工之方法，循著作標示之尺寸、規格或結構，將著作之概念製作成立體

物，即屬「實施」行為，而不受著作權法有關「重製」行為之規範。 

而本案依據服裝設計圖製造衣物，須先按照設計原稿（Ａ４紙張），放大尺

寸製作與衣物大小相當之設計圖（牛皮紙），利用設計圖套繪繡花底圖（描圖紙），

選取布料後，依據描圖紙之花紋，一部份以純手工、一部份以半手工（人力操作

機械）繡上圖案，始得完成。法院認為系爭三款衣物上以繡花方式表徵之花紋特

徵，在物理上及觀念上並均不可能與衣物之功能或實用層面分離觀察而獨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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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係依據服裝設計圖，選擇色系、布料，按圖施作，循上開步驟製造系爭三

款衣物之行為，僅係將該等服裝設計圖蘊含之設計理念，製作成立體衣物之「實

施」行為，而非屬著作權法上所規範之「重製」行為。故被告輸入、銷售之服裝

非美術著作之重製物，被告無違反著作權法之行為。 

貳、 高等法院 

告訴人不服故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高等法院改變原審判決，認為告訴人之

上開服裝，是先有一設計之美術圖樣，告訴人再將美術圖樣表現於系爭之服裝

上，從服裝所表現之美術圖樣外觀觀察，認為仍屬於平面形式之表現，與立體形

式之表現有異，非地方法院所認為之平面著作轉立體之情形。故被告所出售之服

裝應屬於未經告訴人公司授權重製之重製物，判決被告侵害原告之著作權。 

參、 最高法院 

經第一次上訴，法院維持高等法院判決發回重審後，被告改以欠缺原創性為

由主張服裝設計圖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並主張依設計圖製成立體物為實施行為，

非著作權法保護之重製行為，且為告訴人為大量生產，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等理由

再次提起上訴。 

法院認為作品是否為美術著作（包括美術工藝品），須以是否具備美術技巧

之表現為要件，如作品非以美術技巧表現思想或感情者，亦即未能表現創作之美

術技巧者，尚難認係美術著作。告訴人製作衣褲時使用之繡花工法是否為普通工

法，其上圓圈圖形是否因屬基本幾何圖形及服裝亮片乃常見之裝飾，而欠缺原創

性，是事實審法院職權範圍，故維持原審具原創性之認定。並補充，以按圖施工

之方法將平面著作表現之概念製成立體物，須其外形在客觀上已使一般人無法認

知係同一者，方屬非受著作權保護之實施；亦即依服裝設計圖所完成之服裝，若

服裝上未再現設計圖上之圖樣，僅屬依圖實施，非重製之行為，尚不致侵害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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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之著作權。尺寸、規格並非美術著作之內容，著作人是否自始即以大量生產為

目的，亦非著作權法保護之準據。綜合以上認定被告上訴無理由，而駁回。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地方法院以衣物上之花紋特徵援引美國法上可分離性之見解，認為物理

上及概念上均不可能與衣物之實用性功能分離而獨立存在，故依服裝設計圖之設

計製成衣服為實施行為，非著作權法保護之行為，惟並未交代具體不具可分離性

的原因為何。但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均認為告訴人之系爭服裝設計具原創性，而

即便是按圖施工將著作表現於立體物上，但是平面形式之表現，一般人不會認為

兩者不同，故為重製行為。最高法院並聲明尺寸、規格非美術著作保護之範圍，

而著作初始創作目的是否即有大量生產目的，並非著作權法保護所要考量的，此

部分值得參考。甚為可惜者，本案討論對象仍限於平面形式，尚未對立體形式的

服裝本身表示受著作權保護之可能。 

第四項 拉鍊方包案 

第一款 本案事實背景 

告訴人韃中股份有限公司設計有一拉鍊方包，以 8 條金屬拉鍊作為裝飾之托特

包，特色在於以長短不同之拉鍊線條形成之弧度為美感之體現，卻遭被告迪法爾仿

製，並交由被告銀穗公司陳列並銷售，告訴人遂向檢察官提起侵害著作權告訴382。被

告等於訴訟中之抗辯主要有三：1.告訴人之拉鍊方包欠缺原創性且為機械量產，非著

作權法保護之標的；2.被告等之拉鍊方包與告訴人之拉鍊方包並未達實質近似程度；

3.被告等之拉鍊方包為其獨立創作所得，並未接觸告訴人之拉鍊方包。 

                                                 
38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智訴字第 28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54 號

