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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社會、經濟，與工商業不斷發展，科技日新月異，產品與服務推陳出新，

在資本主義之經濟市場上，各企業/商號紛紛投入大量資本，不斷研發、創新、

提升服務及商品之品質與效能，以期更符合消費大眾之喜好與需求，同時更透過

大量廣告行銷，將自身之商品與服務之資訊，藉由傳播媒體反覆傳遞至消費者手

中，以建立消費者心中之品牌形象與認知。成功建立高度識別性或品牌聲譽之企

業/商號，其商標為著名商標。而在自由競爭市場上，為賦予著名商標之商標權

人更完善之高度保護，使其免於遭受其他惡意攀附商譽，甚至將相同或近似於該

著名商標之商標使用於同一、類似，或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而為不公平競爭行

為之第三人之權利侵害，或在其商標專用權遭侵害時，得有完善之救濟途徑，著

名商標之保護與權利救濟之法規範即益復重要。 

我國商標法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規範係採「擬制侵權」方式，商標權人欲依

法主張侵權，僅需證明行為人之商標侵權使用，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

之虞即足，而無需證明其有實質損害。然，此即與我國民法侵權行為之法理，有

實質損害，方有損害賠償（完全填補原則）相悖。本文擬探討商標淡化對於商標

權人之實質影響及其所造成之實質損害，並透過比較美國及歐洲數國之相關法規

範與實務見解來印證我國現行商標法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規範與淡化侵權損害

賠償計算之法律條文規定是否妥適，以形成本文之建議與看法。 

關鍵字：著名商標、商標侵權、商標淡化、識別性減損、信譽減損、商標淡化救

濟、商標侵權救濟，混淆誤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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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modern world where capitalism dominates the market, businesses and 

enterprises often invest massive amounts of capital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vide for innovation and advancement,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acy 

of their own products to satisfy and fulfill consumers’ needs and desires. Businesses and 

enterprises that strive for market success often possess strong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strategies, utilizing mass media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ir goal is to shape or create a positive and/or distinctive brand image and brand 

recognition among potential consumers. A well-known trademark is the symbol of such 

businesses and enterprises that have successfully achieved a high degree of 

distinctiveness or brand reputation. 

In this free, competitive market, it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hat the related laws 

provide necessary and consummated protection for well-known trademark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ir distinctiveness or reputation from being “whittled-away” by free riders

engaging in unfair competitions, as well as empowering the owners of the well-known

trademarks with the legal weapon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remed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actual effects trademark dilution has on

well-known trademarks, as well as the actual damage it bring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regulations and court decisions of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It provides conclusions/suggestions on Taiwan’s 

current legal protection for well-known trademarks and the methods of calculation for the 

compensatory awards resulting from trademark dilution. 

Keywords: well-known trademark, trademark with a reputation, reputed trademark, 

trademark infringement, trademark dilution, diluting of distinctiveness, detrimental to 

reputation, trademark dilution remedy, trademark infringement remedy,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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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商標存在之意義，乃在於區別不同來源之商品與服務。商標同時亦表彰商品

之品質，以及附著於商標上之商譽。對消費者而言，當看到特定商標時，便會聯

想到特定品牌，以及該品牌所表彰之商品、服務種類、品質，以及企業形象。故，

做為最佳之市場區隔輔助工具，商標必須具有識別性，且表彰不同商品或服務來

源之商標間，不得有足以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餘之情事，以協助消費者做出對

其自身最適切之消費選擇。反面言之，對於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而言，商標具有

強大之廣告功能。一旦品牌形象建立，商標對於品牌形象之強化，更是如虎添翼。

透過傳播媒體與廣告，消費者對於特定商標與特定品牌間之連結將被日益強化，

進而影響其是否購買或使用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意願。 

一個商標之所以為著名商標，往往需要企業經營者在不斷研發、創新、提升

服務及商品之品質、效能之餘，更透過大量廣告行銷，耗費高額金錢、人力與時

間成本，其商標所表彰之優良品牌價值，在消費者心中才得以確立。因此，世界

各國之立法例，皆提高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使其優於一般商標1，以避免他人

任意攀附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辛苦建立之品牌形象、價值與商譽。  

依我國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明知為他人著名之

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1 如歐盟商標指令與商標條例之規定，對於一般註冊商標之排他性保護，僅限於禁止未經商標

權人同意而將相同於該註冊商標之商標使用於相同之商品或服務，以及在可能造成公眾混淆

誤認之情況，禁止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將相同或近似於該註冊商標之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對於享有聲譽之註冊商標，其保護擴及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且禁止第三

人無正當事由使用該商標而獲取不公平利益，或損害該商標之顯著性質或商譽。又，美國商

標法上著名商標毋需註冊即可受到淡化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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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侵害商標權。按此條文之文意解釋，只要明知為他人著名之已註冊商標，未

經商標權人同意，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該著名商標之商標，無論是否使用使用於同

一或類似，甚至完全不同亦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一旦有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

信譽之虞，皆擬制為侵權。亦即，縱使並未造成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無權使

用相同或近似於該著名商標之商標，即可能造成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降低、消費

者對於該商標所對應之商品或服務之心理連結產生弱化，抑或對該商標所表彰之

品牌產生負面印象或評價。前述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商譽減損，即為商標淡化。 

藉由本文之研究，試圖找出下列問題之解答： 

1. 商標淡化是否應限縮於將系爭商標使用於同一或不類似之商品與服務？

2. 商標淡化對於商標權人之實質影響為何？是否有實質損害？如何證明？

3. 因商標淡化所生之民事訴訟上損害賠償請求金額，應如何酌定？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節

本文擬由國際條約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為起始，進而檢視美國、歐盟及我國

檢視「商標淡化」對於商標權人之實質影響，且於淡化存在之前提下，商標權人

之法律規範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文中亦提及歐美與我國對於「商標使用」之理

論與實踐。本文之研究核心為，著名商標之淡化理論、類型及態樣，其中將深入

g

之救濟途徑為何，以及法院如何酌定因淡化所生之民事損害賠償金額。 

本文將研究範圍限制於美國、歐盟及我國之商標法制規範、沿革及其實務案

例探討，並於侵權救濟及損害賠償部分，擬多著墨於「因識別性減損」所生之救

濟與損害賠償。至於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表徵及未註冊之商標、「因使消費者有

混淆與認之虞」所生之救濟與損害賠償，以及註冊商標侵權抗辯事由，則不在本

文之研究範圍內。另外，由於自身語言能力之限制，文中與德國、義大利及法

國法相關之研究，其參考文獻蒐集，僅能仰賴英文文獻，範圍與廣度有限，此

亦為本文之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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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第三節

本文使用文獻分析與歸納、比較法研究、司法實務案例研析等研究方法，茲

簡述如下： 

1. 文獻分析與歸納：

藉由大量外國及我國文獻之蒐集、研讀，分析並比較外國與我國法制沿革、

法規範及實務運作之不同與限制，了解不同之學說、理論、見解之立論基礎，進

而形成本文之結論與建議。 

2. 比較法研究：

藉由研究美國、歐盟及我國對於著名商標保護之相關法規，並了解其不同之

立法背景，以形成對於著名商標保護法律規範之世界潮流之認識。 

3. 司法實務案例研析：

本文選出數則較近期之案例，透過國內外司法實務案例之研析，印證本文中

前述理論，並檢視、探討國內外目前法規範於實務應用上之適合處與困境，以利

後續法規範之修正、改進。 

論文架構第四節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內容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方法

及論文架構。第二章為著名商標之定義與保護之法制沿革，自國際條約對著名商

標之保護出發，接寫美國、歐盟及其個別國家與我國各自對著名商標之認定標準，

以及對著名商標保護之法律修正演進過程，並做比較。第三章為著名商標與商標

使用，乃在探討美國、歐盟及其個別國家與我國之商標相關法規，如何定義與規

範商標之使用，尤其是著名商標之商標使用。第四章為著名商標之淡化與商標權

之侵害，主要探討淡化理論與淡化之類型、態樣，其中於較有爭議之「識別性減

損」部分，擬由經濟分析、消費者心理學與品牌形象量化等角度切入，探討「模

糊化」對於商標識別性之影響，甚至對於之商標人經濟利益之影響。另外，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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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三節中闡述對商標淡化之抗辯事由。第五章為著名商標淡化與商標權侵害之

救濟，將介紹美國、歐盟及其個別國家與我國關於商標淡化救濟之商標相關法規

範與司法實務。第六章為結論及本文對我國未來商標法之於商標淡化權利侵害之

救濟與損害賠償，綜合上開參考歐美之法制、學說理論及司法實務見解，提出可

能之適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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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著名商標之定義與保護之法制沿革 

 國際條約 第一節

第一項 巴黎公約 

巴黎公約，全名為「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於西元 1883 年制定於法國巴黎，歷經七次修訂，迄今共有

175 個會員國。 我國並非巴黎公約之締約國；但因我國為 WTO 會員國，依 TRIPs

第 2 條第 1 項2規定，我國仍應遵守巴黎公約相關規定。

巴黎公約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見於該法第六條之二，3條文內容如下：4
 

(1) 各同盟國主管機關就所認定之著名標章，得於法律許可之前提下，對於與著名

標章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之商標，其重製、仿冒、翻譯造成混淆誤認時，依

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否准或撤銷商標之註冊，或禁止其使用。倘商標之主

2 就本協定第二、三、四篇而言，會員應遵守（一九六七年）巴黎公約之第一條至第十二條及第十

九條之規定。（In respect of Parts II, III and IV of this Agreement, Member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1 

through 12, and Article 19,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1967). 

3  西元 1925 年於海牙會議中制定，並於西元 1934 年之倫敦會議及西元 1958 年里斯本會議修正條文

內容，使其成為現今所見之條文。原文如下： 

(1)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undertake, ex officio if their legislation so permits, or at the request of an

interested party, to refuse or to cancel the registration, and to prohibit the use, of a trademark which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or a translation, 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 of a mark

consider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country of registration or use to be well known in that

country as being already the mark of a person entitled to the benefits of this Convention and used for

identical or similar goods. These provisions shall also apply when the essential part of the mark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of any such well-known mark or an imitation 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

therewith.

(2) A period of at least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registration shall be allowed for requesting the

cancellation of such a mark.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may provide for a period within which the

prohibition of use must be requested.

(3) No time limit shall be fixed for requesting the cancellation or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marks

registered or used in bad faith.

4 巴黎公約解讀，台北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0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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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部分構成前揭情事時，本規定亦適用之。 

(2) 有關前揭商標撤銷之申請期限，至少應自註冊之日起五年。各同盟國得規定申

請禁止使用之期限。

(3) 惡意註冊或使用之商標，其撤銷或禁止使用之申請無前揭期間之限制。

觀諸前揭條文規範內容，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二，並未對何謂「著名商標」

做統一之定義，而是交由各同盟國之主管機關自行認定；另外，此條文對著名

商標之保護，並未限於「已註冊」之商標；再者，此條文僅規定，此使用於同

一或類似「商品」之商標，並未擴及對於服務之保護；復，行為人之行為，必

須造成「混淆誤認」，方構成主管機關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否准、撤銷

行為人商標之註冊，或禁止其使用之事由。 

第二項 世界貿易組織 TRIPs 協定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依烏拉圭談判回合談判

結果於西元 1995 年設立。WTO 貿易規則包括「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至

2016 年 7 月止，WTO 共有 164 個會員國。5

TRIPs 協定在智慧財產權保護上具有重大意義，其對著作權、商標權、地理標示、

工業設計、專利權、積體電路佈局設計、營業秘密，共七種不同之智慧財產權，提

供了最低保護標準。其中對著名商標之保護規範，見於該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

第二項：巴黎公約（1967）第六條之二之規定準用於服務。決定某一商標是否為著

名商標，會員應考慮該商標在相關公眾之知名度，包括因商標之宣傳而在該會員所

取得之知名度。6
 

5 中華民國外交部官方網站，「世界貿易組織（WTO）簡介」。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取自：

http://www.mofa.gov.tw/igo/cp.aspx?n=26A0B1DA6A0EBAA2。 

6  原文：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1967)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servic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trademark is well-known, Members shall take accoun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trademark in the relevant sector of the public, including knowledge in the Member concerned which has 

been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trad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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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有關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準用巴黎公約（1967）

第六條之二之規定，於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準用之。但

以該商標於該等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有致相關公眾將該等商品或服務與註冊商標權

人產生聯想，且註冊商標權人之利益有因該使用而受損害之虞者為限。7
 

TRIPs 協定第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將前述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二之規定擴大準

用於服務，並將「著名商標」做進一步之定義。有別於巴黎公約對著名商標之保護，

TRIPs 協定將保護範圍擴及「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僅

消費者將行為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註冊商標權人產生聯想，且該商標使用恐造

成註冊商標權人之利益有受損害之虞，即該當 TRIPs 協定第十六條第三項之違反。 

第三項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名商標保護條款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 WIPO）於

1999 年 9 月公布「著名商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項」  (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Marks)，該決議事項第二條提出

了六個判斷商標是否「著名」之標準，同時亦對相關公眾（Relevant Sector of Public）

為定義，並列舉出得作為判斷著名商標但非必要之考量因素。前揭六個判斷商標是 

 

否「著名」之標準8為：相關公眾知悉或認識該商標之程度、該商標使用之期間及使

                                                 

7  原文：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1967)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in respect of which a trademark is registered, provided that use of that 

trademark in relation to those goods or services would indicat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ose goods or 

services and the owner of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provided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owner of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are likely to be damaged by such use. 

8
  Article 2(1)(b):  

1.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or recognition of the mark in the relevant sector of the 

public; 

2.  the duration, extent and geographical area of any use of the mark; 

3. the duration, extent and geographical area of any promotion of the mark, including advertising       

or publicity and the presentation, at fairs or exhibitions, of the goods and/or services to which the 

mark applies; 

4. the duration and geographical area of any registrations, and/or any applications for registr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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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域範圍、該商標宣傳之期間及地域範圍；包括廣告及在展覽會、展示會之公開

與陳列、該商標註冊或申請註冊之期間或地域範圍等足以反應其使用或被認知之程

度者、該商標成功實施其權利之紀錄；特別指曾經主管機關認定（承認）為著名商

標者、與該商標有關之價值。 

著名商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項對於著名商標保護之範圍訂定於第三至六條。

第三條9規定，至少在該商標於會員國成為著名商標時即應予保護，並得禁止有衝突

的商標、營業標識及網址名稱，同時並將「惡意」列為適用第三至六條時得納為評 

估競爭利益之考量因素之一。第四至第六條10則規範衝突商標11、有衝突之營業標識12

mark,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reflect use or recognition of the mark; 

5. the record of successful enforcement of rights in the mark, in particula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mark

was recognized as well known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6. the value associated with the mark.

9
Article 3: 

(1)  A Member State shall protect a well-known mark against conflicting marks, business identifiers and

domain names, at least with effect from the time when the mark has become well known in the

Member State.

(2) Bad faith may be considered as one factor among others in assessing competing interests in applying

Part II of these Provisions.

10
Article 4(1)(a): A mark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where that mark, or 

an essential part thereof,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a translation, or a transliteration, 

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 of the well-known mark, if the mark, or an essential part thereof, is used, is 

the subject of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r is registered, in respect of goods and/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the goods and/or services to which the well-known mark applies. 

Article 4(1)(b): Irrespective of the goods and/or services for which a mark is used, is the subject of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r is registered, that mark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where the mark, or an essential part thereof,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a translation, or a transliteration of the well-known mark, and where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fulfilled: 

(i) the use of that mark would indicat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oods and/or services for which

the mark is used, is the subject of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r is registered, and the own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and would be likely to damage his interests;

(ii) the use of that mark is likely to impair or dilute in an unfair manner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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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衝突之網址名稱13。 

 美國 第二節

第一項  著名商標之定義與認定標準 

西元（以下同）1995 年聯邦商標淡化法（Lanham Act，亦簡稱 FTDA）修訂第

                                                                                                                                                   

(iii)  the use of that mark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Article 5(1)(a): A business identifier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where 

that business identifier, or an essential part thereof,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a 

translation, or a transliteration of the well-known mark, and where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fulfilled: 

(i)  the use of the business identifier would indicat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usiness for which it 

is used and the own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and would be likely to damage his interests; 

(ii)  the use of the business identifier is likely to impair or dilute in an unfair manner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iii)  the use of the business identifier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Article 6 : 

(1)  A domain name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at least where that 

domain name, or an essential part thereof,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a translation, 

or a transliteration of the well-known mark, and the domain name has been registered or used in 

bad faith. 

(2)  The owner of a well-known mark shall be entitled to request, by a decision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that the registrant of the conflicting domain name cancel the registration, or transfer it 

to the own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11
  商標（標章）或其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著名商標，而有致混淆誤認之虞，且

使用、申請註冊或註冊於與著名商標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服務者。 

12
  營業標識或其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著名商標，且具有「營業標識的使用顯示

其所表彰的營業與著名商標所有人間有所關聯，且有致著名商標所有人利益損失之虞」、「營業標

識以不公平的方式使用，而有致減損或淡化著名商標識別性（distinctive character）之虞」、「營業

標識的使用係利用著名商標（標章）之識別性」情形之一者 。 

13
  網址名稱或其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著名商標，且係基於惡意使用或註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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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條(c)項，列出八款可供法院參考認定商標是否著名且具識別性之準則：14
 

(1) 商標先天或後天識別性之強度。 

(2) 商標使用於其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期間長度及廣度。 

(3) 商標廣告行銷之期間長度及廣度。 

(4) 商標使用之交易領域之地理範圍。 

(5) 商標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交易之管道。 

(6) 商標於商標權人及欲予禁制令之相對人之交易領域與管道中之被認知程度。 

(7) 第三人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之態樣及範圍。 

(8) 該商標是否已依 1881 年及 1905 年商標法註冊，或於主登記簿上(principal 

register)獲准註冊。 

前揭參考因素主要與商標本身之名聲/名氣（是否夠廣為人知，以至於需要以聯

邦法律來加以保護），以及商標之識別性（該商標是否可能成為被淡化之客體）有

關。 

2006 年之聯邦商標淡化法修正案（2006 Trademark Dilution Revision Act，簡稱

                                                 

14
  Lanham Act, § 43 (C)(1) ; 15 U.S. Code § 1125 (C)(1) of 1996：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mark is distinctive and famous, a court may consider factor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A)  the degree of inherent or acquired distinctiveness of the mark; 

(B)  the duration and extent of use of the mar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within which the 

mark is used; 

(C)  the duration and extent of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of the mark; 

(D)  the geographical extent of the trading area in which the mark is used; 

(E)  the channels of trade for the goods or services with which the mark is used; 

(F)  the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mark in the trading areas and channels of trade used by the mark's 

owner and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the injunction is sought; 

(G)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use of the same or similar marks by third parties; and 

(H)  whether the mark was registered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81, or the Act of February 20, 1905, 

or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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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RA），首次對著名商標做出明確定義，並修正第 43 條(c)項原第 1 款關於著名商

標之認定標準，並將其移列至第 2 款。第 43 條(c)項第 2 款：15
 

承前款，商標為美國境內一般消費大眾所廣泛周知，成為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之來

源表彰，則該商標即為著名商標。為認定商標是否具有本法所要求之「被認知程度」，

法院得考量所有相關因素，包含下列四項： 

(1) 商標廣告行銷之期間長度、廣度及地理範圍；無論該廣告行銷係由商標權人或第

三人所為。 

(2) 商標指定之商品或服務銷售之數量、體積與地理範圍。 

(3) 公眾實際認識該商標之程度。 

(4) 該商標是否已依 1881 年及 1905 年商標法註冊，或於主登記簿上（principal 

register）獲准註冊。 

2006 年之 TDRA 與 1995 年之 FTDA，對於著名商標之認定標準相較，FTDA 將

商標之名聲/名氣列入要求準則，但僅將「被消費者認知之程度」列為判斷名聲/名氣

之八款標準中之其中一款；在 TDRA 定義下，唯有成為「美國境內一般消費大眾所

廣泛周之」（widely recognized）者，才能被認定為著名商標，並受到聯邦商標淡化

法之保護。這項法律修正之改變，影響到僅享有小眾名聲（niche fame）之商標，使

其商標權人無法主張商標淡化保護。 

                                                 

15
 Lanham Act, § 43 (C)(2) ; 15 U.S. Code § 1125 (C)(2)(A) of 2006： 

(A) For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a mark is famous if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general consuming 

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designation of source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the mark's owne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mark possesses the requisite degree of recognition, the court may consider 

all releva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i) The duration, extent, and geographic reach of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of the mark, whether 

advertised or publicized by the owner or third parties. 

(ii) The amount, volume, and geographic extent of sales of goods or services offered under the 

mark. 

(iii)  The extent of actual recognition of the mark. 