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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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法院見解 

壹、 拉鍊方包是否為受著作權法保護標的 

本案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所持見解相同，法院援用內政部 86 年 4 月 21 日

臺內著字第 8605535 號函，認為美術著作，係指以描繪、著色、書寫、雕刻等

平面或立體之美術技巧表達線條、色彩、明暗或形狀等，以美感為特徵而表現思

想或感情之創作，故作品是否為美術著作（包括美術工藝品）需以是否具備美術

技巧之表現為要件。是以美術著作所要保護者乃視覺之藝術，追求鮮明的視覺藝

術內容及表現形式。 

又著作既為創作，即須具有原創性，惟著作權法要求之原創性，與專利法之

新穎性或進步性要件不同，僅須著作人本於自己精神作用之創作，而非抄襲他人

之著作即可，因此接受他人之思想、觀念等激發，而本於自己精神作用後所為之

著作，仍可作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亦即，只要是著作人智慧心血之付出，並

且在著作之內容或表達上已展現作者之個性或其獨特性，即得享有著作權之保

護。 

法院於函詢智財局後，表示皮件、服裝、配件等物固具實用性，實用物品本

身不受著作權保護，但是服裝、配件上之圖形、線條、格紋、條紋等圖樣、花紋

之創作，是否受著作權法美術著作之保護，其重點在於是否具有原創性，並不因

是否為機械量產而有所影響。並表示美術工藝品於創作之時，以手工製作者，如

符合原創性要件，即應予保護，與是否單一製作無關，更不能因有量產之可能，

或嗣已以手工業、模具製作或機器量產，即認無鑑賞性而失其保護之適格。 

故法院認為告訴人之拉鍊方包，其方包本體與拉鍊結合時，所產生之弧狀造

型、及該弧狀造型與方包本體形狀間之衝突、兩種材質間之反差效果、拉鍊拉開

後所產生之各種不規則之線條，是創作者本於其概念，利用異種材質之結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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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配置比例、角度等方式所生之上開視覺美感，既具有原創性及獨立性，亦如

前述，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 

貳、 被告系爭肩揹包是否係抄襲重製告訴人之拉鍊方包而製作完成 

關於是否為抄襲重製之判斷，法院認為判斷「實質近似」時應注意著作之「整

體觀念與感覺」，以一般理性大眾對於各著作之整體觀念與感覺為判定基準，不

應將著作予以抽離解構各細節詳予比對。而在量的考量上，主要應考量構圖、整

體外觀、主要特徵、顏色、景物配置、造型、意境之呈現、角度、形態、構圖元

素、以及圖畫中與文字的關係，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標準。 

雖然二者之大小、材質標示、提帶接合方式及材質、方包本體之剪裁組合方

式、拉鍊等部分有所不同，但是整體佈局構造，均甚相似，兩者已達「實質近似」

程度，但因為未達「顯然相同」（Striking Similarity）程度，所以仍應證明被告

等曾經「接觸」告訴人之拉鍊方包。但因為無法證明被告等確有接觸告訴人拉鍊

方包之事實，亦乏證據建立其等確有接觸之合理可能性，故無法認定被告有重

製、抄襲告訴人之著作，無法認定侵權。 

第三款 本案評析 

本案爭議之客體為「包包設計」，雖非本案主要討論之客體，但法院於討論

中由提及服裝設計部分，故本案值得參考。法院表示雖然包包本身為實用物品所

以不受著作權保護，但包包上之裝飾性設計仍具備美術著作之適格，法院於本案

雖未提出美國法上分離性之概念，也未討論包包設計圖製成立體物的部分，而係

直接針對立體物包包本身的設計為討論，惟本研究認為本案法院於判斷時已含有

美國法可分離性判斷之內涵，表示實用物品非著作權保護內容，並將設計整體與

實用物品部分切割後，認為系爭設計為受保護之美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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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美術工藝品法院仍表示需手工製作，但表示係指第一個設計完成品，

嗣後量產、以機械製造均不影響其適格性，不再限於一品製造。 

第三節 小結 

由以上見解可知，設計專利對服裝設計並非適合之保護手段，而參酌法院於拉鍊

方包案所為之見解，可認目前我國仍認為服裝本身並非著作權保護之客體，但從其他

案件可知法院對於服裝上之設計認為如具備原創性，為可受著作權保護之美術著作。

目前法院判決對於服裝設計受著作權保護之肯認情形大致可分為： 

1. 服裝布料之格紋設計； 

2. 服裝、布料上之圖樣設計； 

3. 依照服裝設計圖之設計製成之衣服為重製物； 

4. 服裝上之圖形、線條、格紋、條紋設計。 

凡具備文化藝術性質者均應受到著作權保護，以符合著作權法立法意旨。但在美術工

藝品、時尚設計、服裝設計之情形，不可否認其先天上具備實用功能，我國司法實務

雖對於實用物品的設計有所保護，但無類似美國法上關於分離性判斷之要求，如未清

楚提供如何排除非屬著作權法所要保護之實用功能部分，恐有壟斷市場阻礙競爭之危

險，對於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不足，故如何避免保護擴張及於「實用功能」，為我國

實務上所需解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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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從國際條約來看，國際上基本承認服裝設計屬於著作權或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客

體，但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尚未對服裝設計保護做出具體的法律規定，臺灣及美國即

為其中一例。表面上，臺灣及美國對於服裝設計好像採取雙重保護，但實際上在適用

專利法或著作權法時，均有所不足，兩國會遇到不一樣的問題。而在著作權保護制度

上，臺灣受美國制度影響很深，故在許多要件解釋上會發現兩者十分相似，最大差異

會在於美國著作權法有實用物品不受著作權保護之明文規定，臺灣則無。 

 

表 5- 1 臺美著作權規範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雖常有論者表示服裝設計不受著作權保護，但此一結論並不完全，從前述討論中

可知，服裝設計中的紡織品設計、服裝上之設計均有受保護的可能性，尤其是紡織品

設計部分，臺灣及美國就原創性判斷部分均採最低創意程度之標準，原創性要件容易

滿足，而就灰色模糊地帶-服裝上之設計或服裝本身之設計部分，美國會面臨可分離

性判斷之問題，而臺灣則主要有美術工藝品判斷上之爭議，總體而言仍有以下幾點必

須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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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著作權法為服裝設計保護妥適之手段 