(iv)  Whether the mark was registered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81, or the Act of February 20, 

1905, or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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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著名商標保護之法制沿革 

第一款 商標之註冊 

西元（以下同）1870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個有關商標註冊之聯邦法案，在

此法案之下，無論使用於美國各州間或外國商業上之商標，皆可成為得註冊之客體。

惟，於 1879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宣告 1870 年之法案違憲，亦即，美國憲法中

並無明文規定國會可行使對商標之管制權，而聯邦政府對商標註冊之管制權僅限於

美國與他國間、少數州際間，以及與印第安部落間之商業上使用之商標。1881 年，

美國國會頒布新法令，准許美國與他國間及印第安部落之商業上使用之商標之註冊

（並無包含州與州間之商業上使用之商標）。16
 

1905 年之商標法案禁止行為人重製（reproducing）、仿冒（counterfeiting）、抄襲

（copying）或似是而非地模仿（colorably imitating）與他人已註冊商標所指定之商

品「實質上描述性特質」（substantially the same descriptive properties）相同之商品。

於該法案之下，僅有具創意性（fanciful）及任意性（arbitrary）、非描述性（not descriptive）

之商標，在具備真實使用與排他使用之情況下，方可獲得註冊核准。 

第二款 淡化理論之濫觴與其明文化 

1927 年一位學者 Frank Schechter 所提出之理論，可謂淡化理論之雛形。Schechter 

認為商標法背後之法理為保護商標之特殊性及單一性(uniqueness and singularity) ，以

避免其淡化。Schechter 對於「淡化」所下之定義為「商標或商號名稱由於被使用於

非競爭性商品上，而造成其特性與公眾心目中印象之逐漸削弱或分散」。Schechter 主

張，使用系爭商標於非競爭性商品上，雖不至導致消費者對商品來源之混淆誤認，

但對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而言，仍不失為一不當行為。 

1946 年 7 月 5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批准美國聯邦商標法(Lanham Act)，該法於翌

年 7 月 5 日生效。麻州(Massachusetts)即率先將商標淡化理論明文/法典化。自美國聯

邦商標法生效起後 45 年間，該法歷經將近二十次之修正。在修法過程中，「使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虞」逐漸成為將系爭商標指定於「具有關聯但非競爭商品」之商標侵

                                                 

16
  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5:3 (4th ed., updated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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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之認定標準。 

美國 1984 年商標仿冒法(The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Act of 1984)將聯邦商標法

第 34 至 36 條(section)做了修正。在此次修正中，法院對於商標仿冒案件之被告，有

單方職權扣押及強制其以金錢賠償原告之行使權。同年亦制定了商標釐清法案(The 

Trademark Clarification Act of 1984) 。此法案將聯邦商標法第 14 條(c)項以及同法第

45 條做了修正，肯認標誌可作為特殊產品及對消費者而言商品來源不明之產品之識

別標準。 

1988 年修訂之聯邦商標法(The Trademark Law Revision Act of 1988，簡稱 TLRA)

乃美國聯邦商標法自生效以來最重大之一次修正，其修正特點如下：17
 

1. 有別於美國傳統商標法上之「使用主義」，唯有真實使用者才能取得商標權，企

業毋須待其真正使用該商標，而可提前在具有真正使用商標之「意圖」時，提

出商標註冊案之申請。 

2. 1988 年修訂之商標法對於商標之真正使用之定義與事實舉證趨於嚴格。 

3. 一旦提出商標註冊案之申請，即構成商標之推定使用。 

4. 將對註冊商標之保護期間自 20 年縮短為 10 年，以減少「未使用」之註冊商標

之數量。 

5. 修正第 43 條(a)項，將實務判例對該項之解釋明文化，並擴張該項之保護範圍，

使其及於商業誹謗(trade libel)及產品貶抑(product disparagement) 。 

1995 年之聯邦商標淡化法(Federal Trademark Dilution Act) ，為著名商標淡化保

護之重要里程碑。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對於他人在其商標成為著名商標後，將其

商標或商號名稱於商業上使用，且造成該商標之顯著性質(distinctive quality)淡化，

商標權人在合理且符合平等原則之前提下，得對該侵權之他人主張禁止使用（法院

授予禁制令）。在此法之下，商標淡化之定義為：減損著名商標顯著性及區別產品及

服務之能力，至於是否有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因此受騙之虞，抑或該著名商

標之商標權人與他人（第三人）是否處於競爭之狀態，則非所問。 

                                                 

17
 McCarthy, supra note 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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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淡化侵權認定之演進 

嗣經 2003 年”Moseley v. V Secret Catalogue, Inc.”一案18，不同之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對於構成商標淡化之見解不同，主要爭議在於商標權人是否必須舉證證明已發生

實際淡化(actual dilution)之結果，抑或僅須證明有淡化之虞(likelihood of dilution)即已

足夠？聯邦第六巡迴法院認為，由於兩造雙方之商標為高度近似，上訴人（即被告）

將“Victor’s Little Secret”商標使用於成人商品，雖不至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但當消

費者聽到“Victor’s Little Secret”一詞，即可能聯想到更為著名之原告商標“Victoria’s 

Secret”並將該商標與低俗淫穢之成人商品做連結，商標淡化之模糊化（原告之商標

於未經其同意之情況下被另一企業所使用）及污損化（原告之商標與成人商品產生

連結）皆構成。換言之，聯邦第六巡迴法院略過判斷商標淡化之十個因素19，直接推

定被告之商標使用行為淡化原告之著名商標。聯邦最高法院則推翻前審法院之見解，

認為商標淡化保護之目的並非在使消費者免於混淆誤認之虞，而是肯認商標會影響

到產品銷售及行銷，消費者在相互競爭之商品中是否會產生混淆誤認，並非主張商

標淡化時所欲探討之重點。最高法院除不採用Nabisco案中之10個判斷淡化之標準，

亦不認為可以消費者對兩造商標所產生之心理連結推定商標效用受到減損20；亦即，

商標權人必須證明其因淡化而實際受有損害，方為足夠。美國國會於 2006 年提出修

法草案(2006 Trademark Dilution Revision Act)，減輕商標權人之舉證責任，將聯邦商

標法第 43 條(c)項原定之「實際淡化」修正為「有淡化之虞」。此次修正亦對因「識

別性減損」所造成之商標淡化做出定義，並建立商標淡化之多重判斷標準，同時亦

                                                 

18
  Moseley v. V Secret Catalogue, Inc., 537 U.S. 418, 123 S. Ct. 1115 (2003). 

19
  顯著性（distinctiveness）、商標間之近似度（similarity of the marks）、商品間之鄰近程度以及填補

差距之可能性（proximity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likelihood of bridging the gap）、前商標之顯著性與

後商標之近似度及商品之鄰近程度三者間之相互關係（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senior mark, the similarity of the junior mark, and the proximity of the products）、共同之消費者與

地理上之限制（shared consumers and geographic limitations）、消費者之世故/老練程度（sophistication 

of consumers）、實質混淆（actual confusion）、後商標之形容或說明性質（adjectival or referential 

quality of the junior use）、對後使用者之損害與先使用者之遲延（harm to the junior user and delay by 

the senior user）、先使用者於商標保護上先前怠惰之效果（effect of [the] senior’s prior laxity in 

protecting the mark）。出自於 Nabisco, Inc. v. PF Brands, Inc., 191 F.3d 208 (2d Cir. 1999)。 

20
 陳雅譽，由美國法上判例看商標淡化之進展（下），司法新聲，76 期，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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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商標使用之法定抗辯事由(statutory defenses) 。 

 歐盟及其個別國家 第三節

2016 年 3 月 23 日起，歐盟智慧財產局(EUIPO)取代過去之歐盟內部市場協調局 

(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簡稱 OHIM) 。另外，《歐盟第

2015/2436 號指令》，取代《歐盟 2008/95/EC 號指令》、共同體商標 (Community Trade 

Mark, 簡稱 CTM)，易名為歐盟商標(European Union Trademark, 簡稱 EUTM)，合先

敘明。 

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欲於歐洲取得商標註冊，可經由兩個管道：一是直接向各

會員國之商標局提出申請，審查標準適用各國之法律；另一方法是向歐盟智慧財產

局提出申請，獲准後之商標為歐盟商標，在歐盟各會員國間皆受法律保護。 

於歐盟體系之下，受保護之商標可分為「享有聲譽之商標」(marks with reputation)，

與「著名商標」(well-known marks) 。對前者之保護規定，見於歐洲共同體商標條例

(European Community Trademark Regulation, CTMR, 下稱歐盟商標條例)，與歐盟商標

指令 (Directive 2015/243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15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簡

稱歐盟第 2015/2436 號指令)；21對後者之保護，乃援引巴黎公約及 TRIPs 之規定(詳

見後述) 。而歐盟商標條例在各會員國中，不待立法院通過即直接生效，而歐盟商標

指令則須經各會員國立法通過才有其適用之餘地。

第一項 著名商標之定義與認定標準 

第一款 歐盟 

歐盟商標條例第 8 條第 2 項(c)款中，僅敘明「所謂著名，依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21
 89/104/EEC 號指令於 2008 年已由歐盟商標指令(Directive 2008/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October 2008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 簡稱 2008/95/EC號指令)所取代，2016年 3月 23日更為歐盟第 2015/2436號指令(Directive 

2015/243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15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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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使用之定義」22，歐盟商標指令中亦未見其對著名下有定義，因此，商標是否著

名，係由各會員國商標局在符合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2 之框架下自行認定。歐盟商標

條例第 8 條第 5 項23及歐盟商標第 2015/2436 號指令第 10 條第 2 項(c)款24中提及「具

有聲譽」概念，但亦未闡明商標是否「具有聲譽」應如何判斷。 

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在 1999年之General Motors v. Yplon

案25，提出判斷商標聲譽之標準。法院認為，該商標必須在大眾或小眾間(亦可能為

特定領域之交易者，視系爭商品性質而定)享有聲譽。當商標所涵蓋之商品及服務已

為顯著部分之公眾所認知，則其受公眾知悉之程度即為已足（惟廣為公眾所知悉

（knowledge among the public at large）並非判定商標聲譽之必要門檻）。法院對於聲

譽之判斷提出數項參考因素：商標之市場占有率、商標使用之強度/地理範圍/期間、

商標於推廣時所作之投資規模，前述因素皆須納入考量。法院亦提及考量前述因素

                                                 

22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Earlier trade marks" means: 

(c) trade marks which, on the date of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or,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priority claimed in respect of the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are well known in a Member State,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 words "well known" are 

used in 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23
  According to Article 8(5) CTMR, upon opposition by the proprietor of an earlier trade mark,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2, the trade mark applied for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where it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earlier trade mark and is to be registered for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earlier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in the case of an earlier Community trade 

mark the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in the case of an earlier national mark, the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and where the use without due cause of the 

trade mark applied for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or be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earlier trade mark. 

24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proprietors acquired before the filing date or the priority date of the 

registered trade mark, the proprietor of that registered trade mark shall be entitled to prevent all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his consent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any sign 

where: 

(c)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similar to, or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latter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 and where use of that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25
  General Motors Corp. v. Yplon SA, C-375/9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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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目前尚無法特定一確切百分比之公眾，來做為顯著部分公眾之定義。26
 

第二款 德國 

德國將將著名商標分為著名(well-known)及高度著名(famous)兩種。德國商標法

第 4條第 3項27及第 10條第 1項28對於著名商標之定義乃直接援引巴黎公約第 6條之

2(所謂著名，須與巴黎公約第六之二條之定義相同且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或第三款之其他要件)。1980 年代起，德國將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規範於不公平競爭

法(Unfair Competition Law)之下。不公平競爭法所定義之著名商標，至少須有 33%之

公眾認識度(public recognition)方該當「著名」。2001 年之 Faberge 案29，德國聯邦最

高法院認為應將商標使用之強度（intensity of the use）、廣告支出（expenditure on 

advertising）及商標使用之地區域（geographic area of use）納入商標著名與否之判斷

要件。30
 

高度著名商標部分，德國法律自 1950 年代起將高度著名商標之保護規範訂於德國侵

權行為法之概括條款。若一商標為高度享有聲譽（highly reputed）、有約 80%之公眾

認識度，以及具有獨特之廣告上吸引力（unique advertising appeal），即可受到德國侵

權行為法關於「混淆誤認之虞」外之保護。31
 

                                                 

26 
 Gielen, C., Trademark Dilution Under European Law, 104 The Law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702-703 (2010). 

27  商標保護之取得商標保護應依下列方式取得：符合保護工業財產權巴黎公約第六之一條定義屬於

著名商標者。原文：a trade mark constituting a well-known mark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Paris Convention). 

28  原文：A trade mark shall be excluded from registration if it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a trade mark 

with older seniority that is well known in this country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and if the further prerequisites of section 9 subs. 1 Nos. 1, 2 or 3 are met. 

29
  Faberge, 1 ZR 100/99. 

30
  Jonas, K. U. & Pröm, C., Evolution of German law on well-known marks, 11 World Trademark Review, 

70-71 (2008). 

31
  Id. a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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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英國 

1994 年之英國商標法第 56 條第 1 項32將巴黎公約第 6 之 2 條與 TRIPs 第 16 條

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明列為英國內國法之一部。 

第一目 著名商標 

著名之概念意味該商標於英國國內大部分地區已相當程度為公眾所認知。英格

蘭及威爾斯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縮寫為 EWHC，簡稱高等法

院)於 Cipriani SRL and ors v Cipriani(Grosvenor Street) Limited 案33中，運用《關於保

護著名商標規定之聯合備忘錄》第 2 條所揭示之六項標準34來認定 Cipriani 商標著名

與否，其內容如下： 

(1) 相關領域之公眾對該商標之了解或認知程度。 

(2) 任何商標使用之期間、範圍及地理區域。 

(3) 任何商標推廣之期間、範圍及地理區域。 

(4) 任何已註冊或欲註冊之商標申請案之期間及地理區域可反映商標使用或認知

者。 

(5) 成功施行商標之紀錄，特別是被其他管轄區域/範圍之法院認定為著名商標之紀

錄。 

(6) 與該商標有關之價值。 

                                                 

32
  Article 56(1): References in this Act to a trade mark which is entitled to protection under the Paris 

Convention or the WTO agreement] as a well known trade mark are to a mark which is well-known in 

the United Kingdom… 

33
  Cipriani SRL and ors v Cipriani (Grosvenor Street) Limited [2008] EWHC 3032. 本案數名原告為

Cipriani 旅館集團旗下之子公司，被告則為 Cipriani London 餐廳及其經理人（director）。2006 年，

原告依英國商標法第 56 條主張著名商標保護以及仿冒保護，並主張被告侵害其共同體商標。被告

則主張原告不符仿冒保護及英國商標法第 56 條所要求之要件，並提出「使用自身名稱」（own name 

defense）抗辯，主張其依歐盟理事會條例（Council Regulation, EC 40/94）第 12 條 a 項合法使用

自身名稱，且原告之共同體商標之註冊係出於惡意。高等法院判決原告勝訴，被告不服上訴。 

34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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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享有聲譽之商標 

對「享有聲譽之商標」之保護，規定於 1994 年英國商標法第 10 條第 3 項。35對

於英國國內之註冊商標而言，「聲譽」之定義為「商標已為多數之(指定之商品或服務

領域)相關公眾所知悉」(known by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public concerned for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covered by the registration)，且該聲譽必須是在該商標所獲准註冊

之地區所產生，方符合英國商標法上聲譽之認定。36
 

第四款 法國 

關於著名商標之定義，法國智慧財產法第 L.713-5 條第 2 項37亦直接援引巴黎公

約第 6 條之 2 為基礎(如後述) ，並未另行對著名為定義。惟法國司法實務(判例)對於

著名商標已做出定義(基本上與英國相同)：商標已為多數之(指定之商品或服務領域)

相關公眾所知悉(known by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public concerned by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which it covers) 。38其中相關公眾之定義為，「一般/通常對於該註冊商標所

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合理具備相關知識 /資訊、觀察力且謹慎之消費者」(average 

consumers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for which that mark is registered, who are reasonably 

well informed and reasonably observant and circumspect) 。39 

法院對於商標聲譽之認定標準為：商標之市場占有率、商標使用之強度/地理範圍及

使用期間、商標於推廣時所作之投資規模(同上開歐盟法院之見解) 。 

                                                 

35
  A person infringe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if he use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a sign which— 

(a)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and 

(b)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se of the sign, 

being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36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 Association (2011). Well-Known Trademarks, p.7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po.org/wp-content/uploads/2013/03/Famous_Marks_Paper.pdf. 

37
  The foregoing paragraph shall apply to the use of a mark that is well know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referred to above. 

38
  Id. at 22. 

3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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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著名商標保護之法制沿革 

第一款 歐盟 

第一目 歐盟商標指令 

歐盟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規範首見於 1988 年會員國商標第一次共同準則(First 

Council Directive of 21 December 1988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簡稱第 Directive 89/104/EEC)。該指令第 4 條第 3 項規定，若

一後商標使用相同或近似已於共同體中享有聲譽之已註冊共同體前商標之商標於非

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且該後商標無正當事由將獲得不公平利益或有害於共同體前商

標之識別性或聲譽，則該後商標不得註冊。若已註冊者將被宣告無效。40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當第三人未經商標權人同意，於交易中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該會員國中享有

聲譽商標之標章並使用於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且系爭商標之使用無正當事由將獲

得不公平利益或有害於該已註冊商標之識別性或聲譽，則各會員國得規定商標權人

應享有防止第三人為前述行為之權利。41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納入商標淡化之概念，將

商標使用限縮於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2008 年之歐盟商標指令（Directive 2008/95/EC）並未修正前述條文。2015 年修正之

第 2015/2436 號指令，將第 4 條第 3 項修正後移列為第 5 條第 3 項(a)款，第 5 條第 2

項修正後移列為第 10 條第 2 項(c)款。修正後之第 5 條第 3 項(a)款，將受保護之商標

客體，由「已於共同體中享有聲譽之已註冊共同體前商標」，擴大保護範圍至「在向

                                                 

40
  A trade mark shall furthermore not be registered Or, if registered , shall be liable to be declared invalid if 

it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an earlier Community trade mark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2 and 

is to be, or has been, registered for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earlier 

Community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earlier Community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where the use of the later trade mark without due cause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or be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earlier Community trade mark. 

41
  Any Member State may also provide that the proprietor shall be entitled to prevent all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his consent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any sign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latter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 and where use of that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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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出申請或獲准註冊之會員國內享有聲譽之已註冊前商標，或於歐盟共同體內享

有聲譽之已註冊前商標」。42修正後之第 10 條第 2 項(c)款，將商標使用之範圍擴張，

除原「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外，亦包含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43
 

綜上，歐盟商標指令歷經修正，已將受保護之商標客體擴大，無論是在會員國

國內或歐盟境內享有聲譽之註冊商標，若第三人之使用將使其獲得不公平利益或有

害於已註冊商標之識別性或聲譽，則主管機關皆應排除或防止第三人商標之註冊。

但相對的，能享有主動權之商標權人，仍限於商標在會員國內享有聲譽之商標權人

（不包含商標於歐盟內享有聲譽之商標權人）。商標在會員國內享有聲譽之商標權人，

若第三人之商業上使用系爭商標（無論使用於同一、類似、或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將造成不公平利益或有害於商標權人之註冊商標之識別性或聲譽，則商標權人有權

防止第三人在未經其同意之情況下為該商標之使用。 

                                                 

42
  Directive 2015/2436, Article 5, Paragraph 3:  

Furthermore, a trade mark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or, if registered, shall be liable to be declared invalid 

where:  

(a) it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an earlier trade mark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goods or services 

for which it is applied or registered are identical with, similar to or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earlier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earlier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 in 

respect of which registration is applied for or in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or, in the case of 

an EU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Union and the use of the later trade mark without due 

cause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or be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earlier trade mark. 