TRIPS 協定對於紡織品設計予以即時性保護之意旨，及因應時尚設計產業週期變

換快速、將舊有元素組合、再創作之特性，設計專利採註冊保護方式，並無法提供即

時有效之保護，且有新穎性、進步性之要求，保護門檻高，時尚設計難以通過。而參

考歐盟共體設計規則採取經註冊保護與未經註冊保護雙軌制，其中未經註冊的共同體

設計制度被認為主要為時尚設計產業所使用，且不論是設計權的生效期間、效力範圍

或權利限制，均可看到著作權制度的影子，可發現歐盟於此部分富含著作權保護思

維，足認以著作權法保護時尚設計符合著作權制度之意旨與目的。而從美國國會近年

提出之設計草案亦可得知，以著作權保護時尚設計為趨勢所在，較可符合時尚產業週

期變化快速及設計產生方式之特性。此外，時尚設計與其他受著作權保護之視覺藝術

具有諸多共同特徵，例如：重視視覺感官效果、創作中隱含所欲傳遞之資訊、為設計

者投入創意與心力所得之成果，均對人類歷史文化有貢獻，不應受到差別對待。 

風格與潮流係經過大量複製所形成，為時尚之本質，但此並非意味可毫無變化的

完全抄襲，誠如美國 Vogue 雜誌總編輯 Anna Wintour 所言，時尚人士值得讚許的地

方是，看起來在流行上，但依然做自己。更有學者表示，時尚的消費與生產同時須考

量流行趨勢與差異化特徵，兩者同時並存，但有必要區分跟隨潮流與相近的抄襲，後

者無助創新，且非跟隨潮流的唯一方式，故仍應有促進創新的法規，以提供消費者不

同的購買選擇，並保護中小型品牌、個人設計師於產業中得以生存383。 

風格與潮流屬於抽象的概念，應無法被一人或少數人所壟斷，因此應不受著作權

法保護，但如何以設計手法表現出某風格為設計師結合自身美學觀感、產業經驗與心

力所產生之結晶，應屬受著作權保護之表達，如著作權法不阻止大量服裝設計抄襲、

                                                 
383 Hemhill & Suk, supra note 16, at 11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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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之問題，恐違背著作權法促進多元文化形成之制度目的，對產業發展及人類文明

長遠而言亦非好事。 

第二項 實用物品定義及實用性界線必須明確 

美國在討論以著作權法保護服裝設計時，最先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著作權法第 101

條不保護實用物品的規定，但是實用物品上的 PGS 設計，在具備可分離性且可獨立

存在時，該 PGS 特徵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 PGS 著作。可分離性判斷目的在於區分著

作權法與專利法之保護目的，因為兩者背後所支撐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一為促進國

家多元文化發展，一為促進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早在 1954 年 Mazer v. Stein 一案當中，聯邦最高法院即表示當藝術創作與實用物

品相結合而成為該物品之一部分時，物品的實用性不會使藝術性創作部分喪失著作權

法保護，且創作可同時受到專利法及著作權法之保護，兩者並不互斥。但是經前述司

法案例觀察可以發現，實務上對於實用物品的實用性層面，尤其是服裝之實用功能所

指為何長期以來未有共識，有傳統避寒、保護身體者，亦有認為包括身份識別、顯現

端莊、表示性、裝飾性、偽裝等功能，也因為不同的解釋方式，導致進行可分離性判

斷時，相同客體有不一樣的保護結果，如相似客體的 Whimsicality v. Rubie’s Costume

與 Chosun Intern v. Chrisha Creations 兩案，對於戲服設計是否具備可分離性，即有歧

異的結果。且不論採取何種可分離性測試法，因為多數司法實務重視實用物品的功能

完整性及效用，或是過度解釋服裝的實用性功能，而認為不具可分離性，使得多數服

裝上的設計、服裝本身的設計不受著作權保護。 

在 Star v. Varsity 案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放寬可分離性標準，迴避長期以來

對於實用物品實用性的解釋，專注於設計特徵本身，認為即便將設計特徵再現於其他

媒介上而會呈現出實用物品之輪廓，但只要並未重現實用物品的實用功能，予以該設

計特徵著作權保護，應不違反著作權法立法意旨，但依舊表示服裝之形狀、剪裁及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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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設計仍然不受保護，此一解釋做出後，應有更多服裝設計可以受到美國著作權法的