43
  Directive 2015/2436, Article 10, Paragraph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proprietors acquired before the filing date or the priority date of the 

registered trade mark, the proprietor of that registered trade mark shall be entitled to prevent all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his consent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any sign 

where: 

(c)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similar to, or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latter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 and where use of that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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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歐盟商標條例 

歐盟商標條例（Regulation (Eu) 2015/242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15，簡稱第 Regulation Eu 2015/2424)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

規定在第 8 條第 5 項及第 9 條第 2 項(c)款。第 8 條第 5 項乃規範，當後商標相同或

近似於前商標，無論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同一、類似或不類似於前商標所指定之商

品或服務，前商標在歐盟內享有聲譽（若為國內型商標，則須在會員國內享有聲譽)，

且該提出註冊申請之商標之使用，無正當事由將獲得不公平利益或有害於前商標之

識別性或聲譽，只要先前已註冊之商標之商標權人提出異議，則該提出商標註冊申

請之後申請人不得獲准註冊。44第 9 條第 2 項(c)款，細節內容幾乎完全與前述第

2015/2436 號商標指令第 10 條第 2 項(c)款相同，唯一不同者乃在得主動主張權利之

商標權人，於商標指令第 10 條第 2 項(c)款規定為商標在「會員國」內享有聲譽之商

標權人；於第 2015/2424 號商標條例第 9 條第 2 項(c)款則規定商標在「歐盟」內享

有聲譽之「歐盟註冊商標」之商標權人，方享有主動防止第三人未經同意使用其商

標。45
 

在 2015 年經修正後之歐盟商標指令與商標條例之下，對於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

                                                 

44
  Upon opposition by the proprietor of a registered earlier trade mark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2, 

the trade mark applied for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where it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an earlier trade 

mark,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goods or services for which it is applied are identical with, similar to or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earlier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in the case of an earlier EU 

trade mark, the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Union or, in the case of an earlier national trade mark, 

the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and where the use without due cause of 

the trade mark applied for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or be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earlier trade mark. 

45
 Regulation Eu 2015/2424, Article 9, Paragraph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proprietors acquired before the filing date or the priority date of the EU 

trade mark, the proprietor of that EU trade mark shall be entitled to prevent all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his consent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any sign where: 

(c)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EU trade mark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similar to or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EU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latter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Union and where use of that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EU trad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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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護已趨完善。不論是在歐盟或會員國境內享有聲譽之商標之商標權人，只要第

三人之商業上使用會造成不公平利益或有害於商標權人之註冊商標之識別性或聲譽，

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皆得防止之；且若商標權人提出異議，則該第三人之商標則不

得獲准註冊。 

第二款 德國 

德國法最初對著名及高度著名商標之保護，始於 1920 年代。當一個商標開始享

有高知名度，以致競爭者開始起念搭該商標名聲之便車，將該著名或高度著名商標

使用於該商標指定之商品類別外之其他不相關商品，這時法院意識到，對著名及高

度著名商標而言，「混淆誤認之虞」保護態樣之不足。1950 年代，德國法律將高度著

名商標之保護置於德國侵權行為法之下之概括條款，但對於「混淆誤認之虞」以外

之商標保護認定要件非常嚴苛。一高度著名商標須享有高度聲譽、達到 80%之公眾

認知程度，並具有特別之廣告行銷吸引力與訴求（unique advertising appeal），在其他

標章自其謀取不公平利益或有害於其聲譽之前提下，方受到「混淆誤認之虞」以外

之商標保護。46
1980 年代，法院開始將著名商標納入不公平競爭法之保護範圍。當

第三人之商標使用構成自著名商標謀取不公平利益或有害於其聲譽時，且該侵權之

第三人與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為競爭關係時，便有不公平競爭法之適用。在不公平

競爭法之下，著名商標之定義為，商標至少須達到 33%之公眾認知程度。47

現行德國商標法對著名及高度著名商標之保護，乃直接援用會員國商標第一次

共同準則（第 89/104/EEC 號商標指令）第 5 條第 2 項（現第 2015/2436 號指令第 10

條第 2 項(c)款）之規定。又，現行德國商標法亦增訂第 14 條第 2 項第 3 款48，敘明

46
 Jonas, K. U. & Catherine, P., Evolution of German law on well-known marks, 11 World Trademark 

Review, 70 (2008). 

47
 Id. 

48
 Section 14(2): A third party shall be prohibit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trade mark in 

the course of trade, from 

3. using a sign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for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enjoys protection if the trade mark is a trade mark which has a reputation 

in this country and the use of the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which has a 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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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商標專用權人同意，第三人禁止在交易過程中使用相同或近似該商標之任何標

示且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不類似該商標所表彰者，惟該商標於德國須享有聲譽且該

標示不具備正當事由之使用足以對該商標之顯著性或聲譽產生不公平影響或損害。

對於已註冊之商標，一旦該當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49，該商標應予以廢止。 

第一目 英國 

英國於西元 1905 年建立一綜合性之商標保護系統（1905 年商標法），續經 1919

及 1937 年之修正，於 1938 年通過新法。1938 年商標法融入許多當時當時被世界各

國視為新穎之新觀念，包含商標申請人僅須有「真正使用之意圖」即足，毋須有實

際之商標使用，仍可於英國獲得核准註冊。而當時之英國註冊商標僅意味推定之商

標所有權，並非一固定之權利（fixed right）。50
1938 年商標法第 27 條（section）提

供著名商標防禦性註冊（defensive registration）之保護。此時英國商標法之防禦性註

冊意指具有創造性之著名商標（invented mark）之商標權人，可另行提出申請，將該

商標指定於其未曾使用之商品（不包含服務）。此時之保護尚屬狹窄，保護客體僅限

於具創造性之文字商標，且商標權人亦須負舉證責任，證明在交易過程中，現有已

指定之商品與未來欲指定商品之關聯，若該連結無法被提出，主管機關得依任何第

三人或商標權人自身之申請，撤銷該防禦商標之註冊。51
 

                                                 

49  德國商標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 

商標之註冊，得因以下任一情形予以廢止： 

3. 相同或近似先前申請或註冊之商標且其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與先前申請或註冊之商標不類似

者，惟先前存在之商標於德國享有聲譽且該註冊商標不具備正當事由之使用足以對先前商標之

顯著性或聲譽產生不公平影響或損害者。 

50
  Dr. Shoen Ono, Overview of Japanese Trademark Law, §2:1 (2d ed. 199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ip.or.jp/e/e_publication/ono/ch2.pdf 

51
 Trade Marks Act of 1938, Chapter 22, Section 27: 

(1) Where a trade mark consisting of an invented word or invented words has become so well known as 

respects any good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registered and in relation to which it has been used that 

the use thereof in relation to other goods would be likely to be taken as indicating a connection in 

the course of trade between those goods and a person entitled to use the trade mark in relation to the 

first-mentioned goods, the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proprietor registered in respect of the 

first-mentioned goods does not use or propose to use the trade mark in relation to those other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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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眾多限制，防禦性註冊機制於當時並無法完全發揮其欲達成之保護目的，

且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亦鮮少主張前述條款。更甚者，英國政府亦於一白皮書中指

出此防禦性註冊機制與歐盟商標協調指令第 5 條第 2 項互相扞格。52商標法改革聲浪

四起，1994 年修正之英國商標法因運而生，並沿用至今。英國商標法第 10 條第 3

項53保護已註冊並享有商譽之商標，在無正當事由之情況下，禁止不公平利益或損害

商標之顯著性質或聲譽 (適用於相同或近似享有聲譽商標之商標，使用於不類似之商

品/服務) 。同法第 56 條則提供註冊與未註冊之著名商標侵權保護54，惟僅在「相同

或近似之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服務而有致混淆誤認之虞」之情況下，方能

請求法院做成禁制令(單一救濟途徑) 。 

除商標法外，英國民法侵權行為篇亦規範保護著名商標免於仿冒行為之侵害。

欲援引民法侵權行為之保護，該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必須證明該商標在其欲主張保

護之區域內享有聲譽。 

                                                                                                                                                   

and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in the last foregoing section, the trade mark may, on the application in 

the prescribed manner of the proprietor registered in respect of the first-mentioned goods, be 

registered in his name in respect of those other goods as a defensive trade mark and, while so 

registered, shall not be liable to be taken off the register in respect of those goods under the last 

foregoing section. 

(4) On application by any person aggrieved to the Court or, at the option of the applicant an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fifty-four of this Act, to the Registrar, the registration of a trade mark as a 

defensive trade mark may be cancelled on the ground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are no longer satisfied in respect of any goods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 same proprietor otherwise than as a defensive trade mark, or may be 

cancelled as respects any good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registered as a defensive trade mark on the 

ground that there is no longer any likelihood that the use of the trade mark in relation to those goods 

would be taken as giving the indication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52
  Stephanie, C., Protection of Famous Trademarks Against Use for Unrelated Goods and Servic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anadian Law Reform, 95 The Trademark Reporter, 659 (2005). 

53
 同註 35。 

54
  Section 56(2): The proprietor of a trade mark which is entitled to protection under the ParisConvention 

[or the WTO agreement] as a well known trade mark is entitled torestrain by injunction the u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a trade mark which, or theessential part of which, is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his mark, 

in relation to identical orsimilar goods or services, where the use is likely to cause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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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法國 

1857 年 6 月 23 日，法國制定「製造及商品商標法」（Manufacture and Goods Mark 

Act，以下簡稱 1857 年商標法），該法之訂定使法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具有綜合性商

標制度之國家。1857年商標法之本質為一結合使用註冊（use-based registration systems）

及審查註冊制度（examination-based registration systems）之商標申請制度（trademark 

deposit system）。55於該法通過前，法國僅採使用註冊制。後於 1890 及 1944 年歷經

兩次修法，該法並於 1964 年遭廢止。1964 年 12 月 31 日，法國確立並採用審查註冊

制度，當時之制度規定，欲獲得商標權者須提出商標申請（deposit/ filing），且若未

使用該商標則會導致商標權之喪失。現今之法國商標法則於 1991 年 1 月制定。 

法國商標規範之主要法源為 1992年 7月 1日第 92-597號之智慧財產法（Law No. 

92-597 of 1 July, 1992,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56。該法歷經數次修正，最後

為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2008-1301 號命令（order）所取代。57法國智慧財產法對著

名商標之保護，乃將民事責任之概念融入其中，主要規範於第 L.713-5 條58
—在巴黎

公約第 6 條之 2 之框架下，一著名商標毋須於法國提出申請亦可為法國法律所保護。

對於已註冊之著名商標而言，任何第三人將他人之著名商標使用於不類似於該商標

之指定商品或服務，且該使用因對該商標為不正當之利用（unjustified exploitation）

                                                 

55
  商標權之取得途徑可分為兩種，若該商標權之建立乃維繫於正式註冊，則該商標制度可稱註冊制

（registration-based）或審查註冊制；若該商標僅須有實際之使用即可獲得註冊，則該制度為使用

註冊制。 

56
  前身為納入歐盟第 89/104/EEC 號指令並將其明文於智慧財產法第七冊之 1991 年 1 月 4 日第 91-7

號法律（Law No. 91-7 of 4 January, 1991）。 

57
  Richard, M. & Estelle, B., France, 30 World Trademark Review, 88 (2011). 

58
  Fren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 Article L.713-5: 

(1) Any person who uses a mark enjoying repute fo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designated in the registration shall be liable under civil law if such use is likely to cause a prejudice 

to the owner of the mark or if such use constitutes unjustified exploitation of the mark. 

(2) The foregoing paragraph shall apply to the use of a mark that is well know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referred to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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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導致商標權人受有損害，則違反法國民法之規定。59法國智慧財產法第 L.713-5

條係源自第 89/104/EEC 號歐盟商標指令第 5 條第 2 項，故於解釋、適用本條文時，

須參酌指令第 5 條第 2 項之解釋。 

 我國 第四節

第一項  著名商標之定義與認定標準 

我國商標法施行細則於民國 19 年 12 月 30 日由實業部60訂定發布，自民國 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著名商標之定義，見於民國 88 年 9 月修正之第 33 條（現今條文第

31 條）－本法所稱著名，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者。此規定與 WIPO 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同，均認為只要商標所表彰之識別性

與信譽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61所普遍認知，便足以認定該商標為著名，而得

依商標法保護著名商標之相關規定獲得保護，對於著名程度之要求較低。 

根據民國 96 年 11 月 9 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 09620031170 號訂定發布 ，101 年修正之

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我國商標法接納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2 規定之精神，是否為註冊商標並非認定該商標是否著名之前提要件，亦即，

該著名商標毋須在我國獲准註冊，亦受到我國商標法對著名商標之保護。至於商標

是否著名，乃採以下判斷基準： 

1. 以國內消費者之認知為準（應檢送該商標於國內使用之相關證據證明之）。 

2. 未於我國使用或在我國實際使用情形並不廣泛之商標，則須藉由客觀證據判斷

該商標於國外廣泛使用所建立之知名度是否已到達我國。而商標之知名度是否

                                                 

59
  Article 1382 of the French Civil Code: Every act whatever of man that causes damage to another, obliges 

him by whose fault it occurred to repair it. 

60
  我國經濟部之前身。 

61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係以商標所使用商品/服務之交易範圍為準，包括下列三種情形，但不以此為

限：  

1.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之實際或可能消費者 。 

2.涉及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經銷管道之人。  

3.經營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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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達我國，可考量該商標使用之地域範圍是否與我國有密切關係，例如經貿、

旅遊是否往來頻繁或文化、語言是否相近等因素加以綜合判斷。 

3. 另視該商標之商品於我國市場銷售時，是否被我國之報章雜誌廣泛報導或於中

文網路上被廣泛、頻繁討論等。 

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認定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時，將納入以下參酌因素為

個別考量：商標識別性之強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之程度、商標使

用期間/範圍及地域、商標宣傳之期間/範圍及地域、商標是否申請或取得註冊及其註

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商標成功執行其權利的紀錄，特別指曾經行政或司

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商標之價值、其他足以認定著名商標之因素。62
 

第二項  著名商標保護之法制沿革 

第一款 世界共知之概念 

我國商標法於民國 19 年 4 月 26 日由國民政府制定，並於同年 5 月 6 日公布，

對於著名商標規範之概念，首見於「世界共知」一詞。民國 19 年商標法第 2 條第 6

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世界共知他人之標章，使用於同一商品者」，不得作為商標，

呈請註冊。此時商標法對於相同或近似於世界共知他人之標章，權利保護範圍僅及

於「同一商品」。民國 47 年修正後之商標法將此規範移列至第 2 條第 8 款63，此次修

正雖將商標權保護範圍擴大及於同類商品，惟因受同法第 11 條第 2 項之限制，商標

權保護範圍仍以指定商品為限，並未及於服務。64民國 61 年修法時，於第 21 條第 2

項，將商標專用權擴及於同類（非同一）商品65，並於同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

                                                 

6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 102 年 06 月 03 日）。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

準 101 年 修 正 版 。 台 北 市 ： 經 濟 部 。 民  105 年  10 月  20 日 ， 取 自 ：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85301&ctNode=7048&mp=1。 

63
  民國 47 年商標法第 2 條 8 款：「相同或近似於世所共知他人之標章者，不得作為商標申請註冊」。 

64  同法第 11 條第 2 項：「商標專用權以請准註冊之標章及所指定之商品為限，但他人以其標章之全

部或主要部份作為商標主要部份之一者，仍應受其拘束」。  

65
  民國 61 年商標法第 21 條第 2 項：「商標專用權以請准註冊之圖樣、名稱及所指定之同一商品或同

類商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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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世界共知標章之權利保護範圍，明文及於同類商品。66
 

第二款 著名取代世界共知 

民國 72 年，將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中之「世界共知標章」用語，修正為「著

名標章」；此時「著名」一詞，首見於我國商標法中。同年修正更增訂第 62 條之 1，

將我過商標法對著名商標之保護擴及於「外國著名商標」，甚至賦予其在刑事上之保

護。67
 

第三款 著名商標保護目的之改變 

民國 82年之修法將商標專用權之保護範圍之法律用語改為「以指定商品」為限。

68同時本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條文內容修正為：「襲用他人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

誤信之虞者，不得申請註冊。」其修法理由為：「本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現行

條文內容，屬修正後第 7 款所訂情形之一，故爰予刪除」。此觀民國 83 年施行細則

第 31 條：「本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適用，指以不公平競爭為目的，非出於自創

而抄襲他人已使用之商標或標章申請註冊並有致公眾誤信之虞者；所襲用者不以著

名商標或標章而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為限」之內容可知，民國 82 年我國商標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修正，其對於我國商標或標章之保護目的，自「保護著名商標

或標章本身」，轉變以「防止第三人攀附權利人苦心經營、建立之商譽，而襲用權利

人之商標或標章」、「避免公眾因第三人襲用權利人之商標或標章，而誤信某來源為

不同權利人/企業之商標或標章為同一來源」為保護目的。此時之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保護客體不論標章或商標著名於否，同時亦不限同一或類似商品，僅客觀上有

襲用他人之商標或標章之事實，並致公眾有誤信之虞，即足以當之。 

民國 82 年之修法亦將第 62 條之 1 自商標法刪除，並將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之

                                                 

66
  同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相同或近似於世所共知他人之標章，使用於同一或同類商品者，不

得申請註冊」。  

67  民國 72 年商標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意圖欺騙他人，於同一商品或同類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

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68
   民國 82 年商標法第 21 條第 2 項：「商標專用權以請准註冊之商標及所指定之商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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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改納入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保護範圍。69本文以為，民國 80 年

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條文，用語敘述上有前後扞格之處：條文起

始規範企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惟第 3 款文義上僅及於「同一商品或同類商品」，

並不及於服務，此處應是立法者無心之疏漏。此條款已於民國 104 年修法時，自原

第 20 條移列至第 22 條，並遭刪除。70
 

第四款 回復「著名」用語並限定與著名商標或標章相同或近

似之商標或標章 

民國 86 年，為將巴黎公約及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智慧財產協定所揭示之保護原則

納入我國商標權保護意旨，並祈貼近世界保護趨勢，將商標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

內容修正。修正後之該款曰：「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混淆

誤認之虞者，不得申請註冊。但申請人係由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或授權人之同意申

請註冊者，不在此限。」此時「著名」商標或標章一詞再度出現；此外，法條文義

上將行為客體限於「與著名商標或標章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標章」；再者，先前客觀

要件法條用語「有致公眾誤信之虞者」修正為「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文義上

更為清楚、明確。復，由商標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要件可知，我國商標法對於

著名商標之保護，已不限於相同或類似商品。惟此時我國商標法對於著名商標之保

護，尚限於註冊之防止，並無明文規範積極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事宜。 

第五款 註冊主義之明文；商標法首次將保護擴及服務；著名

商標識別性或信譽減損概念出現 

民國 92 年，我國商標法上一重大修正，首次將商標權所表彰之範圍，擴及於服

務。民國 92 年商標法第二條：「凡因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欲取得商標權者，應

                                                 

69  民國 80 年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

於同一商品或同類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或販賣、運送、輸出、

輸入使用該項商標之商品」。 

70
  修法理由謂：「原條文第一項第三款對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予以特別規範，除違內外國

人平等原則外，商標著名與否應以國內消費者之認知為準，尚無區分內、外國商標之必要，均

可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予以保護，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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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申請註冊」。71
 

另外，民國 92 年之商標法修正，將「減損識別性或信譽之虞」，納入對著名商標保

護，其他商標不得註冊事由之構成要件中。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相同或近

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

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不得註冊。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

不在此限。72
 

著名商標之侵害，依此時之我國商標法體系，可分為一般侵權及擬制侵權。一

般侵權規定於 92 年商標法第 61 條第 2 項: 「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第 29 條第 2

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而第 29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各款，即明定

商標權之排他效力，欲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須得商標權人之同意，否則

即為對其商標權之侵害，包含下列情形 :        

（一）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二）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虞者。 

（三） 於同一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虞者。 

由前揭條文內容觀之，92 年商標法第 61 條第 2 項對於著名商標商標權之侵害，

其所欲保護之法益及立法意旨，乃在避免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產生混淆

                                                 

71  修法理由謂： 

1. 原條文第二條所稱「商標」，其表彰及專用之客體限於商品，至於表彰營業上所提供之服務，

則於原條文第七十二條以「服務標章」稱之，惟現今商業活動中，一商標究表彰商品或服務，

本難區別，商品與服務之間有構成本法所稱類似概念之可能，早經行政法院七十三年判字第七

九四號判例揭示有案。 

2.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四項已採行一案多類別申請制度，亦即同一申請案件可同時指定使用於不

同類別之商品及服務，有關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判斷，乃綜合商品與服務判斷之。 

3. 國際立法趨勢上，日本商標法第二條第一項、德國商標法第三條第一項、英國商標法第一條第

一項等各國立法例，亦係以「商標」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統稱。 

72
 本款為為民國 86 年原條文第 37 條第 1 項第 7 款修正後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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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之可能性，主觀重點並非將保護擴大及於對商標權人之權利客體因侵權行為所

致減損之法益保護。 

本次修正新增之第 62 條，為著名商標擬制侵權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

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

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73二、明知為他人之註

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

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相對於第 61 條第 2

項，第 62 條第 1 款加入「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文字，此即我國法上商

標淡化侵權概念之雛型—著重於商標權人之權利客體因侵權行為所致減損之法益保

護。惟此時第 62 條第 1 款之「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不同於第 23 條

第 1 項第 12 款之有「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第 62 條第 1

款之構成要件強調著名商標識別性或信譽實際減損之結果；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

則僅須有識別性或信譽減損之「可能」即為已足。如此一來，雖第 62 條相較於第 61

條已擴大對著名商標之保護，使其範圍及於「非同一或類似之指定商品或服務」，但

若商標權人欲依此條主張權利侵害，因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減損實難以證明，對其

而言仍是沉重之舉證責任負擔。 

如前述條文內容，自民國 92 年之商標法修正起，我國對於商標權之保護，明文

採註冊主義，未於我國主管機關申請註冊者，則不在我國商標法保護之列。 

民國 100 年 5 月 31 日，我國商標法再次修正，將原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移列