保護。最高法院清楚表示想像上將設計特徵分離後，並不需要維持實用物品的完整功

能，也不需要維持實用物品原本的效用，只要 PGS 特徵可以獨立被視作 PGS 著作或

是與其他媒介結合成為 PGS 著作，該設計特徵即受著作權保護，並表示初始創作目

的不會影響可否受著作權保護之判斷。這樣的見解脈絡似乎是承認設計特徵多少對實

用物品會有影響，但是因為著作權法保護對象是藝術文化層面，所以較關注設計本

身，且在美學教育提升下，普遍實用物品都帶有藝術內涵於上，還有作者要傳遞給大

眾的訊息，不論是美感表達還是穿著場合、個人品味、所屬群體、身份地位等甚至是

身材曲線，這些應非屬著作權法所要排除的實用功能。不過要注意的是，法院如此的

解釋是針對服裝上的平面設計，關於立體設計部分是否仍持相同態度，值得深究。 

而我國著作權法雖未如美國著作權法有不保護實用物品之明文，亦無可分離性判

斷之明文規定，服裝設計只要具備美術著作要件即可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即以描繪、

著色、書寫、雕刻、塑型等平面或立體之美術技巧表達線條、明暗或形狀等，以美感

為特徵而表現思想感情之創作。但是在實務操作上，已有判決援引美國法上之概念表

示，皮件、服裝、配件等物固具實用性，實用物品本身不受著作權保護，但是服裝、

配件上之圖形、線條、格紋、條紋等圖樣、花紋之創作，如具備原創性即為受保護之

美術著作。是以將實用物品之定義與實用功能界線予以明確，於我國實務發展上亦有

其必要性，如未清楚區分而貿然對所有服裝設計予以著作權法保護，恐有壟斷市場、

阻礙競爭之危險，對於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不足之問題。 

是以，本研究認為服裝之基本形狀、款式、剪裁及尺寸，參考美國學說與實務之

闡釋，屬於服裝之實用功能層面，有助於包覆身體、方便活動等功能目的，或屬於產

業公共領域之內容，且基於市場公平性、公共利益考量，應非著作權保護範圍。但特

殊形狀相較於基本形狀應有更進一步視覺美感上的考量，屬於著作權保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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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無區分美術工藝品與美術工業產品之必要 

服裝設計在我國會遇到著作權法只保護美術工藝品，而不保護美術工業產品的問

題。或許是認為以機械或模具大量生產之方式無法表現美術技巧，或是避免帶有實用

性之物品藉由著作權法以規避專利法之嚴格審查，以此作為著作權與設計專利之界

線，但我國學者多認為此一區分方式並無必要。況借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Star v. 

Varsity 案所重申，設計專利與著作權並不具有互斥的效果，兩者可以並存，僅兩者

保護範圍不同。設計專利所保護的特徵可以帶有實用性考量於其中，而著作權則不可

以，此為過去兩者最大之差別，但 Star v. Varsity 案聯邦最高法院承認即便將藝術性

特徵移除會減損實用物品的效用，或是該藝術性特徵的存在會提升實用物品的效用，

均不影響該藝術性特徵的可著作性，似可認設計專利與著作權分野日趨淡化。 

依照國際條約可知智慧財產權可分為產業財產權（Industrial Property）與著作權

（Copyright），著作權目的在於保護與產業無關的文學、藝術上之創作，但是隨著社

會變遷及科學技術進步，許多著作的商品化均有賴於產業，例如我國近年盛行之文化

創意產業，著作之創作與產業活動已密不可分，產業與著作之界線實難劃分。是以，

應無必要再強行區分美術工藝品與美術工業產品而異其保護方式，導致產業適用上之

混亂。如為避免實務所擔心之情事，或可參考美國法上關於可分離性判斷，達到避免

有心人士藉著作權法迴避專利法審查之目的，防止擴張保護即於非屬著作權保護內涵

之實用功能性層面，阻礙競爭。並將保護與否之判斷重點回歸有無使用美術技巧以表

達作者的思想或感情，以符合著作權法立法意旨。 

第四項 原創性標準與其他著作應無差別 

設計特徵之各組成元素常為公共領域之圖形、線條，或是取材自前人的設計元

素，但這並不代表整體設計特徵不具備原創性，因為於著作權法領域尚保護選擇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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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只要作者的選擇、安排具有原創性，仍可受到著作權保護。惟尚要注意法院常將