為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內容未修正。原第 62 條則移列為 70 條，修正第 1、2 款

之文字並增訂第 3 款。74修正理略為： 

                                                 

73
  修法理由：因係以擬制之方式規範「侵害」之態樣，其構成要件須特別嚴格，故明定須以發生「減

損」或「混淆誤認」之結果，始足該當。 

74  民國 100 年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款：「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

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第 2 款：「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

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第 3 款：「明知有第六十八條侵害商標權之虞，

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 33 - 

 

1. 原條文第一款不適用於「可能」有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情況，使

著名商標權人須待有實際損害發生時，始能主張，而無法在損害實際發生前有

效預防，且著名商標權人要舉證證明有實際損害發生，特別是著名商標之識別

性或信譽有實際減損之情形相當困難，為避免對著名商標保護不周，爰參考美

國商標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於第一款及第二款增加「之虞」文字。 

2. 原條文第一款將著名商標使用與非屬商標使用之公司名稱使用等侵害行為併列

於同一款規定，由於類型不同，爰將其後段規定之非商標使用行為，單獨移列

於修正條文第二款。  

3. 第二款增列「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情形，係指行為人之公司、商號、

團體或網域名稱與著名註冊商標中之文字相同，且其經營之業務範圍與著名註

冊商標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構成相同或類似，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情

形。因原條文第一款後段規定對此並未規範，僅規範「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

性或信譽」之情形，而須適用原條文第二款「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需有

實際混淆誤認之發生，對著名商標權人保障不周，爰予明定。  

4. 將「團體名稱」納入第 2 款例示保護之標的，以期周全。 

5. 除認定直接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外，商標侵權之準備、加工或輔助行為，亦應防

杜。 

 小結 第五節

關於著名或享有聲譽商標之定義，國際條約與協定中皆未明定，乃由各國法律

與司法實務見解自行認定。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自 1995 年之八項判斷準則變為 2006

年之四項。歐盟及其各別國家則皆援引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2。我國自早期「商標所表

彰之識別性與信譽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見解，至西元 1995 年加入

WTO 後，為讓我國商標法與世界潮流接軌，採納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2 規定之精神，

另判斷商標是否為著名時之輔助參酌因素，亦與上開歐洲國家高度相同。 

對著名商標之保護，美國建立聯邦商標淡化法，並於 2006 年修正時，將對著名

商標淡化侵權之構成要件認定由「實際淡化」放寬為「有淡化之虞」，減輕著名商標

                                                                                                                                                   

務有關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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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標權人之舉任責任，以提升對著名商標之保護。歐盟及其各別國家，除各自國

家之商標法外，皆援引歐盟商標指令之規範。復，德國法亦將著名商標納入民法及

不公平競爭法之保護範圍（於法國僅有民法之適用）。我國之立法演進，自「世界

共知」至「著名商標」；自僅保護指定商品，後擴及於服務，最後著名商標「識別性

或信譽減損」概念出現，並立法明文採註冊主義（未註冊之著名商標則受我國公平

交易法保護）。民國 92 年之商標法修正，增列「擬制侵權」態樣；民國 100 年之修

正，更降低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之舉證門檻（有商標識別性或信譽減損之虞即足），

實質擴大本法對著名商標之保護，使其更為周全。 

茲將各國對著名商標之定義、認定標準與保護規範臚列於下表： 

                                                 

75
 金錢賠償及侵權物銷毀等。 

 著名商標之定義 著名商標之認定標準 著名商標之保護 註冊與否 

美國 藍能法第 43 條(c)項第

2 款：商標為美國境內

一般消費大眾所廣泛

周知，成為所指定之商

品或服務之來源表彰。 

1. 商標廣告行銷之期

間長度、廣度及地理

範圍；無論該廣告行

銷係由商標權人或

第三人所為。 

2. 商標指定之商品或

服務銷售之數量、體

積與地理範圍。 

3. 公眾實際認識該商

標之程度。 

4. 該 商 標 是 否 已 依

1881年及 1905 年商

標法註冊，或於主登

記簿獲准註冊。 

1. 藍能法第 43 條

(c)項淡化保護，

第 1 項禁制令，

若行人為惡意，

有同條第 5 項額

外 救 濟 75 之適

用。 

2. 藍能法第 32 條

一般商標侵權保

護。 

著名商標毋須

註冊即受到藍

能法第 43 條(c)

項之淡化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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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同註 41、42。 

歐盟 分為享有聲譽之商標

(marks with 

reputation)，與著名商

標 (well-known 

marks) 。 

「著名」依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2 所使用之定

義，由各會員國主管機

關自行認定；關於「享

有聲譽」，無定義方

式。 

商標之市場占有率、商標

使用之強度/地理範圍/期

間、商標於推廣時所作之

投資規模。 

歐盟商標指令第 5 條

3 項第(a)款註冊禁止

及第 10 條 2 項第(c)

款使用禁止規定。76
 

未註冊之著名

商標可援引巴

黎公約第6條之

2與TRIPs第 16

條；享有聲譽之

商標則須註冊

方受到歐盟商

標指令及歐盟

商標條例之保

護。 

德國 分為著名(well-known)

及高度著名（famous)

商標。 

所謂著名，與巴黎公約

第 6 之 2 條之定義相

同；不公平競爭法之定

義：33%以上之公眾認

識度。 

著名商標：商標使用之強

度、廣告支出及商標使用

之地區域。 

高度著名商標：高度享有

聲譽、有約 80%之公眾認

識度，並具有獨特之廣告

上吸引力。 

德國商標法第 14 條

第 2 項第 3 款，在無

正當事由之情況下，

禁止不公平利益、禁

止損害商標之顯著性

質或聲譽。(適用於相

同或近似之商標使用

於不類似之商品 /服

務) 

歐盟商標指令第 10

條 2 項第(c)款亦有無

正當事由之情況下，

禁止不公平利益、禁

止損害商標之顯著性

質或聲譽規定。(適用

未註冊之享有

聲譽商標，受德

國商標法第 14

條第 2項第 3款

保護。歐盟商標

指令第 10 條 2

項第 (c)款則限

於註冊商標，且

其排他使用範

圍更為廣泛，同

一、類似或不類

似之商品 /服務

皆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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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同或近似之商標

使用於同一、類似或

不類似之商品/服務) 

第 15 條為救濟規定。 

英國 分為著名(well-known)

及享有聲譽(mark with 

a reputation)之商標。 

著名商標：商標於英國

國內大部分地區已相

當程度為公眾所認

知；享有聲譽商標：商

標已為多數(指定之商

品或服務領域)相關公

眾所知悉。 

WIPO《關於保護著名商

標規定之聯合備忘錄》第

2 條所揭示六項標準： 

1. 相關領域之公眾對

該商標之了解或認

知程度。

2. 任何商標使用之期

間、範圍及地理區

域。

3. 任何商標推廣之期

間、範圍及地理區

域。

4. 任何已註冊或欲註

冊之商標申請案之

期間及地理區域可

反映商標使用或認

知者。

5. 成功施行商標之紀

錄，特別是被其他管

轄區域/範圍之法院

認定為著名商標之

紀錄。

6. 與該商標有關之價

英國商標法第 10 條

第 3 項在無正當事由

之情況下，禁止不公

平利益、禁止損害商

標之顯著性質或聲

譽。(適用於相同或近

似享有聲譽商標之商

標，使用於不類似之

商品/服務) 

第 14 條以下為註冊

商標之救濟規定。 

須註冊方受英

國商標法第 10

條第 3 項之保

護；著名商標，

無 論 註 冊 與

否，可依同法第

56 條主張商標

侵權保護，惟僅

在「相同或近似

之商標使用於

同一或類似之

商品/服務而有

致混淆誤認之

虞」之情況下，

方能請求法院

做成禁制令(單

一救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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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值。 

法國 法國智慧財產法第

L.713-5 條第 2 項直接

援引巴黎公約第 6 條

之 2。 

實務見解：商標已為多

數(指定之商品或服務

領域 )相關公眾所知

悉。 

實務見解：商標之市場占

有率、商標使用之強度/

地理範圍及使用期間、商

標於推廣時所作之投資

規模。(與歐盟同) 

法國智慧財產法第

L.713-5 條： 

若將他人之著名商標

使用於不類似於該商

標之指定商品或服

務，且為不正當之利

用並可能導致商標權

人受有損害，則違反

法國民法之概括規

定。 

原則上須註冊

(適用法國智慧

財 產 法 第

L.713-5 條第 1

項) ；未註冊之

著名商標可依

同條第2項準用

第 1 項之規定。 

我國 現行商標法第 31 條：

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

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所普遍認知者。 

(實務見解)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

標保護審查基準：商標識

別性之強弱、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

之程度、商標使用期間/

範圍及地域、商標宣傳之

期間/範圍及地域、商標是

否申請或取得註冊及其

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

圍及地域、商標成功執行

其權利的紀錄，特別指曾

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

為著名之情形、商標之價

值、其他足以認定著名商

標之因素。 

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

第 11 款註冊禁止規

定；第 70 條第 1 款淡

化侵權禁止。(無明文

規範商標侵權使用之

範圍) 

須註冊方受到

我國商標法之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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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表資訊可知，台灣商標法上對著名商標之定義與美國相近，至於採行註冊

主義之要求則與歐盟較接近。又，依我國商標法第 31 條對著名商標之定義，似與英

國對「享有聲譽之商標」及法國對之著名商標定義相同（偏向小眾名聲之概念，僅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即為已足）。本文以為，採行註冊主義之優點為，欲受

到我國商標法保護之著名商標，一律皆須註冊，否則即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此

要求在商標爭議及侵權訴訟中，將使援引商標法之系爭商標單純化（皆為註冊商標，

未註冊者在商標法上便不能主張權利），如此更賦予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更強大之誘

因花費各種成本取得商標註冊。一旦所有爭議案件中之商標皆為註冊商標，法院在

案件審理方面之負擔也相對減輕，可僅依兩造雙方商標註冊之時間先後認定何者為

前商標，何者為後商標，而毋須耗費時間與心力調查何者著名在先，或何者為侵權

行為人。另外，自英國商標法之保護規範體系觀之，著名商標毋須註冊，未經同意

被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服務，可受到混淆誤認保護；惟，若欲擴張其保護範圍

及態樣至「使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服務」以及類似我國之商標淡化保護，則仍須取得

商標註冊。故，我國採用註冊主義仍有其優勢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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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著名商標與商標使用 

 國際條約對於商標使用之規範 第一節

第一項  巴黎公約 

在探討商標淡化侵權以前，本文擬自國際條約、歐美國家及我國對於商標使用

之定義與規範著墨。商標權侵害之構成，自前揭各國之立法例觀之，係以商標有「使

用」為前提，而所謂「使用」，自各國之法律條文文義可直接或間接得知，此使用乃

指商業上之使用或以行銷為目的之使用，詳如後述。 

有關商標使用之規定，巴黎公約將其臚列於第 5 條(C)項第 1 至 3 款，分別為維

權使用、不同於原本註冊形式之使用，以及同時使用。分述如下： 

維權使用：規定於巴黎公約第 5 條(C)項第 1 款。77在一國家中，若使用為商標之註

冊要件，則其註冊之撤銷，應於一合理期間經過後，當商標專用權人無正當事由未

使用時為之。此一使用應理解為，販售上有系爭商標之商品78，惟條文中對於何謂合

理期間並未做出定義，依 WIPO 見解，應視各國國內法規定，或交由有權之主管機

關訂之。79
 

不同於原本註冊形式之使用：規定於同條第 2 款80，商標專用權人使用系爭商標時，

若以不同於原本商標之形式為使用，但並未改變系爭商標原先於會員國中註冊時之

顯著性質，則並不導致註冊之無效，亦不減少已賦予系爭商標之保護。 

同時使用：同條第 3 款81則規範工商企業之商標共有人之同時使用。當工商企業之

                                                 

77
  原文： If, in any country, use of the registered mark is compulsory, the registration may be cancelled 

only after a reasonable period, and then only if the person concerned does not justify his inaction. 

78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04), 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book: Policy, Law 

and Use, p.249. Retrieved from http://www.wipo.int/about-ip/en/iprm/. 

79
 Id, p.250. 

80
  原文： Use of a trademark by the proprietor in a form differing in elements which do not alter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mark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was registered in one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shall not entail invalida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and shall not diminish the protection granted to the 

mark. 

81
  原文： Concurrent use of the same mark on identical or similar goods by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40 - 

商標共有人根據受理商標保護之國家之國內法，同時使用相同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

之商品，除有導致誤導公眾之情事或有違公眾利益外，不妨礙系爭商標之註冊，或

對系爭商標於歐盟任一國家中已賦予系爭商標之保護，無任何減少。本款所稱之例

外情況如：若該商標之同時使用將造成公眾對於使用該商標販售之商品之產地或來

源有錯誤之認知，或使用該商標販售之商品自身之品質歧異，以致商標之繼續使用

將違反公眾利益。換言之，若商標之同時使用有本款所稱之例外情形，恐導致商標

不得註冊或對其之權利保護減損。 

第二項  世界貿易組織 TRIPs 協定 

TRIPs 第 19 條第 1 項82規定，在連續至少三年不間斷，不使用該商標之情況下，

系爭商標得被廢止（cancelled）。但商標所有人得舉出合理事證證明其未使用該商標

之原因，如商品進口限制。 

第三項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名商標保護條款 

保護工業財產權巴黎聯盟（Paris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簡

稱「巴黎聯盟」）與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簡稱 WIPO）總會（General Assembly） 於

1999 年 9 月 20 日至 9 月 29 日之 WIPO 會期中，共同決議採行「著名商標保護規定

共同決議事項」 （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Marks）。該決議事項第 4 條第 1 至 6 項各款係定義何謂衝突商標以及與

著名商標衝突之認定，並規範衝突商標之異議、評定及使用禁止。第 4 條第 1 項(a)

款83將衝突商標定義為，商標（標章）或其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

                                                                                                                                                   

establishments considered as co-proprietors of the mark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protection is claimed shall not prevent registration or diminish in any way the 

protection granted to the said mark in any country of the Union, provided that such use does not result in 

misleading the public and is not contrary to the public interest. 

82
  原文： If use is required to maintain a registration, the registration may be cancelled only after an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at least three years of non-use, unless valid reasons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obstacles to such use are shown by the trademark owner. Circumstances aris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will 

of the owner of the trademark which constitute an obstacle to the use of the trademark, such as import 

restrictions on or other government requirements for goods or services protected by the trademark, shall 

be recognized as valid reasons for non-use. 

83
  原文： A mark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where that mark, o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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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商標，而致有混淆誤認之虞，且使用、申請註冊或已註冊於與著名商標相同或

類似之商品/服務者。同條第 1 項(b)款84規範與著名商標衝突之認定，列舉三個侵權

行為態樣：在商標或其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著名商標之前提下，

當商標之使用顯示其所使用、申請註冊或已註冊之指定商品/服務與著名商標所有權

人有所關聯，且有致著名商標所有人利益損失之虞者；該使用有以不公平方式減損

或淡化著名商標識別性之虞者；商標之使用將導致自著名商標識別性獲取不公平利

益者，不論其所使用、申請註冊或已註冊指定之商品/服務為何，皆得認定與著名商

標衝突。 

前揭決議事項第 4 條第 2 項85乃規定異議程序。若相關法規允許第三人對商標之

註冊提出異議，則構成第 1 項(a)款者，應構成異議之事由。 

同條第 3 項為評定程序之規定。86
(a)款：若有商標與著名商標衝突，著名商標所有人

                                                                                                                                                   

essential part thereof,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a translation, or a transliteration, 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 of the well-known mark, if the mark, or an essential part thereof, is used, is the subject 

of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r is registered, in respect of goods and/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the goods and/or services to which the well-known mark applies. 

84
  原文： Irrespective of the goods and/or services for which a mark is used, is the subject of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r is registered, that mark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where the mark, or an essential part thereof,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a translation, or a 

transliteration of the well-known mark, and where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fulfilled: 

(i)  the use of that mark would indicat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oods and/or services for which 

the mark is used, is the subject of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r is registered, and the own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and would be likely to damage his interests; 

(ii)  the use of that mark is likely to impair or dilute in an unfair manner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iii)  the use of that mark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85
  原文： If the applicable law allows third parties to oppose the registration of a mark, a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under paragraph (1)(a) shall constitute a ground for opposition. 

86
 原文： 

(a) The owner of a well-known mark shall be entitled to request, during a period which shall not be 

less than five years beginning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fact of registration was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by the Office, the invalidation, by a decision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registration of a mark which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well-known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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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該商標註冊公告之日起，在不少於五年之期間（during a period which shall not be 

less than five years），應有權向主管機關申請作成該商標無效之評定。(b)款：前款之

情況，主管機關亦得於不少於五年之期間經過後，依職權做成商標無效之評定。 

第 4 項則規範商標之禁止使用。87於商標衝突之情形，著名商標之所有權人自知悉有

衝突商標之使用時起，在不少於五年之期間，有權提出商標之禁止使用，結果經主

管機關裁量而定。 

第 6 項強調商標使用之法律效果。88縱有第 4 條第 3 項商標評定之適用，若該與著名

商標衝突之商標已取得註冊但從未使用，則不受第 3 項評定提出期間不少於五年之

限制（會員國不得規定申請評定之期限）。本項可能衍生之問題為，若一與著名商標

衝突之商標為善意註冊但從未使用，於多數有商標使用要求之國家中，多半透過國

家或區域性之法律條文規定，於一定之一段時間未使用之商標，可能面臨被撤銷

（cancellation）之處境。但若於商標使用要求不存在之情況下，則有一種情形是可想

像的―該與著名商標衝突之商標既從未使用且為善意註冊，則按理應不會引起著名

商標之商標權人之注意。89既然如此，何須賦予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無提起評定時效

限制之保護？值得吾人思考。 

 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上之商標使用 第二節

第一項  申請使用 

在美國聯邦商標法之下，商標申請人欲取得註冊，必須於市場上有足夠之公開

                                                                                                                                                   

(b) If the registration of a mark may be invalidated by a competent authority on its own initiative, a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shall, during a period which shall not be less than five years 

beginning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fact of registration was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by the 

Office, be a ground for such invalidation. 

87
  原文： The owner of a well-known mark shall be entitled to request the prohibition, by a decision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use of a mark which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well-known mark. Such 

request shall be admissible for a period which shall not be less than five years beginning from the 

time the own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had knowledge of the use of the conflicting mark. 

88
  原文：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 (3), a Member State may not prescribe any time limit for 

requesting the invalida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of a mark which is in conflict with a well-known mark, 

if that mark was registered, but never used. 

89  
  See 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Marks, WIPO 

Doc. 833 (E), p.19. Retrieved from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marks/833/pub8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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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該法第 45 條90將「商業上使用」定義為，商標之註冊，並非僅用於保留商標

之權利，而是商標本身必須於通常之交易過程中，有真正之使用。目前美國聯邦商

標法對於商標之使用有兩個認定標準：真正使用須經由銷售（ sale）或運輸

（transportation）來達成、在初始銷售或運輸後，必須有繼續/持續之商標使用91。而

為滿足銷售或運輸方面之使用，該使用必須是「根據法律」之使用（technical use），

亦即將系爭商標使用於所指定之商品上。若依該商品之特性，不適合將商標置於其

上，商標權人得將商標置於與該商品之銷售有關之文件上。92又，商品之銷售與運輸

必須是公開於公眾的－如此方能讓該商品欲導向之消費者知悉該商標及其附著商品

之可獲得性。根據美國聯邦第二巡迴法院之見解，商標權人必須舉證證明其對於該

商標，自開始販售或運輸商品後，有連續之使用。惟，法律規範上並無明定如何定

義、多久之期間方構成連續使用，關於此部分，尚須仰賴判例法及實務見解。93
 

另外，如申請人並無真實使用該商標但有擬使用該商標之意圖，依 15 U.S.C. §105194，

                                                 

90
  原文： The term "use in commerce" means the bona fide use of a mark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de, 

and not made merely to reserve a right in a mark. For purposes of this chapter, a mark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use in commerce— 

(1)   on goods when— 

(A)  it is placed in any manner on the goods or their containers or the displays associated therewith or 

on the tags or labels affixed thereto, or if the nature of the goods makes such placement 

impracticable, then on docu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goods or their sale, and 

(B)  the goods are sold or transported in commerce, and 

(2)  on services when it is used or displayed in the sale or advertising of services and the services are 

rendered in commerce, or the services are rendered in more than one State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foreign country and the person rendering the services is engaged in commer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ervices. 