顏色、透視法、基本幾何圖形即受美學習慣主宰之標準配置視作思想384，故如要受著

作權保護，選擇與編排必須非業界常見之手法，較可能具備原創性。 

我國關於原創性之判斷則是作品要具備一定之表現形式，且其精神作用已達相當

程度，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美國關於原創性之判斷則以 Feist 案之標準為

大宗，具備少量創意即可，兩國無太大差異。實務上認為即便設計特徵是由基本元素

所組成，或仿間常見，只要與先前著作有可資區別之變化，或基本元素的選擇與編排，

仍可認為具備原創性，而圖樣描繪自然界之物，仍存有多種表達方式，不存在思想與

表達合併之情形。是以，關於應用美術著作原創性之判斷，雖曾經有判決表示要具備

較高之創作程度，但多數實務及學說均未採相同之見解，認為不應予以差別對待。 

對於相同的事物、同一主題、風格，或許存在一些固定慣用的元素，不論是色彩、

圖形、圖樣等，誠如 North Coast Industries v. Jason Maxwell, Inc.案中法院所表示，元

素的採用屬於不受保護的思想，但如何詮釋則是受保護的表達，此即為著作權法上之

思想與表達分離一原則。個人的感知反應、詮釋方式未必相同，之中的選擇與編排設

計師應有投入其個人想法，各元素雖未必可受著作權保護，但整體設計如果達到與前

人可區別的創新程度時，應具備原創性。是以，具備潮流性之服裝設計，於判斷原創

性上，或可參考歐盟共同體設計所提出之標準，將設計師設計時的自由發揮程度納入

考量，可以更貼合時尚產業特性，符合產業需求。 

第二節 未來發展建議 

    綜合以上結論，且因我國無對於時尚設計之特殊法規範保護，故認為著作權制度

應為一較妥適之保護手段，如未來立法上有計畫將時尚設計予以特別法規範，前述論

點亦可納入考量，並制定出更合適之保護規範架構。關於服裝設計於我國現行著作權

                                                 
384 See PAUL GOLDSTEIN, supra note 114 §10.2, at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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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架構下之保護，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提供主管機關與司法機關未來解釋的方

向，兼顧時尚產業特性、著作權法保護目的與維持市場公平競爭，提供服裝設計完善

之保護方式，使設計師得以繼續安心為創作且從中獲得合理收入，促進我國時尚產業

興盛。 

第一項   引入美國可分離性判斷保護服裝設計 

我國著作權法就著作類型採例示規定，顯示立法者認識到傳統列舉式規定難以順

應社會發展趨勢、涵蓋新型態之著作。是以，倘創作該當著作保護要件，縱其無法歸

類於例示類型之任一款，亦不失其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格，服裝設計具備原創性及文藝

性即應具備著作權保護資格，更何況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中，除

美術工藝品外，尚及於其他之美術著作，服裝設計應可被涵括於其中。 

我國並無實用性原則之明文，實務上會出現實用物品本身不受著作權保護之見

解，本研究認為應係受到美國法之影響，且實務為避免有心人士藉由著作權保護迴避

專利法較嚴苛之規定，變相取得實用物品之市場壟斷地位，形成市場不正當競爭，違

背著作權法之立法意旨而有所提出。但因為我國並無其他相關規定，似可參考美國法

上關於可分離性測試之意見，強化著作權法保護內容不及於實用性功能之內涵，並協

助我國在進行應用美術著作、服裝設計保護時，得以更加確定適當之保護範圍，以符

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與市場有效公平競爭之意旨。 

關於可分離性之判斷方式，本研究認為雖然 Star Athletica v. Varsity Brands 案聯

邦最高法院所提出之新判斷方法對下級法院而言，諸多論者認為缺乏一明確之判斷基

準，且討論僅及於服裝上之平面設計，未明確表示立體設計部分之態度，故仍有待後

續實務發展，過去發展出的判斷方式並未全然揚棄，但可以肯認的是應避免主觀價值

判斷標準，且整體外形輪廓、裝飾性、表示性設計受保護的可能性亦提高。此外，早

在 1954年Mazer v. Stein 一案聯邦最高法院即表示當藝術創作與實用物品相結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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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物品之一部分時，物品的實用性不會使藝術性創作部分喪失著作權法保護，故關