91
  McDowall, K,  A Critical Look At “Use” Under The Lanham Act, 4 N.Y.U. Journal Of Intell. Prop. & 

Ent. Law, 232 (2015). 

92
  Lanham Act § 45, 15 U.S.C. § 1127(1)(A). 

93
  McDowall, K, supra note 57, at 233-234. 

94
  Lanham Act Section 1(b)(1): A person who has a bona fide intention, under circumstances showing the 

good faith of such person, to use a trademark in commerce may request registration of its trademark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hereby established by paying the prescribed fee and filing i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n application and a verified statement, in such form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th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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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須證明其為善意並有真正使用該商標之意圖，方可提出商標註冊申請。 

第二項  侵權使用 

註冊商標之侵權使用相關規範為 15 U.S.C. §1114，未註冊商標之侵權使

用則規範於 15 U.S.C. §1125。無論是註冊或未註冊商標，其商標、表徵之

侵害，皆涉及商業上之使用。美國法院乃將商業上之使用限縮於「以他

人標記作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或出處之使用」 95，故，以他人商標作為說

明性、指示性或廣告性文字，因非用來作為自身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商標，即非

用他人商標來表彰自身商品或服務之來源，自不構成侵權使用。自前揭兩條文

內容觀之，侵權使用所欲保護者，多為避免相關消費者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及事

實敘述有錯誤之認知，或造成消費者對於兩個不同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來源、

贊助等與商品有關之聯想與連結，產生混淆誤認。惟於商標淡化之情況下，

消費者對於使用系爭商標/標章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未必有混淆誤認之情事，於此是

否有商標使用要件之適用？美國學者間有正反兩說。  

採肯定說者為 Stacey L. Dogan 及 Mark A. Lemley。Dogan & Lemley 提

出商標使用理論，主張並非所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之商標使用皆構成侵權，而係

使用標誌以表彰或廣告自身之服務，或欲使人將被告之服務與原告產生連結之使用

（將原告之商標作為商標使用），方構成商標侵權。96二人自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之

立法及修法歷史脈絡觀之，認為商標淡化有商標使用要件之適用。  

自 1995 年之聯邦商標淡化法（FTDA）起，法律條文即有「於商業上之商業使用，

導致顯著特性淡化」（commercial use in commerce of a mark or trade name ...  

[that] causes dilution of the distinctive quality of the mark）等語，可知立法

者欲以「商業上使用」保護商業性言論，而商業性言論僅係一種用以表達商業上計

劃或要約之言詞，將其適用於商標上，意味商標之唯一功能為品牌之識別與表彰，

因此亦類似一種商業言論之表達。此見解於早期並未獲得所有法院之認同，近

                                                 

95  扈心沂，論商標淡化之商標使用要件，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28。 

96
  湯淑嵐，論商標侵權下商標使用要件之妥適性，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10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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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則普遍獲得法院認同，為實務通說。 97
 

2006 年修正通過之聯邦商標淡化法（TRDA）清楚指出，被告須以商標之

方式使用系爭標誌名稱，方有違反聯邦商標淡化法之可能。 98以 15 U.S.C. 

§1125(c)(1)關於禁制令之規定為例，侵權行為人於商標所有人之商標成為著名

商標後，於商業上將係爭商標作為商標或商業名稱使用，並造成系爭商標之識別性

或商譽減損，無論是否具有混淆誤認之虞或造成商標所有人實質經濟上損害，皆非

所問，該具有識別性之著名商標所有人可對該侵權行為人主張禁止命令。 99由此條

文之用語結構可看出，2006 年之聯邦商標淡化法對於商標淡化侵權及其救濟，

法律條文之構成要件已明定，被告之可能造成系爭商標識別性或商譽減損之商標使

用，並非任意一種或將原告之商標做為參考之使用，而是限縮於將該名稱作為「商

標或商業名稱」使用，也唯有此種態樣之使用，方能構成造成商標淡化之使用，而

有§1125(c)第一至五款之救濟規定之適用。  

另外，Dogan & Lemley 亦指出§1125(c)(2)之法條用語將商所有權人之

著名商標（the famous mark）與被被告使用，作為商標或商業名稱（mark or 

trade name）之商標做出區隔、分別討論100，同時商標與商業名稱在 15 U.S.C. 

§1127 中，亦被賦予不同之定義。 101上述法條規定再再重申，唯有當被告使用

                                                 

97
  Dogan, S. L. & Lemley, M. A., The Trademark Use Requirement in Dilution Cases, 24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545-546 (2008). 

98
 同註 57，頁 31。 

99
  15 U.S.C. §1125(c)(1): Subject to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the owner of a famous mark that is distinctive, 

inherently or through acquired distinctiveness, shall be entitled to an injunction against another person 

who, at any time after the owner's mark has become famous, commences use of a mark or trade name in 

commerce that is likely to cause dilution by blurring or dilution by tarnishment of the famous mark, 

regardless of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ctual or likely confusion, of competition, or of actual economic 

injury. 

100
  Lanham Act Section 43(c)(2)(A): For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a mark is famous if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general consuming 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designation of source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the mark's owner…. 

Lanham Act Section 43(c)(2)(B): For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dilution by blurring" is association 

arising from the similarity between a mark or trade name and a famous mark that impair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famous mark.  

101
  商標係任何單字、名稱、象徵、或設計，被個人所使用，用以識別或區別自身與他人所製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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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著名商標來作為自身之商標或商業名稱，以識別、區別自身與他人之商品及

服務時，方構成商標淡化上之商標使用。  

Dogan & Lemley 認為商標使用為淡化要件之結論，為部分學者所不認同。學

者 Barber 認為，自修法之歷史脈絡觀之，無法得出 TRDA 規範以商標使用為要件。

修法草案原為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簡稱 INTA）所擬，該版本草案

明白採前揭肯定說之立場，認為商標使用為淡化要件，但為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簡稱 AIPLA）所極力反對。後來眾議院之智慧財產權

次委員會對於該草案招開協商會議時（House IP Subcommittee Hearing on H.R. 

683），與會之 INTA、AIPLA 及 ACLU（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達成共識，將§1125(c)(1)

「被告之使用須為對自身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指定（表彰自身商品或服務之

來源）」（the defendant's use be “as a ‘designation of source’ for his or her own goods or 

services,” ）字語刪除。因此，Barber 認為 Dogan & Lemley 於商標使用之主張

旬屬無據。  

學者 Janis & Dinwoodie認為，自法條文義觀之，藍能法第32條（15 U.S.C. §1114）

所謂之商業上使用，應限於侵權使用，而同法第 45 條（15 U.S.C. §1127）所稱之商

業上使用，應限於維權使用之情況。又，根據 1988 年商標法修正案之修法意旨與歷

史解釋，「商業上使用」應限縮適用於商標註冊（registration）。102
Janis & Dinwoodie

亦批評 Dogan & Lemley 透過對藍能法第 32 條(a)項及第 43 條(a)項之文意解釋103，認

為被告之商標使用必須是在商品或服務之銷售上，而將前揭侵權條款所定之侵權限

於商標使用。Janis & Dinwoodie 提出，所有商標使用確實皆係用於商品或服務上，

但反面推論則未必成立—並非所有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皆必然為作為商標使

                                                                                                                                                   

販售之商品，為商品來源之指示；商業名稱則指任何被個人所使用之名稱，用以作為企業或職

業之識別。 

102
  Dinwoodie, G. B., & Janis, M. D. , Confusion Over Use: Contextualism in Trademark Law, 92 Iowa 

Law Review, 1611-1612 (2007). 

103
  藍能法第 32 條 (a)項： use in commerce… in connection wi th the sale ,  offer ing for  

sale ,  d istr ibution,  or  advert ising of any goods or  services ….  

第 43 條 (a) 項 :  Any person who,  “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goods or 

services”….uses in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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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4另外，Janis & Dinwoodie 對於 Dogan & Lemley 將商標使用理論作為合法化許

多其他商標使用之基礎，如新聞報導及諷刺性（parody）使用感到不以為然。其認為

法院准許被告使用原告商標之案件所在多有，但法院在這些案件中並未援引商標使

用做為判斷要件；如 Rogers v. Grimaldi 案105，原審法院認為由於該電影為具有藝術

性之創作且其名稱係與電影之內容有關，故不違反藍能法。上訴法院則推翻此見解

並根據「避免消費者混淆誤認之公共利益」與「表意自由（free expression）之公共

利益」兩者間之衡平考量做出決定。由此可見，法院之所以認定某些特定型態之商

標使用不構成侵權，並非自商標使用理論為考量之出發點，而係援引其他價值判斷

如消費者保護與人民之表意自由間之平衡。106
 

第三項  維權使用 

關於商標之維權使用，主要規定於 15 U.S.C. §1064 及§1127。根據§1127（藍能

法第 45 條）規定，系爭商標連續三年未有實際使用，為商標廢止之初步證明（prima 

facie）。於 U.S.C.§1127 之下，符合此二種情況將被視為商標之廢止：商標權人已停

止使用該商標且有不再繼續使用之意圖（intent not to resume such use）、商標之通用

化（become the generic name）。107
§1064（藍能法第 14 條）則允許任何可能遭受損害

之第三人提起商標之廢止：除商標之通用化外，§1064(5)(A)
108更規定，若商標註冊

                                                 

104
  Dinwoodie, G. B., & Janis, M. D. , supra note 100, at 1615.. 

105
  Rogers v. Grimaldi, 875 F.2d 994 (2d Cir. 1989). 

106
  Dinwoodie, G. B., & Janis, M. D. , supra note 102, at 1618-1620. 

107
 A mark shall be deemed to be "abandoned" if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occurs: 

(1) When its use has been discontinued with intent not to resume such use. Intent not to resume may be 

inferred from circumstances. Nonuse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shall be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abandonment. "Use" of a mark means the bona fide use of such mark mad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de, and not made merely to reserve a right in a mark. 

(2) When any course of conduct of the owner, including acts of omission as well as commission, causes 

the mark to become the generic name for the goods or services 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it is 

used or otherwise to lose its significance as a mark. Purchaser motivation shall not be a test for 

determining abandonment under this paragraph. 

108
 原文： At any time in the case of a certification mark on the ground that the registrant (A) does not 

control, or is not able legitimately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such mark, Provided, Tha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ay apply to cancel on the grounds specified in paragraphs (3) and (5)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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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為或無法合法行使控制該商標之使用，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亦可依職權提出商標廢止之申請。109
 

商標授權人有義務控管指定於系爭商標之下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當商標授權

人不為或無法貫徹實施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管理，此授權可能被視為赤裸授權

（naked licensing），該商標亦因此喪失其重要性而被視為自動廢止

（involuntarily abandoned）。 15 U.S.C. §1055
110更明文規定，一個註冊商標

或欲申請註冊之商標可合法的被相關企業所使用，此使用須對該商標之註冊人或申

請人有益，且不得影響該商標或其註冊之合法性/正當性，同時並以不造成公眾之欺

瞞為前提。  

 歐盟商標指令及共同體商標條例之商標使用 第三節

第一項  侵權使用 

第一款 歐盟共同體商標條例 

歐盟共同體商標條例第 9 條賦予已註冊商標之商標權人排他性之權

                                                                                                                                                   

section any mark registered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established by this chapter,…. 

109
 15 U.S.C. §1064:  A petition to cancel a registration of a mark, stating the grounds relied upon, may, 

upon payment of the prescribed fee, be filed as follows by any person who believes that he is or will be 

damaged, including as a result of a likelihood of dilution by blurring or dilution by tarnishment under 

section 1125(c) of this title, by the registration of a mark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established by this 

chapter, or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81, or the Act of February 20, 1905: 

(1) Within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mark under this chapter. 

(2) Within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under section 1062(c) of this title of a mark registered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81, or the Act of February 20, 1905. 

(3) At any time if the registered mark becomes the generic name for the goods or services, or a portion 

thereof, for which it is registered, or is functional, or has been abandoned, … 

110
 原文： Where a registered mark or a mark sought to be registered is or may be used legitimately by 

related companies, such use shall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registrant or applicant for registration, and 

such use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such mark or of its registration, provided such mark is not used in 

such manner as to deceive the public. If first use of a mark by a person is controlled by the registrant or 

applicant for registration of the mark with respect to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such 

first use shall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registrant or applicant, as the case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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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111第 2 項 (a)至 (c)款規定，第三人未經註冊商標之商標權人同意，不得以相

同於系爭商標之標誌（sign）使用於同一之商品或服務；若有使公眾混淆誤認之虞，

不得以相同或近似於系爭商標之標誌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在該註冊商

標於歐盟內享有聲譽且無正當事由使用該商標將導致行為人獲取不公平利益或該使

用對系爭商標之顯著性質或聲譽有所損害時，不得以相同或近似於系爭商標之標誌

使用於同一、類似或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112同條第 3 項緊接著訂定六款商標

侵權使用事由 113：於商品或其包裝上使用該可能侵權之標誌、提供含有該標誌之

商品，將商品置放於市場，或將其儲藏以為前述用途，或提供/供應含有該標誌之服

                                                 

111
 商標條例第 9 條第 1 項： The registrat ion of an EU trade mark shall  confer  on the 

proprietor  exclusive r ights therein.  

112
 原文：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proprietors acquired before the filing date or the priority date of 

the EU trade mark, the proprietor of that EU trade mark shall be entitled to prevent all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his consent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any sign where: 

(a)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the EU trade mark and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those for which the EU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b)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EU trade mark and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goods or services for which the EU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if there exists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ncludes the likelihood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ign and the trade mark;  

(c)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EU trade mark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similar to or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EU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latter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Union and where use of that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EU trade mark. 

113
 原文： The following, in particular, may be prohibited under paragraph 2:  

(a) affixing the sign to the goods or to the packaging thereof;  

(b) offering the goods, putting them on the market, or stocking them for those purposes under the sign, 

or offering or supplying services thereunder;  

(c) importing or exporting the goods under the sign; 

(d) using the sign as a trade or company name or part of a trade or company name;  

(e) using the sign on business papers and in advertising;  

(f) using the sign in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n a manner that is contrary to Directive 2006/11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50 - 

務、進口或出口含有該標誌之商品、將該標誌當作公司名稱或商業名稱使用或公司/

商業名稱之一部分、於商業文書或廣告中使用該標誌、將該標誌用於比較廣告且其

使用違反第 2006/114/EC 號指令之規範。114
 

第二款 歐盟商標指令 

歐盟商標指令中對於商標侵權使用，乃規定於第 10 條第 2 項115及第 3 項116，其

條文用詞乃至六款侵權使用態樣皆與前揭商標條例第 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同，茲不

再重複提及。惟，商標條例第 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所保護之客體為歐盟註冊商標與

歐盟註冊之享有聲譽商標；反之商標指令第 10 條第 2 項(a)、(b)二款僅規定註冊商標

                                                 

114
 禁止誤導性（misleading）廣告。 

115
 原文：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proprietors acquired before the filing date or the priority date of 

the registered trade mark, the proprietor of that registered trade mark shall be entitled to prevent all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his consent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any sign 

where:  

(a)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the trade mark and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b)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and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goods or services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if 

there exists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ncludes 

the likelihood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ign and the trade mark;  

(c)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similar to, or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latter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 and where use of that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116
 原文： The following, in particular, may be prohibited under paragraph 2:  

(a) affixing the sign to the goods or to the packaging thereof;  

(b) offering the goods or putting them on the market, or stocking them for those purposes, under the 

sign, or offering or supplying services thereunder;  

(c) importing or exporting the goods under the sign;  

(d) using the sign as a trade or company name or part of a trade or company name;  

(e) using the sign on business papers and in advertising;  

(f) using the sign in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n a manner that is contrary to Directive 2006/114/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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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限於歐盟會會員國之註冊商標，同項(c)款明定其保護客體為會員國內享有聲譽

之註冊商標。 

第二項  維權使用 

第一款 歐盟共同體商標條例 

無論歐盟商標指令或共同體商標條例皆未有「先使用方得註冊」之規

定，但相當時間無真實使用商標，卻可能導致商標權之喪失。歐盟商標共同體商

標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 117明定，若商標所有人於商標獲准註冊後五年內未於歐盟

內真正使用該共同體商標（使用於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上），或已持續中止該使用

長達五年，系爭共同體商標，除有未使用之正當理由外，否則將有本規則中不

利益處分之適用。同法第 42 條第 2 項 118，若有商標申請人對商標所有人提出

異議，則商標所有人須舉證證明其歐盟商標於商標公告前向前推算之五年，已有真

正使用於其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之事實。第 51 條第 1 項 (a)款 119規定，若商標所有

人於商標獲准註冊後五年內未於歐盟內真正使用該共同體商標（使用於其所指定之

商品或服務上），除有正當理由未使用外，任何人得向歐盟商標協調局提出廢止該商

標之申請，亦可於侵權訴訟之反訴中提出商標廢止申請。  

                                                 

117
 If, within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ollowing registration, the proprietor has not put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to genuine use in the Communit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registered, or if such use has been suspended during an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anc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Regulation, unless there are 

proper reasons for nonuse. 

118
 If the applicant so requests, the proprietor of an earlier EU trade mark who has given notice of 

opposition shall furnish proof that, during the five-year period preceding the date of filing or the date of 

priority of the EU trade mark application, the earlier EU trade mark has been put to genuine use in the 

Un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registered and which he cites as 

justification for his opposition, or that there are proper reasons for non-use, provided the earlier EU trade 

mark has at that date been registered for not less than five years….. 

119
 The rights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shall be declared to be revoked on application 

to the Office or on the basis of a counterclaim in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a) if, within a continuous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trade mark has not been put to genuine use in the 

Communit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registered, and there 

are no proper reasons for non-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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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歐盟商標指令 

歐盟商標指令第 16 條第 1 項120規定：若商標所有人於商標在註冊程序完成後

後五年內未於會員國內真正使用該商標（使用於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上），或已持

續中止該使用長達五年，系爭商標，除有未使用之正當理由外，否則將有本指令中

第 17 條、第 19 條第 1 項、第 4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46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所

規定不利益處分及限制之適用（subject to the limits and sanctions，即廢止）。同法第

19 條第 1 項121持續未使用之商標廢止：若商標所有人於商標獲准註冊後五年內未於

會員國內真正使用該商標（使用於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上），除有正當理由未使用

外，該商標可能遭廢止（shall be liable to revocation）。  

歐洲法院於 Ansul 案122中提出，所謂真正使用，非僅是象徵使用（use that is merely 

token，純為保留商標權之使用），商標權人必須將其商標真正使用於其指定之商品或

服務之交易市場，而非內部使用。所謂的真正使用不在其使用之數量，而在該商標

是否具有「商業上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即作為市場上與他人商品及服務來

源區別之識別性標識。123因此，商標之真正使用，必須與目前或未來已行銷或計畫

行銷於市場上之商品或服務有關連性。法院於此判決中強調，判斷系爭商標是否有

真實使用於商業行為，應考量商標權人於相關之商品或服務市場中使用系爭商標為

商業行為，是否確實可能在該市場中，維持或取得市場佔有率；也因此，認定商標

之真正使用時，應綜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包含商品或服務之性質、相關市場之特性，

                                                 

120
 原文：If, within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ollowing the date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the proprietor has not put the trade mark to genuine use in the Member Stat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registered, or if such use has been suspended during a 

continuous five-year period, the trade mark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limits and sanction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17, Article 19(1), Article 44(1) and (2), and Article 46(3) and (4), unless there are proper reasons 

for non-use. 

121 原文： A trade mark shall be liable to revocation if, within a continuous five-year period, it has not been 

put to genuine use in the Member Stat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registered, and there are no proper reasons for non-use. 

122
 Case C-40/01 Ansul BV v Ajax Brandbeveiliging BV [2003]ECR I-2439。 

123
 麥卡錫等，商標法整體法制暨具體修法建議之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4 年度委託研究，頁 56，

200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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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商標使用之範圍及頻率。 124
 

 歐盟個別國家之商標使用規範 第四節

第一項  德國 

德國之商標法並未規定商標註冊之獲准以任何商標使用為前提。惟商標法第 4

條第 2 項 125規定，若系爭標誌已於交易過程中被使用且已於相關交易圈（trade 

circles）獲得公眾之認識（public recognition），則該標誌亦可享有商標保護。  

第一款 第一款 侵權使用 

德國商標之侵權使用，可分為三種類型126，分別規定於德國商標法第 14 條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  

1. 同一性之侵權態樣： 規定於第 14 條第 2 項第 1 款，使用與受保護商標相同

之標誌於同一之商品或服務。 127
 

2. 混淆誤認之虞之侵權態樣：規定於第 14 條第 2 項第 2 款，使用相同或近似於

該商標之標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而有使公眾混淆誤認之虞（包含聯

想到該商標之可能性）。 128
 

3. 不公平利用或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規定於第 14 條第 2 項第 3 款，

無正當事由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該享有聲譽德國商標之標誌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

                                                 

124
 謝國廉，歐盟與英國商標「真正使用」之概念與實務，載：「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頁

60，2015 年 4 月。 

125
 German Trademark Act, Section 4: The following shall give rise to trade mark protection 

2.  the use of a sign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nsofar as the sign has acquired public recognition as a trade 

mark within affected trade circles, 

126
  同註 123，頁 88-91。 

127  原文： using a sign which is identical to the trade mark for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to 

those for which it enjoys protection. 

128  原文： using a sign if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exists for the public because of the identity or 

similarity of the sign to the trade mark and the identity or similarity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covered by 

the trade mark and the sign, including the likelihood of association with the trad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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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獲取不公平利益或有損該享有聲譽商標之顯著性質或聲譽。
129

 

同法第 14 條第 3 項 130則列舉在前項構成要件成立時，五款商標侵權

之具體行為態樣，其內容幾與歐盟商標指令第 10 條第 3 項同，唯一不同之規定

在於，歐盟商標指令第 10 條第 3 項禁止將標誌當作交易名稱或公司名稱使用，或

作為交易名稱/公司名稱之一部分而為使用行為，商標法第 14 條第 3 項則無此侵

權使用事由之規定。  

同法第 14 條第 4 項復規範商標侵權之準備行為。第三人在交易過程中，

未經商標所有人同意，禁止為下列行為：131
 

在包裝材料或包裝顯有被作為包裝、包裹使用，或用來作為識別之物被作為識

別商品或服務用之虞，則第三人根據本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不得使用該標誌 

                                                 

129  原文： using a sign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for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enjoys protection if the trade mark is a trade mark which has a 

reputation in this country and the use of the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which has a reputation. 

130  原文： If the prerequisites of subs. 2 are met, it shall in particular be prohibited  

1. to affix the sign to goods or their wrappings or packaging,  

2. to offer goods under the sign, to put them on the market, or to stock them for the above 

purposes,  

3. to offer or provide services under the sign,  

4. to import or export goods under the sign,  

5. to use the sign in business papers or in advertising. 

131
  原文： Third parties shall be furthermore prohibited without the authorisation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trade mark in the course of trade  

1.  to affix a sign that is identical to the trade mark or a similar sign on wrappings or packaging or on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such as labels, tags, badges or the like,  

2.  to offer, put on the market or stock for the listed purposes wrappings, packaging or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which bear a sign that is identical to the trade mark or to a similar sign, or  

3.  to import or export wrappings, packaging or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which bear a sign that is 

identical to the trade mark or to a similar sign  

if the danger exists that the wrappings or packaging are used to wrap or package, or that the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are used to identify goods or services with regard to which third parties would be 

prohibited from using the sign in accordance with subs. 2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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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相同或近似於該商標之標誌附著於包裝材料或包裝或其他足以識別之物，如

標籤、牌子、標章或其他類似之物。 

2. 提供、置放於市場或存放上有相同或近似於該商標之標誌之包裝材料、包裝或

其他足以識別之物。 

3. 進口或出口上有相同或近似於該商標之標誌之包裝材料、包裝或其他足以識別

之物。 

第二款 維權使用 

若商標逾一段顯著時間（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未使用於市場，將被

視為對交易之障礙，並可能導致商標之撤銷（cancellation）。德國商標法第 25 條第

1 項 132及第 49 條第 1 項 133（Secs. 49(1) and 25 (1)）賦予商標所有人 5 年之優惠期

間（grace period），讓其不使用其商標亦可維持其註冊權利。5 年之優惠期間經過後，

系爭商標恐有被第三人主張/聲請撤銷之虞，且若系爭商標於近五年內並無德國商標

法第 26 條第 1 項 134所稱之使用，則商標所有人對其權利之行使將受到禁反言限制

（estoppel to enforce the right）。第 26 條第 1 項所稱之使用係「審慎使用」（serious 

use）。德國法院則發展出三要素之檢驗方式，自商標之使用期間（duration）、

範圍/程度（extent）及使用之態樣（the kind of use）來認定商標使用是否為審慎使

                                                 

132  原文： The proprietor of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may not assert rights vis-à-vis third parties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s 14 and 18 to 19c if the trade mark has not been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6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prior to the assertion of the right for the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he/she 

invokes to establish his/her right, insofar as the trade mark has been registered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at 

this time. 

133
  The registration of a trade mark shall be cancelled on request because of revocation if the trade mark 

has not been used after the date of reg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6 within an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revocation of a trade mark may however not be claimed if use of the trade 

mark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6 has been commenced or resumed after the end of this period and 

prior to the filing of the application for cancellation….. 

134  原文： Where the assertion of rights from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r the upholding of the registration 

depends on the trade mark having being used, it must have been seriously used in this country by its 

proprietor for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registered unless there are legitimate 

grounds for non-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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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35認定時須將此三要素所呈現之交互作用合併觀察，以求客觀。在此

方式之下，若一商標僅有短時間之使用，但其擁有強大之市場滲透力/佔有率（large 

penetration of the market），此兩作用相抵後，該商標之使用仍可被視為審慎使用且

客觀上值得受到保護。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Kellogg's/Kelly ś 案136論及德國商標法上維權使用之「使用」

應如何認定。本案原告係一商標之被授權人，其授權人為美國之母公司。原告

Kellogg's 之「Kellogg's」商標於 1949 年於德國註冊，並被使用於於其生產、販售之

穀類製品。被告 United Snacks of Kelly 則使用「Kelly's」商標於其主要販售之洋芋片

/條、花生零食等鹹味零食。Kelly's 商標在東德時期已註冊，依延長職業專利權法（經

過統一條約授權而訂定的兩德統一相關專利權處理法），其商標權在兩德統一後仍然

存續。惟在商標註冊後五年內，必須要有商標法第 49 條與第 26 條所稱之使用，否

則該商標恐面臨被撤銷之處境，而一旦商標權遭撤銷，申請人須於三個月之除斥期

間內，再次提出註冊申請。法院認為，一商標之使用唯有自其使用之本質、範圍與

期間觀之，若其使用符合使用者「不僅為維護形式上之商標權時為使用行為」之義

務，即可被認為係審慎使用。對於使用方法、範圍與期間之要求，須依當時之交易

習慣與經濟上之適當方式作為標準，予以衡量。因本案被告僅與一位德國客戶有商

業往來與貨物（洋芋片）交付之行為，此商標使用不符經濟上之常理，即便被告企

業之週營業額 1,100 歐元，仍不構成德國法上之審慎使用。又，德國商標法第 26 條

第 3 項137規定，將原註冊商標做不同形式（shape）使用，只要不改變該商標之顯著

性質，此使用仍視為該註冊商標之使用。被告抗辯，其有使用 Kelly's 商標來販售爆

米花商品。法院認為，爆米花並非其註冊商標時所指定使用之商品，因此此使用構

成偏離，未依法定方式使用其商標，有違德國商標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不該當該

註冊商標之使用。 

                                                 

135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2004, May). What constitutes use of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cluding New Member States), p.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ta.org/Advocacy/Documents/INTATrademarkUseEurope2004.pdf 

136
  BGH WRP 2003,1439-KELLOGG'S/KELLY Ś. 

137
  原文：The use of the trade mark in a shape which deviates from the registration shall also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use of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insofar as the deviations do not chang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trade mark. Sentence 1 shall also be applied if the trade mark is also registered in the 

shape in which it has been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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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ul/Ajax 案138中，Ansul 之商標權人原本販售滅火器及其零件，後來不再販

售滅火器，僅販售相關零件及填充物。歐洲法院認為，當一商標未被使用於最新於

市面上流通之商品，而係被使用於過去販售之商品，並不表示該使用並非審慎使用，

若商標所有人將該商標實際使用於先前所販售商品之核心零組件或與與先前所販售

商品相關並符合消費者所需之商品或服務，皆可被認為係維權使用中之審慎使用。

反之，若僅將商標使用於購物所附之贈品上，該使用行為因無法維持或提高該商品

或服務之市場占有率，亦無法使消費者認識該商標之識別功能，故不屬於審慎使用

行為。139
 

第二項  英國 

第一款 申請使用 

有別於歐盟之規定，商標註冊申請人於申請時，即必須聲明已有商標之真正使

用或出於善意未來將為真正使用之意圖。英國 1994年商標法（Trade Marks Act 1994）

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人提出商標註冊申請時，必須聲明系爭商標正在被申請人

本人或經其同意之他人使用中，且使用於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或申請人為善意，

有未來將為如此使用之意圖。 140
 

第二款 侵權使用 

英國商標法將侵權使用之規定定於第 10 條。第 10 條首先明定，商標之侵權使

用，須該商標被使用於交易之過程中（in the course of trade），方可能構成。另使用

有下列各項事由之一，即構成侵權：第 1 項，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標誌於同一之

指定商品或服務。141第 2 項，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標誌於類似之指定商品或服務；

                                                 

138
  同註 121。. 

139
  王怡蘋，德國商標法上之商標使用，載：「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頁 86，2015 年 4 月。 

140
  Article 32 

(3) The application shall state that the trade mark is being used, by the applicant or with his consent, 

in relation to those goods or services, or that he has abona fide intention that it should be so used. 

141
  Article 10 

(1) A person infringe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if he use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a sign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he trade mark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with those for which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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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標誌於同一或類似之指定商品或服務，並造成使公眾混淆

誤認之虞，其中包含與商標有關之聯想可能（likelihood of association with the trade  

mark）。142第 3 項，無合理原因（due cause）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註冊商標之標誌

於非類似之指定商品或服務，且該註冊商標於英國為享有聲譽（has a reputation）之

商標，致使系爭商標使用自該享有聲譽之商標獲取不公平利益（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或減損該商標之顯著性質（distinctive character）或聲譽。143
 

英國商標法對於商標使用之定義並非採列舉窮盡方式，但若行為人為以下四款

144中之使用行為，則該當標誌之使用：將標誌附著於商品或其包裝、提供含有該標

誌之商品，將商品置放於市場，或將其儲藏以為前述用途，或提供/供應含有該標誌

之服務、進口或出口含有該標誌之商品、於商業文書或廣告中使用該標誌。前揭對

於使用行為之定義，乃完全同於歐盟商標條例第 9 條第 3 項之(a)、(b)、(c)、(e)款之

                                                                                                                                                   

registered. 

142
  (2)  A person infringe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if he use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a sign where because— 

(a) the sign is identical with the trade mark and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services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or 

(b) the sign is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and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there exists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on 

the part. 

143
 (3)   A person infringe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if he use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a sign which— 

(a)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and 

(b)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the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se of the 

sign,being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144
 Article 10 

(4)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person uses a sign if, in particular, he— 

(a) affixes it to goods or the packaging thereof; 

(b) offers or exposes goods for sale, puts them on the market or stocks them forthose purposes under 

the sign, or offers or supplies services under the sign; 

(c) imports or exports goods under the sign; or 

(d) uses the sign on business papers or in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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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另外，英國商標法亦規範商標侵權行為之準備行為。第 10 條第 5 項規定，任

何人如於材料上貼附註冊之商標圖樣意圖用以標示或包裝商品之用，或作為商業文

書或為促銷商品或服務之用，如其於貼附該標章時知悉或可得而知其貼附該標章未

經專用權人或被授權人之合法授權者，應視為使用侵害註冊商標材料之一造。145
 

第三款 維權使用 

英國商標法將註冊商標可能遭廢止之情形規定於第 46 條第 1 項各款，該當任何

一款即構成廢止之可能。第 1 項（a）款，商標專用權人或得其同意之人，於註冊程

序完成後五年內未於英國真正使用系爭商標（使用於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上），且

未有未使用之正當事由；第 1 項（b）款，已連續五年不間斷的終止系爭商標之使用，

且未有未使用之正當事由；第 1 項（c）款，因商標所有人之不作為及其所生後果，

導致該商標在其所指定交易之商品或服務間成為通用名稱；第 1 項（d）款，當商標

所有人之商標使用或經其同意所為之使用（使用於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可能誤

導公眾時（特別指商品或服務之本質、品質或地理來源）。146
 

第 46 條並未特別對使用為定義，但多數見解認為，商標使用之態樣，於不改變

商標註冊時之顯著性質時，可包含不同要件之使用（include use in a form differing in 

                                                 

145
  A person who applie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to material intended to be used forlabelling or packaging 

goods, as a business paper, or for advertising goods or services,shall be treated as a party to any use of 

the material which infringes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if when he applied the mark he knew or ha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applicationof the mark was not duly authorised by the proprietor or a 

licensee. 

146  原文： The registration of a trade mark may be revoked on any of the following grounds— 

(a) that within the period of five years following the date of completion of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it 

has not been put to genuine u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the proprietor or with his consent, in 

relation to the goods orservices for which it is registered, and there are no proper reasons for 

non-use; 

(b) that such use has been suspended for an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there are no proper 

reasons for non-use; 

(c) that, in consequence of acts or inactivity of the proprietor, it has become thecommon name in the 

trade for a product or service for which it is registered; 

(d) that in consequence of the use made of it by the proprietor or with his consentin relation to the 

goods or services for which it is registered, it is liable to mislead the public, particularly as to the 

nature, quality or geographical origin of those goods o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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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147。本條文特別提及，商標之使用包含於英國內將商標附著於商品或其包

裝，僅作為出口用途。職是之故，英國商標法上侵權使用（第 10 條）與維權使用（第 

46 條）之規範，對於使用之定義與檢驗似乎非常相近，2003 年之歐洲立法研析副委

員會（2003 Europe Legislation Analysis Subcommittee）甚至認為，兩者對於使用之定

義與檢驗應可肯認為相同。148
 

第三項  法國 

於法國智慧財產法下，「使用」非為獲得商標權之先決條件。一未經註冊之著名

商標，縱有使用之事實，亦不受法國商標法之保護，商標所有人僅得透過巴黎公約

第 6 條主張保護。惟，商標於註冊後，仍必須有使用之情事。 

第一款 侵權使用 

自法國智慧財產法 L. 713-2 及 L. 713-3 各兩項149所規範之使用態樣觀之，法國

智慧財產法禁止商標之重製（reproduction），以及使用系爭商標或該重置之商標於與

註冊指定之商品及服務同一之商品及服務–亦不得自行加上 配方（formula）、樣式

（style）、系統（system）、仿作（imitation）、類型（type）、方式（method）字樣，

                                                 

147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supra note 69, at 41. 

148
 Id. 

149
 Article L713-2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unless authorized by the owner: 

a) The reproduction, use or affixing of a mark, even with the addition of words such as: “formula, 

manner, system, imitation, type, method,” or the use of a reproduced mark fo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are identical to those designated in the registration; 

b)  The suppression or modification of a duly affixed mark. 

Article L713-3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unless authorized by the owner, if there is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n 

the mind of the public: 

a) The reproduction, use or affixing of a mark or use of a reproduced mark fo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ose designated in the registration; 

b) The imitation of a mark and the use of an imitated mark fo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are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those designated in the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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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經商標所有人同意除外。 

若有使公眾混淆之風險，除經商標所有人同意外，禁止商標之重製（reproduction），

以及使用系爭商標或該重置之商標於與註冊指定之商品及服務類似之商品及服務；

商標之仿作或使用仿作之商標於與註冊指定之商品及服務同一或類似之商品及服務，

亦在禁止之列。 

簡言之，當有使公眾混淆誤認之可能性存在時，禁止將重製之商標使用於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並禁止商標之仿作，以及將仿作之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第二款 維權使用 

法國智慧財產法L. 714-5 第1項規定，商標所有人若未於連續不間斷之五年間，

將商標真正使用於其註冊時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同時亦無未使用商標之良好原因

（good reason），應遭受權利廢止之不利益。150本項(a)至(c)款則定義何謂條文所稱之

真正使用。(a)：經商標所有人同意之使用，或於集體商標之情況，遵循相關法規規

範。(b) 款：將商標形式變化後使用，只要不改變其顯著本質即可。(c) 款：將商標

附著於商品或其包裝，專為出口使用。151
 

 我國商標法上之商標使用 第五節

於民國 100 年修法前，我國商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6 條已對商標之使用範

圍為定義：「本法所稱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商品、服務或其有

關之物件，或利用平面圖像、數位影音、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足以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商標。」惟自本條條文內容並無法看出是否同時適用於侵權使用及維權使

用。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487 號判決要旨則謂，「基於表彰商品或服務之

目的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始為商標法上所謂之商標使用；若非因表彰商品或

                                                 

150
  An owner who has not put his mark to genuine u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referred to 

in the registration during an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five years, without good reason, shall be liable to 

revocation of his rights. 

151
  The following shall be assimilated to such use: 

a)  Use made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owner of the mark or, in the case of collective ma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b)  Use of the mark in a modified form which does not alter its distinctive nature; 

c)  Affixing of the mark on goods or their packaging exclusively for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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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目的，形式上縱有商標用於商品或服務之事實，審酌其目的與方法，僅係用

以表示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說明者，而不具有商標使用之意圖者（intent to use），乃屬

通常之使用，非商標法所稱之商標使用」。自此判決要旨觀之，我國商標使用，根據

實務見解，構成要件為：使用人主觀上須有商標使用之意圖、基於表彰商品或服務

之目的，並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152民國 100 年時進行修法，立法理由謂：「商

標之使用，可區分為商標權人為維持其權利所為之使用及他人侵害商標權之使用兩

種樣態，二者之規範目的雖有不同，惟實質內涵皆應就交易過程中，其使用是否足

以使消費者認識該商標加以判斷，爰明定於總則，以資適用」。現行之商標法第 5 條

153乃為商標使用之總則規定，而前述修法理由亦明確表示第 5 條對於侵權使用及維

權使用皆有適用之餘地，合先敘明。 

根據我國商標法第 5 條之內容，我國法上之商標使用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須有

行銷之目的，並有積極使用商標之行為，而結果上須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

標。前揭「行銷之目的」文字，實與 TRIPs 第 16 條第 1 項「於交易過程中」（in the course 

of trade）文字意義相當。本文擬先就我國商標法上之商標使用態樣問題為探討。我

國商標法上之商標使用是否僅限於本法第5條第1項所列舉之4款使用行為方式？154
 

本法第 5 條第 1 項之立法方式採行列舉式，故依現行條文，商標使用態樣應以

第 1 項所列舉之 4 款使用行為方式為限，惟商品與服務提供、流通之型態乃隨工商

業社會及經濟發展之演進而日新月異，現行法規定商標使用態樣以所列舉者為限，

若行為人以未列舉之使用型態使用商標，則對商標權人不構成侵權，如此對商標權

人之保護可謂不周，我國學者155多有此看法。 

                                                 

152
  司法院公報資訊網（2010），《司法院公報》，52 卷 3 期，頁 201。 

153
  我國商標法第 5 條第 1 項： 

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 

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 

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 

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154
  同前註。 

155
 劉孔中，從 Google 關鍵字廣告判決探討商標維權使用與商標侵權使用的區別，月旦法學雜誌，256

期，2016 年 9 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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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侵權使用 

侵權使用係指第三人未經過商標權人同意而為侵害商標權之使用。「侵權使用」

之概念除欲保護商標權人之無體財產權及經濟利益外，尚涉及公益之保護－為避免

消費者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產生混淆誤認。職是之故，侵權使用涉及商標權之排

他效力，所涵蓋之範圍較維權使用為廣，除商標使用之典型態樣外（即足以使消費

者認識其為商標），並涵蓋非典型但足以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商標使用型態（可

擴及近似商標或類似商品、服務上），且僅要求最低度之使用。156
 

關於我國商標法上對侵權之規定，可見於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至 12 款、第 68
157

條及第 70 條。158第 30 條第 1 項部分，依法條文義觀之，僅第 10 款所欲保護之客體

為已註冊之商標，第 11 及 12 款之保護範圍似及於未經註冊之商標，且第 10 及 11

款條文並未提及商標之使用。此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159

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著名商標之認定」章節可知：「商標是否著名，應以國內消

費者之認知為準，而國內消費者得普遍認知該商標之存在，通常係因其在國內廣泛

使用之結果，因此，欲主張商標為著名者，原則上，應檢送該商標於國內使用的相

                                                                                                                                                   

同註 68，頁 101。 

156
 陳昭華，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頁 149-150，2015 年 10 月，2 版。 

157
 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為侵害商標權： 

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158
 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 

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

虞者。 

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

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者。 

三、明知有第六十八條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

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 

159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 

十一、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

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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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據。惟商標縱使未在我國使用或在我國實際使用情形並不廣泛，但因有客觀證