於可分離性之判斷仍值得參考引用，且因該最新判斷方法重視設計特徵本身，不會過

度關注實用物品實用性層面，本研究認為符合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使得保護僅及於

具有美術技巧表現之設計特徵部分，而不會擴張及於專利保護的功能性領域。且就服

裝設計整體形狀與輪廓部分，只要未再現實用物品的實用性功能部分，即便再度呈現

實用物品的印象，應均非著作權法所禁止，服裝之特殊設計形狀應受保護。 

經由聯邦最高法院最新之可分離性判斷標準確定服裝設計受著作權保護之範圍

內涵，首先從服裝的設計特徵中找到具有美術著作資格者，想像該設計特徵自該服裝

分離後，可單獨或透過其他媒介成為一美術著作，且透過該其他媒介呈現時，不會使

服裝本身或功能受到複製，並不要求欠缺設計特徵的服裝仍具備與原本相同之價值功

能。從而，除原本實務上本就承認之服裝布料上之格紋圖樣設計、應用於服裝上之圖

樣設計、服裝上之圖形、線條、格紋、條紋設計外，服裝整體外觀組合設計亦可受著

作權保護，但是因為服裝本身之基本形狀、剪裁及尺寸設計無法與實用功能分離獨立

存在，故非受著作權保護之範圍。前述所稱之功能為包覆身體、禦寒、方便動作等功

能，設計師美感的傳達、表示穿著場合、個人品味、所屬群體、身份地位應非著作權

法所要排除之實用功能，因為訊息的傳遞屬於一種表達，為著作權所要保護的，而在

時尚設計領域，訊息傳遞包含兩種，一為傳達設計師原創的美感表達，另一為傳達穿

著場合，包括個人品味、所屬群體、身份地位等甚至是身材曲線，不論是以文字或視

覺的形式所為之表達均應保護，不應該有所區別。 

第二項 整體外觀設計提高侵權判斷標準至實質相同之程度 

人類是從模仿中學習，再從中成長的動物，如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

德所主張，人類與生俱來就有模仿的本能，任何藝術的發生都是藉由模仿繃能而表現

出來的，模仿並不應該被遣責，不認同的應該是毫無個人精神表現的抄襲。在資訊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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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的時代，很難完全不利用到他人著作之成分，且常在時間的淬煉下，過去接受的資

訊早已轉化為自己的思維產物，難以追本溯源，如非完全的抄襲下的創作應被容許，

因為國家文化的發展仰賴著作之間的交流、激盪。 

現行在侵權判斷上，關於應用美術著作、視覺性著作，我國及美國之侵權判斷同

樣須具備接觸及實質近似兩要件，而在實質近似判斷上，實務上常遇到兩難，採傳統

的文字比對分析恐會忽略作者對於美感的選擇，故主要採「整體觀念與感覺測試法」，

從「普通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兩者是否構成實質近似。當兩作品外觀上「顯然相同」

時，有見解認為可以不進一步證明接觸之有無，直接認定侵權。整體觀念與感覺測試

法可避免過濾掉不受保護之元素受編輯著作保護之可能，但是同時會有過度擴張保護

至不受著作權保護之部分形成壟斷的危險，故有學者提議在視覺性著作的情形，關於

重製權侵害的部分要提高到完全相同或幾乎相同（顯然相同）的程度。 

此外，有論者表示，服裝設計許多時候係將處於公領域之元素加以組合排列重為

設計，與編輯著作十分相似，僅受到薄弱著作權保護，故為侵權判斷時，必須兩者完

全相同或是幾乎完全相同時，方構成侵權。而美國國會於設計保護草案提出時亦表示

應提高侵權判斷標準，不論是「極為且實質近似（closely and substantially similar）」，

或是「實質相同（substantial identical）」，其均可使具流行性、潮流之設計為設計師

所得自由使用，無侵權之疑慮，但同時可以防止搭便車、仿製之惡行。 

是以關於服裝設計侵權判斷實務上就有「極為且實質近似」、「顯然相同」、「實

質相同」及「完全相同」幾個高於實質近似之標準。本研究認為，應區分服裝設計的

不同類型而為不同程度之侵權判斷標準，紡織品設計與服裝的部分設計之情形採取傳

統之實質近似判斷標準即可，因其與傳統美術著作較為相同，但是服裝的整體外觀設

計或是元素的選擇與編排所形成的整體設計，應提高至實質相同判斷標準。事實上，

本研究認為顯然相同與實質相同之間的分界難以拿捏，但均有兩者在結構或設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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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非常細微（merely trivial），使人誤認為是受保護之設計的內涵。礙於我國學說

實務上有以顯然相同取代接觸條件證明之情形，為避免理解上之混淆，將侵權判斷標

準提高至「實質相同」之程度，應可兼顧服裝設計具流行性的特質、實用性層面不受

保護，以及設計師創意性表達之保護，區分受激發而為之創作與單純抄襲、仿製之兩

種情形，並允許設計師受他人設計的激發（inspired）而為創作。此外，實務上對於

原創性較程度低的設計予以弱著作權保護為常態，而整體觀念與感覺觀察法有本質上

之缺失，如前所主張保護即於元素的選擇與安排，其中服裝整體外觀設計部分包含了

受保護與不受保護的內涵，提高侵權判斷標準至實質相同程度，應可降低過度保護之

風險。另外，在判斷時，仍應一併考量一些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或例外不構成侵權之情

形，例如「思想與表達合併」、「必要場景原則」等，在此本研究認為歐盟共同體設

計指令中要求，將設計師設計時的自由發揮程度應納入考量，此一要件可藉由此兩大

原則轉化入現行著作權法體系。如果某設計特徵是某種服裝類型必要的元素或長久以

來已成為業界標準時，因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必要場景原則，即便兩者實質相同，

仍不構成著作權侵權。又美國國會設計保護草案及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中之未經註冊

的設計，均有獨立創作條款，此為著作權法體系上一貫之制度，本研究認為於服裝設

計保護採創作保護主義之原則下，應予以維持。 

而關於合理使用抗辯部分，仿製服裝通常無積極利用行為，亦非做轉化性使用，

而係大量使用原著作，並且搶先或與原著作同時上市，剝奪原著作可期待之經濟利

益，故本研究認為仿製服裝難以成立合理使用。 

第三項 結語 

以著作權保護時尚設計為現行法制下不得已之手段，透過以上方法，本研究認為

可以重新取得消費者、時尚設計師品牌與快時尚產業之平衡，並配合時尚設計產業週

期性特性、彼此互相參考獲取靈感之創作模式，有效區隔不當的仿製、抄襲行為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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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以自身經驗、手法在合理範圍內重新詮釋經典造型、設計元素之行為。避免仿製

氾濫，在毫無風險承擔下侵蝕時尚設計師原有之經濟利益，進而澆熄設計師們的創作

熱忱，造成創作停滯、過度生產形成浪費的環境，同時使相同元素可以有更多元的服

裝設計產生，與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立法意旨相符，且可為我國時尚設計產

業塑造更好的產業發展環境，產業升級、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於

解釋上可參考上述見解，提供服裝設計於我國更妥善之保護。 

未來，如將針對時尚設計部分予以特別立法規範，制定最貼合時尚設計需求之保

護規範，本研究亦相當樂見，到時，本研究之建議亦可作為未來立法發展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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