據顯示，該商標於國外廣泛使用所建立的知名度已到達我國者，仍可認定該商標為

著名。」同法第 68 條及第 70 條商標權利侵害之救濟，皆要求受法律護商標與著名

商標以註冊者為限，然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涉及著名商標之權力衝突與排他保護

時，卻不以商標使用為要件，使得著名商標僅須透過資訊之傳播以及商品/服務之行

銷、推廣，使其於國外知之名度到達我國，及可受到較一般商標為高程度上之保護，

似有違商標法屬地主義之精神。 

第二項  維權使用 

維權使用係指商標權人為維持其權利所為之使用。我國之商標法系採註冊主義，

不以商標之使用為註冊要件，是以已註冊之商標，應有使用始得保有其商標權，此

為維權使用之法理。 

我國關於商標之維權使用，規定於商標法第 57 條。第 5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明文，

以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十款160規定，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評定，其據

以評定商標之註冊已滿三年者，應檢附於申請評定前三年有使用於據以主張商品或

服務之證據，或其未使用有正當事由之事證。依前項規定提出之使用證據，應足以

證明商標之真實使用，並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此兩項條文用語皆提及商標之使

用，尤其是「使用於據以主張商品或服務」及「真實使用」。 

所謂真實使用，即為一具體將商標使用於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符合一般商業交

易習慣，且具有經濟上意義之行為。161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597 號行政判

決亦指出，維權使用即商標權人為維護其權利而使用之典型，係註冊主義之補完制

度，必需商標權人自己真正使用方符合本款規定。商標之維權使用必足以使一般消

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務表彰商標權人來源或信譽。若商標權人所使用之商品或

服務，不在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者，既不足以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

務表彰商標權人來源或信譽，自難謂係為商標權人自已註冊商標之真正使用，所以

單以商標法第 6 條（現今之第 5 條）關於使用之定義性規定判斷商標維權使用，尚

                                                 

160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虞者。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161
  同註 77，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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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足。162
 

 小結 第六節

美國聯邦淡化法對於商標之使用，重視「於通常之交易過程中之真正使用」（或

為商業上使用），歐盟與英國亦重視「真正使用」，德國實務則發展出「審慎使用」

之判定標準。又，歐盟、德國及法國並無「申請使用」之規定，亦即申請人提出商

標註冊申請時，毋需證明有商標使用存在。不同者如英國與美國，皆有「申請使用」

之規定。於美國聯邦淡化法下，申請人必須有公開之商業使用，並且是連續/持續一

段時間將該標誌作為商標使用。英國商標法則規定，申請人必須聲明系爭商標正在

被申請人本人或經其同意之他人使用中，且使用於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或申請

人為善意，將於未來使用該商標於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我國部分，申請註冊時，

毋需有商標使用之情事，亦不影響該商標之可註冊性。關於商標使用，則回歸我國

商標法第 5 條之規定。 

本文以為，就商標侵權保護部分，我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0 及 11 款，條文內容

並未提及商標之使用，似有未妥，前已述及。又，同法第 68 條與第 70 條之法條用

語「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等，惟對於「使用」

之定義，尚須回歸第 5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 4 款使用態樣，似稍嫌未足。又如前於本

文中所述，本法第 5 條第 1 項僅規定商標使用之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須有行銷之目

的，並有積極使用商標之行為，結果上須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即為已

足，並無像第 57 條第 3 項規定商標必須有真實使用且符合一般交易習慣。管見以為，

我國商標法對於商標使用之定義與規範，應加上「須有真實使用」，且已註冊之商標，

其使用須以其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至於對著名商標之保護，本文以為，

由於我國立法政策上對於已註冊之著名商標，賦予較優厚於一般商標之保護，此自

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條文內容即可得知，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毋需舉證

證明其因他人之侵權使用所受之損害，只要「有致減損該商標知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法律上即予擬制視為商標權侵害。故，欲主張商標為著名者，除檢附客觀上已為我

國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證據，應檢附系爭商標於我國使用之證據（真實、於商業上

之使用，另外必須符合第 5 條之規定），如此才不會過度擴張對「享有聲譽或知名度」

之商標之保護。 

                                                 

162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59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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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著名商標之權利衝突部分（著名商標存在之排他性），我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僅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

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不得註冊，但得該商

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卻未明定該著名商無需標是否需

為註冊商標或有商標之使用，依現行法條文義解釋，應解釋為不須註冊亦無須有實

際之使用。然有學者指出，自我國商標法之使用法理、屬地主義之保護原則、比較

法之觀察、與商標搶註防止之角度，不應賦予未於我國使用或註冊之著名商標，排

除他人就相同或近似之商標註冊之權利163，本文亦同此見解。

                                                 

163
 沈宗倫，商標使用與著名商標之保護，載：「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頁 282，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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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著名商標之淡化與商標權之侵害 

 淡化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商標淡化係一美國法上之概念，於西元 1927 年由學者 Schechter 自德國引進美

國。商標淡化概念之源起，係因傳統商標保護僅及於將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商標之標

誌作為商標使用，並導致消費者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混淆誤認之虞。惟，若行

為人將相同或近似於系爭商標之標誌使用於非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此時恐不

至導致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混淆，但行為人之使用行為卻可能造成消費者對系爭商標

所對應之商品、服務連結弱化，或附著於系爭商標之商譽減損。164
 

1924 年，德國法院於 Odol 案中首先採用淡化理論。Odol 系一著名商標，其使

用之商品為漱口水，被告則將 Odol 商標使用於鋼相關產品。法院認為，有眾多悅耳

（euphonious）、恰當之文字可用來作為被告產品之象徵，而被告仍選用 Odol 文字，

顯然係因此商標經原告之努力，已獲得相當之名望。又，若眾人皆使用系爭商標於

自身之商品上，將會使系爭商標之銷售力喪失。Odol 案為德國實務上引用淡化理論

之開始，於本案中，就算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與侵權行為人之商品非為類似，行為

人仍不得使用 Odol 商標。165
 

Schechter 認為，現今之商標並非僅是商譽之表徵，同時也扮演著積極創造商譽

之角色。商標可能在社會大眾之心中留下印記，讓非特定人見到該商標就聯想到滿

意的商品或服務使用經驗，因此更進一步創造讓人想獲得更多滿足之欲望。進一步

言之，商標會幫助商品之販售，也因此，越是識別性較高之商標，其銷售力（selling 

power）就越強。166除了商標本身之先天識別性外，多來自其所有人透過不斷努力、

艱苦卓絕之企業經營，並將商標使用於其生產或供應之商品或服務上，利用多方管

道為廣告、行銷，使其商標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以建立高度之後天識別性。基

於前述高度金錢、時間、人力等成本之投入，法律似有賦予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更

完善保護之必要，於未有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但商標之識別性或商譽可能因第

                                                 

164
 Gerhardt, D. R., The 2006 Trademark Dilution Revision Act Rolls Out a Luxury Claim and a Parody 

Exemption, 8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707-711 (2007). 

165
 Schechter, F. I., The Rational Basis of Trademark Protection, 40 Harvard Law Review, 832 (1927). 

166
 Id. at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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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將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使用於非競爭性之商品或服務而有減損之虞時，使著名商

標之商標權人得以主張例外於傳統商標保護之淡化保護。職事之故，關於系爭商標

是否有淡化理論之適用，首先須判斷其是否為著名商標。若系爭商標非著名商標，

即無淡化理論之適用。 

Schechter 亦表示，近代商標之保護，對於人為創造之商標（coined trademarks）

賦予較一般商標（commonplace marks）程度較高之保護，其存在之前提為167： 

1. 該近代商標之價值在於其銷售力。 

2. 前揭銷售力則仰賴商標對於公眾之心理支配能力（psychological hold upon the 

public），且此支配力之形成，並非僅繫於商品本身之優點，商標本身之獨特性

（uniqueness）及單一性（singularity）亦為同等重要。 

3. 前述獨特性或單一性因商標之使用（無論使用於相關或無關聯性之商品）而減

損；以及 

4. 商標所受保護之程度，須考量其所有人之經營上之努力，以及該商標實質上之

獨特性與與眾不同之程度而定。 

最後，Schechter 表示，具有識別性之商標（distinctive mark）之所有人，訴諸法

律係為獲得公平、公正之保護，前述淡化理論之運用，因商品或服務得根據自身優

勢在自身之商業表徵下，於市場上自由販售，並不會造成商品或服務之市場獨佔。

類似 Odol 案之原告所請求者，乃是經原告透過其商品或服務，所苦心、巧手建立之

有價值、匿名的（anonymous）相關消費者與其之連結之保存，除原告受保護之部分

外，剩餘之無限大（infinity）部分，仍可供被告享有、自由發揮。168簡言之，淡化

理論對著名商標之保護，使其他商標/標誌使用人之權利受到限制，乃微乎其微，此

限制並不足以導致市場壟斷或影響合法、合理之競爭。 

 淡化之類型與態樣 第二節

第一項  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 

所謂因模糊化造成商標淡化，依藍能法第 43 條即 15 U.S.C. § 1125(c)(2)(B)，其

                                                 

167
 Id. at 831. 

168
 Id. at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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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當一商業名稱或標誌與一著名商標由於兩者間之近似，使人想到其一，便

會聯想到另一本質上不同之商標，如此將損害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169歐盟商標條

例與指令以及我國商標法條文本身則並未直接對模糊化（或識別性減損）做出定義。 

第一款 模糊化之定義 

「模糊化」於美國法上之定義為，單一商標，卻被消費者識別為兩個不同來源。

170傳統商標侵權行為通常涉及消費者將兩近似之商標誤認為兩者之來源相同或具有

關聯性。於可能產生商標模糊化之情形，前述商標必須有一定程度之近似，以致多

數之相關顧客/消費者認為兩商標本質上為相同商標。歐盟法上之模糊化保護係為防

止著名商標因開始被使用於不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而可能導致之商標特性消散

（dispersal of the identity），歐盟商標條例與指令中所使用之法條用語為「有損商標

之顯著性質」（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mark）。171
 

「模糊化」為一種消費者之心理狀態。當一般通常之消費者之認知與其可能對於商

品或服務之來源或隸屬產生混亂、混淆時之認知，兩者間分道揚鑣時，便是淡化之

模糊化。172商標淡化不斷侵蝕商標之力量，使其削弱、減損，且不以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存在為要件。 

Ringling Brother v. Utah Division of Travel 案173，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四巡迴法

院對「模糊化」做出定義。原告 Ringling Brother’s and Barnum and Bailey Combined 

Shows, Inc.（簡稱 Ringling Brother’s）之著名商標「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於

1967 年取得聯邦商標註冊。被告 Utah Division of Travel（簡稱 Utah）為猶他州州政

府之行政機關，於 1962 年起開始使用「The Greatest Snow on Earth」商標來推廣觀光

                                                 

169
  "dilution by blurring" is association arising from the similarity between a mark or trade name and a 

famous mark that impair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famous mark.  

170
  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24:69 (4th ed., updated 

December 2016). 

171
  Burrell, R., & Handler, M., Reputation in European trade mark law: A re-examination, 17 ERA Forum, 

86 (2016). 相關法條規範如歐盟商標條例第 9條第2項 c 款以及歐盟商標指令第 9條第2項 c 款，

規範商標之侵權使用，前已述及。 

172
  Id. 

173
  Ringling Bros.-Barnum & Bailey Combined Shows, Inc. v. Utah Div. of Travel Development, 170 F.3d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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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主要將商標使用於動力車輛牌照。被告於 1975 年於猶他州取得商標註冊，並

於 1988 年向美國專利及商標局提出註冊申請。Ringling Brother’s 對 Utah 之「The 

Greatest Snow on Earth」申請案提出異議，但未成功，該商標最終於 1997 年取得聯

邦註冊。 

Ringling Brother’s 主張，依法規解釋，當一後商標與著名商標相同或近似度相當高，

以致於他人看到這兩個商標時，心裡會對將此二商標互相連結，因此變產生因模糊

化所生之淡化。此論點之前提在於他人看到這兩個商標時，唯一會注意的僅有商標

本身之同一性（identity）或高度相似性，至於該他人對兩商標所代表之商品或服務

之了解與認識，並不重要而無須納入考量。然法院認為 Ringling Brother’s 之論述不

足採信。法院承認，為證明商標因模糊化而造成淡化，商標觀看者之心理連結固然

為一門檻要素（threshold element），但單就以此要件並不足以判定商標淡化之存在。

法院主張，商標因模糊化而造成淡化之情況係發生於「消費者將其欲識別或區分之

商標與商品或服務為錯誤之聯想/連結或混淆」，且此聯想或連結並對前商標識別與區

分商品或服務之能力造成實質損害；亦即，模糊化即著名商標與其所有人或其產品

之單一心理連結之減輕或弱化。 

歐洲法上商標淡化之概念亦受到美國影響。於 Adidas v Fitnessworld 案174，法官

（Advocate-General）Jacobs 在其意見書中明確提到學者 Schechter 所提倡之淡化理

論對歐盟淡化法之影響：『「有損商標之顯著性質」概念反映出一般認知之淡化，此

概念最初由 Schechter 發揚光大，係為用以保護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而導致來源之混淆。Schechter 對淡化之描述為「逐漸削減或分散特定

商標之特性及其在公眾心中之印象」（gradual whittling away or dispersion of the 

identity and hold upon the public mind of certain marks）。美國法院對於淡化一詞在多年

實務累積中，已賦予多種不同辭彙之定義：減少（lessening）、沖淡（watering down）、

使衰弱（debilitating）、弱化（weakening）、侵蝕（undermining）、模糊化（blurring）、

消磨（eroding）、不知不覺中啃食（insidious gnawing away），其欲表達之經典觀念為，

商標特性/區別性（distinctiveness）之模糊化意味該商標已無法喚起人們對其所註冊

及使用之商品之立即聯想（immediate association）』。175惟，有論者176認為，觀前揭

                                                 

174
  Case C-408/01 Adidas-Salomon AG, Adidas Benelux BV v Fitnessworld Trading Ltd. 

175
  Malynicz, S., Applying the law on trade mark dilution, 16 ERA Forum, 52 (2015). 

176
  Simon Malynicz, Barrister of the Inner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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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歐盟法院法官 Jacobs 似乎認為美國完全接受淡化之概念且歐盟需要跟進；然，

其忽略在許多國家中（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與澳洲），反淡化法（anti-dilution laws）

正顯著衰弱中，許多法院對反淡化措施相關之法規文字/用語故意忽略，或增加原先

法規範所無之額外標準，以迴避原本之商標淡化規定。177
 

我國商標法對於商標淡化之保護為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註冊禁止與第 70 條

第 1 項第 1 款之擬制侵權規定（詳如前後章節所述），其法條用語為「減損著名商標

識別性之虞」及「減損著名商標信譽之虞」，分述如後。根據我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178，所謂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之虞係指著名商標之

識別性有可能遭受減弱，亦即當著名商標使用於特定之商品或服務，原本僅會使人

產生某一特定來源之聯想，但當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逐漸減弱或分散

該商標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特徵及吸引力時，最後該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之

商標很有可能將會變成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來源之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的

心中不會留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之印象。 

第二款 模糊化之法律經濟分析 

商標扮演著商業之速記者（commercial shorthand）角色，其可迅速並有效的傳

達商品或服務之訊息予消費者。消費者因此可減少其對於商品或服務市場之資訊搜

集成本。179商標之功能得否有效發揮，乃維繫於商標具有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能力

之前提；亦即，當消費者看到一個商標，其必須認識到使用該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係

源自於一特定來源（無論其是否知悉該來源為何）。在此前提之下，侵害他人之商標

權，即，使用他人之商標或近似於他人商標之商標，有致消費者混淆之虞，為因此

種行為將使商標之可靠程度降低，從而削弱商標之經濟效率（less efficient），故為法

律所禁止。 

於商標仿冒（passing-off）之情況，消費者與商標所有人皆受到傷害。自消費者

之角度，侵權行為人藉由仿冒他人之商標，使用與該商標外觀看似相同或近似之商

                                                 

177
  同註 174。 

178
  同註 61。 

179
  Rierson, S. L.,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Dilution, 11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234-23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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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欺騙消費者購買自身商品，消費者本欲買 A 商品，實際上卻買到 B 商品。自被

侵權之商標所有人角度，自身之商標未經同意而被他人使用，等同將附著於該商標

之商譽，交由未知的、不受控制之他人之手。 

由於於商標淡化之情況，原告無須證明消費者有被混淆誤認之虞，前述法律經

濟分析理論僅適用於傳統商標侵權，而不適用於商標淡化。因若消費者未因被告之

商標侵權使用而有被混淆之情事或未有混淆之可能，則其亦並未受到欺騙而購買原

本不欲購買之商品。進一步言，因消費者知悉該不同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為兩不同之

來源，且兩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彼此間並無商業上之關聯，亦非互相持有經營權之企

業，更未相互對彼此之商品或服務為擔保，被侵權之商標所有人之商譽理應未受到

損害。惟 Dogan& Lemley (2006) 認為，縱然消費者認知如 Exxon 汽油與 Exxon 鋼

琴兩家供應之企業彼此間不具關聯性，行為人之非法使用，使得市面上標示有 Exxon 

商標之產品數量激增，如此恐增加消費者辨識哪一家公司出產何種特定產品之困難

度。換言之，「模糊化」可能使消費者在將著名商標與其所有人做連結時更為困難。 

第三款 模糊化對於商標識別性之影響 

第一目 學說理論 

Rierson (2012)年提出其論點。首先，著名商標之模糊化，進而造成淡化，致減

損其識別性之理論，簡言之，好比將一著名商標之文字賦予多重意義，便會導致其

價值減損或弱化其原有、最初之定義，係建立於商標與其他文字在作用與表現上並

不相同之前提上。惟 Rierson 認為，語言並非永遠不變的（immutable）。以英文為例，

有非常多英文單詞，一詞彙擁有多重意義，姑且不論以文字作為商標之情況，於一

般使用文字之情況，殊難想像額外或衍生之字義會必然導致該文字原有定義之削

弱。 

其次，淡化法則推定，商標乃不同於其他文字，不若一般文字有彈性，可多重

使用。惟 Rierson 認為，商標法傳統上一直以來皆容許將同一文字多次使用於不相

關之背景環境（context），只要無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即可。況且，於現實生活中，

一般消費者對於文字之使用，無論在商業或非商業上，多會自其實際使用之背景脈

絡以賦予文字恰當之意義。舉例說明：「Tropicana Las Vegas Hotel」與「Tropicana 

Orange Juice」，當消費者言明其欲於純品康納做預約，吾人應不會想到純品康納柳橙

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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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消費者認知 

美國 Postner 法官認為，商標之模糊化，將增加消費者「內部搜尋成本」（internal 

search cost），亦即，消費者因模糊化之發生，所面臨之困難為，須重新回想該商標

在其記憶中原有之記憶連結（而非在認定兩不同商品或服務是否出自於同一來源）。

180
 

在認知科學模型中，當消費者看到一詞彙，而聯想到數個彼此間非混淆關係之

聯想時，便是模糊化。意義或概念，包含聲音、影像，及其他感官印象，彼此間係

由心理網絡所連接。當一「概念」被網絡連結所啟動，將引發更多之相關概念。此

啟動發生於轉瞬之間，且其若未被繼續維持，一個未被強化、加持之文字或概念可

能很快便會自消費者心中淡忘。181
 

模糊化之產生，係涉及當消費者看到某商標時，心理浮現兩個不同對應意義，直到

其釐清頭緒，確定該商標所應對應之意義或所指示之來源為止。當消費者看到一不

相關，亦不會造成混淆之商標，與一著名商標近似，心中已存在之網絡將產生新的

連結，如此將減緩大腦中資訊處理之速度，此情形於後商標所代表之意義與前商標

大相徑庭時尤為明顯。182 

學者 Morrin & Jacoby 實施一商標淡化實驗，將被認為具有淡化性之廣告（將著

名商標使用於其本來未使用且通常之消費者亦不熟悉該商標被使用之領域）給消費

者過目，如： 海尼根爆米花（Heineken Popcorn）及凱悅法律服務（Hyatt Legal Services），

接著再讓消費者指認原本著名之前商標原先使用之商品及服務，即海尼根啤酒

（Heineken Beer）及凱悅酒店（Hyatt Hotels）。研究結果顯示，此二品牌所導出之結

果不一致。當消費者面對具有淡化性之海尼根廣告時，耗費 645 毫秒183指出恰當之

商標，若給予與海尼根完全不相關之廣告時，則耗費 770 毫秒指出恰當之商標（反

應時間增加 125 毫秒）；惟，當測試凱悅商標時，結果恰巧相反。被給予具有淡化性

之廣告凱悅之消費者，其反應速度竟較被給予與凱悅全然無關之廣告時，快了 130

                                                 

180
  Tushnet, R., Gone in Sixty Milliseconds: Trademark Law and Cognitive Science, 86 Texas Law 

Review, 519 (2008). 

181
   Id. 

182
   Id. 

183
   按，一秒相當於一千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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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秒（反應時間自 810 毫秒減少為 680 毫秒）。184
 

對於前述實驗結果，認為淡化確實存在之學者主張，前述消費者之反應遲延，

正反映出其對於特定商標應對應之商品及類型心中連結之正確性下降。尤其在現實

生活中，廣告商通常只有數秒或數毫秒之短暫時間得以以廣告來吸引消費者注意之

情況下，更可能影響消費者之購物決定。若侵權行為人將系爭著名商標為淡化使用，

成功地使消費者對該商標之熟悉度減弱，則消費者因對該商標熟悉而產生之正面情

感連結恐因此喪失，使其減少購買系爭商標所使用之商品之慾望。185
 

惟，主導此實驗之學者 Morrin & Jacoby 主張，上開實驗之結果，不具說服力，因其

測得之數據系以毫秒計算，以其字面數值（face value）觀之，客觀上實為微不足道，

不具經濟上之重大意義。況且，該實驗欲證明商標淡化之情形，使消費者在指認正

確商標時，須花費較多時間，惟此結果僅適用於海尼根商標，而不適用於凱悅商標186，

並非對所有商標造成同樣之影響，不具一致性。Morrin & Jacoby 做出結論，認為越

是著名之商標，其彈性也越大，也因此較不易受到商標淡化作用之負面影響。有鑒

於此，目前之法律規範僅賦予此種「體質較強健」之商標淡化保護，反倒其他較居

於弱勢之非著名商標，無法主張商標淡化保護，甚為諷刺。187
 

第三目 品牌與商標淡化實證研究 

本文擬先就品牌之淨值（brand equity）、形象（brand image）及知識（brand 

knowledge）之定義為論述，並輔以兩個實證研究之介紹，以找出商標淡化使用是否

會對商標於消費心理層面上之特性造成重大損害，以及淡化使用之存在是否必然減

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問題之解答。 

Aaker（1991）對品牌淨值之定義，當一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務予另一公司或其顧

客，該商品或服務對於接受商品或服務者，即有一定之價值。品牌淨值乃一組與品

牌名稱及象徵相連結之資產及負債（liabilities），其對於商品或服務之價值，視情形

而有加分或減分之效果。188 品牌知識，係品牌淨值之構成要素之一。Keller（1993）

                                                 

184
  Rierson, S. L., supra note 176, at 241. 

185
  Tushnet, R., supra note 179, at 522. 

186
  於凱悅商標之情形，使消費者接觸具淡化性之廣告，甚至更強化該商標之識別性。 

187
  Rierson, S. L., supra note 183, at 242. 

188
  Cho, S., Empirical Substantiation of Sport Trademark Dilution: Quasi-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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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品牌知識係由兩構成要素所組成—品牌意識（awareness）及品牌形象。品牌

意識乃與消費者大腦對於品牌能否想起（recall）及識別、認出（recognition）有關；

品牌形象則指消費者記憶中對品牌所產生之聯想。189因良好確立之品牌知識可促進

消費者之品牌選擇，並增進其正面消費經驗，品牌知識係具有財務價值（financial 

value）。 

商標淡化所損害者，為品牌淨值。Simonson（1993）提出兩種致使品牌淨值減

少之淡化模式：代表性淡化（typicality dilution）及評價性淡化（evaluative dilution）。

當消費者對於前商標（著名商標）與其所對應之商品或服務之心理連結因後商標之

淡化使用而產生弱化現象，便會使消費者回復其記憶以將前商標連結到其所對應之

代表性產品類別之過程更為困難。此即代表性淡化。代表性淡化所減損者，係品牌

意識。190
 

有別於代表性淡化係對品牌意識產生影響，評價性淡化則對品牌形象產生作用。評

價性淡化係指消費者對原始品牌之評價因非競爭性之新品牌之出現而降低。191
 

前述 Morrin & Jacoby 之實驗僅專注於與品牌意識相關之代表性淡化，而不及

於品牌形象層面。有鑒於此，學者 Sungho Cho 提出一研究，檢視後商標對於著名商

標之淡化使用是否對於前商標（即該著名商標）之品牌淨值，就其品牌形象方面，

產生有害之影響。 

研究一 

受試者 62 人，係自兩個運動管理學課程之班級募得。在實驗前，受試者須先完

成一內含十個經選定之商標，可測量其目前對於品牌性格、態度及利益之電子問卷。

受試者有一星期之時間，於無限制連結至問卷之次數之條件下填答。接著，讓受試

者參與線上討論，請其對於假設性之商標淡化情況做出評論。於此階段，受試者將

針對十組預設之刺激物（stimuli），亦即，先前選定之十個與運動相關之著名商標，

被非競爭性之後商標，將前商標使用於不相關之商品或服務之情境。使用此假設性

                                                                                                                                                   

Dilutive Effects, 25 Journal of Legal Aspects of Sport, 34 (2015). 

189
  Keller, K. L., 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57 Journal 

of Marketing, 2 (1993). 

190
  Cho, S., supra note 16, at 37. 

191
  I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76 - 

刺激之目的，係為讓受試者於其心理認知上能投入預設之淡化情境中，如此便可能

影響其對該著名之前商標品牌形象之認知。 

於每一刺激情境後，受試者須回答三題開放式問答題。前述十個題組須於一星期內

完成填答。本階段結束後，間隔一星期192，受試者須再進行一次實驗後之問卷調查。

實驗結果係以統計學上相依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s t tests）來估算實驗前與實驗

後，著名之前商標之品牌淨值分數之差異。而每一商標之總品牌淨值分數係由受試

者評定之品牌性格分數、品牌態度分數，與其認知之品牌利益分數之加總。 

由此實驗可得知，多數商標於受試者心目中之品牌淨值，於實驗前與實驗後，

有重大之改變。耐人尋味的是，多數實驗後之分數皆較實驗前為高，唯獨”Marlboro”

商標之實驗後分數乃較實驗前為低（但此差異不具統計學上重大意義）。學者 Cho 自

此實驗所獲結論，著名之前商標於後商標淡化使用後，其品牌形象並未被弱化，反

倒看似益發增強。由此可推論，商標淡化使用之存在或許對著名商標並不會造成實

質、可觀（substantially）之危害。退萬步言，此危害之本質並未嚴重至需要司法之

介入。 

研究二 

學者 Heald & Brauneis 自企業白頁（business white pages）、報紙廣告等，尋找未

經商標權人同意而使用著名商標之商標使用，並試圖回答下列問題： 

1. 商標淡化是否真正為一可能、潛在之問題？ 

2. 一著名商標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遭分享使用，是否會損害商標權人之經濟利

益？ 

Heald & Brauneis 選定 33 個著名品牌後，瀏覽企業白頁以及企業名稱紀錄後，

發現確實有為數不少之未經同意，將前述著名品牌名稱當作商業名稱或服務標章使

用，惟在搜尋美國國家級新聞報紙中之廣告、商標註冊紀錄及商標訴訟紀錄後發現，

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將該著名商標當作商品名稱使用於自身商品之情況相當罕見。 

由於 Heald & Brauneis 進行此研究時並無可供廣泛、完整搜尋自過去至研究當時

之商品名稱之資料庫，兩人只好改變搜尋客體。因商品通常會出現在報紙廣告中，

                                                 

192
  間隔一星期之目的，係為使因前揭假設性刺激所可能造成之偏見最小化。學者 Cho 所假定之前

提為，人之大腦對於品牌淨值之認知，係儲存於長期記憶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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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選定美國東岸的三家報紙（由於研究人力配置問題無法再加入美國西岸或其他

地區之報紙）。雖然其研究有此限制，但 Heald & Brauneis 初步發現，商標使用者對

於未經他人同意而選擇以他人之著名商標為自己之商品命名，似有猶豫或不願

（hesitancy）之情況。經初步查詢及過濾數年份量之報紙廣告，竟未發現任何未經同

意之商標使用。 

Heald & Brauneis 決定改變策略，自 33 個著名品牌中，再選出兩人認為最具吸引力

（attractive）之 11 個品牌：勞斯萊斯（Rolls-Royce）、凱迪拉克（Cadillac）、梅賽德

斯（Mercedes）、勞力士（Rolex）、史坦威（Steinway）、哈佛（Harvard）、香奈兒（Chanel）、

科爾維特（Corvette）193、保時捷（Porsche）、迪士尼（Disney）、蒂芙尼（Tiffany），

復自 1925 年起每間隔五年至 2005 年之廣告（1925, 1930, 1935…至 2005），搜尋前述

11 個品牌之不合法商標使用。然在查詢整整 17 年份之廣告後，幾乎徒勞無功，迫使

兩人放棄於顯示廣告（display ads）中搜尋。經後續之努力，兩人僅發現極少數未經

商標權人同意而將著名商標做為自身之商業名稱或服務標章使用之情況，但並未發

現將他人之著名商標非法做為自身商品名稱使用之情況。194
 

Heald & Brauneis 做出結論，引用國際商標協會（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會長於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時所提及之論點：「零星、當地（低能見度）

之國內著名商標淡化使用，對其識別性恐怕不太可能造成任何影響。少數散落於美

國小鎮之「勞斯萊斯修鞋店」，完全對消費者對於該著名商標之認知不至造成多大之

威脅。」認為其於前述研究過程中，未能尋獲未經同意而將著名商標使用於商品上

之實際個案，表示身為一市場現象（market phenomenon）之商標淡化於美國聯邦商

標淡化法（FTDA）通過之前，並非問題。兩人使用州政府所提供的法人及有限公司

資料庫，設定搜尋期間為 30 年，查到 1,100 筆未經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同意而將該

著名商標註冊為自己所有之註冊紀錄。吾人或許會覺得 1,100 筆數字之驚人，但這

其中幾乎皆是合夥事業或當地之商號，有些僅短暫營運即宣告破產，有些甚至根本

從未使用其註冊之商業名稱來為商業行為。此種零星並侷限於當地之商標使用，相

當可能對國內著名商標不構成威脅。Heald & Brauneis 同時亦承認，若是以他人之著

名商標使用於自身之商品上，進行全國性銷售，即構成較重大之危害，然兩人對於

                                                 

193
 雪佛蘭汽車公司（Chevrolet）為通用汽車公司所有，Corvette 跑車為著名的雪佛蘭車。 

194
 Heald, P. J., & Brauneis, R., The Myth of Buick Aspiri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rademark Dilution by 

Product and Trade names, 32 Cardozo Law Review, 255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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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態樣之商標使用，於其所進行之研究中，幾乎可說未發現有如此使用之證據（we 

found little or no evidence of such uses）。 

兩人進一步以數個長期以來皆享有盛名之商標為例：金寶（Campbell）之於湯、

立頓（Lipton）之於紅茶、象牙（Ivory）之於肥皂、麥當勞（McDonald）之於餐廳

服務、桂格（Quaker）之於燕麥、紳士牌（Planters）之於花生，以及蒂芙尼（Tiffany）

之於燈飾及珠寶，說明前揭著名商標，每一商標在加州及紐約之黃頁中，皆被數百

家企業與商號在未經商標權人同意之情況下做為自己公司/商業名稱使用；自胡佛資

料庫（Hoovers Database）中所獲之資料亦顯示同樣之結果，其中蒂芙尼商標甚至被

超過一千位未經授權之使用者使用，然所有商標在如此大量被第三人任意使用之情

況下，仍屹立不搖（商標仍為著名或仍可做為一市場上卓越之商品或服務之指示）。

195又，審視企業黃頁及胡佛資料庫所得之心證為，因消費者有足夠能力將腦中資料

分門別類，當其暴露於商標淡化使用中（如：別克阿斯匹靈，Buick
196

aspirin），並不

會導致 Buick 商標作為識別具有特定品質之汽車之能力有所減損，也因此，市場方

可容許高程度之品牌分享（brand sharing）。 

Heald & Brauneis 更提及學者 Tushnet 所做之研究，以支持其論點。研究顯示，

低頻詞（每 100 萬字中僅有 15 次或更低之使用率）較高頻詞（每 100 萬字中至少有

100 次或以上之使用率）更容易為人們所記得。Tushnet 指出，基於排名197前四十名

之品牌中，僅有一個是高頻詞，又，由於讓低頻詞增加額外之連結並不會干擾消費

者對於該低頻詞之識別或回想，商標淡化並不會對眾多著名商標造成損害。前述

Heald & Brauneis 最初所選定之 33 個著名商標，除「哈佛」198外，其他 32 個著名商

標文字皆為低頻詞，且多數（24/33）文字於每 100 萬字中僅有 1 次或更低之使用率，

若以前揭 Tushnet 之見解印證 Heald & Brauneis 之研究，既然低頻詞對於消費者而言

可能相對不受到外來連結之干擾，則 Heald & Brauneis 之研究結果即印證商標淡化之

不存在或僅有些許淡化結果。 

                                                 

195
 Id. at 2571-2572. 

196
 别克，是由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和中國大陸創立之品牌。 

197
 由 Interbrand, 一國際品牌顧問、品牌評估公司提供排名。 

198
 根據 Joan Meyers-Levy（1989）所做之實驗，「哈佛」於美式英文中之出現頻率為每 100 萬字中出

現 33 字，非屬低頻詞，但其亦不能被認為是高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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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模糊化對於商標經濟利益之影響 

由前述學說理論及實證研究，本文認為，越是高度著名、耳熟能詳之商標，其

品牌所欲表彰之價值、品質，早已透過多種傳播、廣告媒體之播送、推廣，以及消

費者本身使用、接近商品或服務之經驗，將品牌意識及品牌形象深植消費者心中。

又，當消費者有機會反覆接觸某些特定之著名商標時，透過不斷接觸，可能間接加

深消費者對該商標及其所應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之印象，未來再次見到這些商標，便

能較輕易的從大腦中將資訊取回。也因此，越是高度著名，甚至國際知名之商標，

面對他人未經同意而將系爭商標使用於與原本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毫不相關之商品

或服務之情況，應較僅具小眾名聲之商標更有抵抗力，更不容易受到淡化損害。 

本文以為，商標因遭他人未經同意而為淡化之模糊化（blurring）使用，其結果

不必然造成原商標權之實質經濟上損害（根據上開論述，消費者對該著名商標指認

反應僅增加不到數百毫秒之時間，況消費者並未對不同商品或服務之來原產生混淆

誤認情事，亦可能並不會因他人不法淡化使用而使消費者減少購買系爭著名商標之

真正商品）。 

第二項  減損著名商標之信譽 

第一款 污損化之定義 

美國聯邦淡化法 15 U.S.C. § 1125 (c)(2)(C)對於污損化之定義為，由於系爭標誌或

商業名稱與著名商標近似，使人對兩者間產生負面聯想，以致有損該著標之聲譽。199

為該條文並未進一步定義，該當「污損化」之商標使用行為為何。歐盟法上之污損

化保護係為防止商標被連結至在某種意義上為有害（unwholesome）或可能在消費者

心中產生不利（unfortunate）聯想之商品或服務，歐盟商標條例與指令中所使用之法

條用語為「有損商標之聲譽」（detrimental to the repute of the mark）。200
 

與模糊化類似的是，由於未有消費者混淆誤認之情事存在，污損化之商標使用

行為所可能導致著名商標信譽之損害係間接的（indirect），此與傳統商標侵權商標權

人受有直接損害之狀況不同。職是之故，著名商標污損化背後之法理為，縱使消費

                                                 

199
  For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dilution by tarnishment" is association arising from the similarity 

between a mark or trade name and a famous mark that harms the reputation of the famous mark. 

200
  Burrell, R., & Handler, M., supra note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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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太可能認為該著名商標所有人係後商標使用人所提供之使人觀感不佳之商品或

服務或本身較為次等之產品/服務之來源供應者，然因其暴露在污損化使用之下，其

對於原商標恐已無正面之心理連結。201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與歐洲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於個案中對於污

損化之定義非常類似。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法院於兩代表性案件202中認為，

構成污損化之必要條件（sine qua non）為，須有證據支持原告之商標因被告之使用

而受負面連結之累，且污損化之產生係因原告之商標被連結至劣質產品，或被使用

於一有害或使人觀感不佳之情境中，促使公眾將被告欠缺品質或名望低落之商品與

原告毫不相關之商品相互連結。歐洲法院則認為，當被告之商標使用可能被公眾以

負面之印象認知，以致商標之吸引力降低，即產生污損化情形。歐洲內部市場調和

局（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OHIM，又稱歐體商標局）在 

Hollywood 一案203中，異議部門（Opposition Division）認為異議人 Hollywood 商標

（使用於口香糖產品）未提供足夠證據證明該商標隱含健康、年輕、活力及多元之

聲譽，因此認為註冊使用於菸品類商品之 Hollywood 商標，不構成前者聲譽之減損。

204本案異議部門所認知之商標聲譽減損，可分為下列三項構成要件：205
 

                                                 

201
  Rierson, S. L., supra note 186, at 246. 

202
  Hormel Foods Corp. v. Jim Henson Prods., Inc., 73 F.3d 497, 507 (2d Cir. 1996)；Deere & Co. v. MTD 

Prods., Inc., 41 F.3d 39, 43 (2d Cir. 1994). 

203
  OHIM, Opposition Division, 25 mars 1999, Hollywood S.A.S. v Souza Cruz S., aff. B-2073, 本案經異

議部門駁回後，Hollywood 口香糖向歐體商標局上訴機關提起上訴，並提供相當證據，證明該口

香糖確實花費心力經營正面之健康形象，後上訴機關認其異議有理由。 

204
  許曉芬，論著名商標侵害態樣中之「搭便車」行為－以歐洲法院判決實務為中心，臺北大學法

學論叢，87 期，2013 年 9 月，頁 190-191。 

205
  “A trade mark is tarnished in this way when the consumer’s ability to associate it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for which it is registered is reduced by the fact that:  - 

a) it is linked with goods of poor quality or which evoke undesirable or questionable mental 

associations which conflict with the associations or image generated by legitimate use of the trade 

mark by its proprietor;  

b)  it is linked with goods which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quality and prestige associated with the 

trade mark, even though it is not a matter of inappropriate use of the trade mark in itself;   

c)  its word or figurative element is amended or altered in a nega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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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看到被異議人之商標，會有令人不愉快之負面感受，或聯想到劣質產品，

並將此負面印象與異議人之著名商標做連結。 

2. 雖被異議人之商標使用本身並非不適當之使用，然後商標之商標使用所附著之

商品與該著名商標所表徵之品質與名望並不相容/相稱。 

3. 該著名商標之文字或圖形元素被負面的修改或更動。 

上訴機關認為香菸產品往往給人負面形象並隱含負面意涵（讓人與死亡做連結），

判定使用 Hollywood 商標於香菸類產品，構成對著名商標 Hollywood 口香糖聲譽

之減損。 

前揭論述之共同前提為，前商標與後商標間必須有某程度之關聯性，且後商標須對

著名之前商標產生影響－需有負面聯想移轉之過程，致使消費者對原告之商標及其

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產生不同之看法，而此看法之轉變對原告而言乃具有不利之負面

後果。206
 

根據我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207，所謂減損著

名商標信譽之虞係指著名商標之信譽有可能遭受污損，亦即因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

之使用行為，使消費者對著名商標所代表之品質、信譽產生貶抑或負面之聯想。例

如因第三人以有害身心或毀損名譽的方式使用著名商標，使人對著名商標之信譽產

生負面的聯想。例如系爭商標所指定之商品足以危害一般人身心或可能貶抑著名商

標一向所標榜之高雅形象，使人對著名商標之信譽產生負面的印象。 

第二款 聲譽與品牌身份（brand identity） 

商標之聲譽取決於該商標在消費者或一般社會大眾心中之觀感，而此種對商標

之認知，是可由商標權人透過控制指定於該商標下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以及藉由

廣告、行銷，不斷擴大消費者對系爭商標商品或服務之心理連結，以創造消費者對

於系爭商標商品或服務情感上及經濟上之活絡反應，此即企業者嘗試建立「品牌身

                                                 

206
  Handler, M., What Can Harm the Reputation of a Trademark? A Critical Re-Evaluation of Dilution by 

Tarnishment, 106 The Trademark Reporter, 672 (2016). 相關法條規範如歐盟商標條例第 9條第 2項

c 款以及歐盟商標指令第 9 條第 2 項 c 款，規範商標之侵權使用，前已述及。 

20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 102 年 06 月 03 日）。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

基 準 101 年 修 正 版 。 台 北 市 ： 經 濟 部 。 民  105 年  10 月  20 日 ， 取 自 ：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85301&ctNode=704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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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208惟，品牌身份並不等同於聲譽。欲評估一品牌之聲譽，需自消費者對該品牌

之反應及接受程度著手，而非單看銷售業績報表或商品/服務之市場佔有率。這也意

味著，商標一旦進入商業市場，其聲譽即非商標權人所能完全控制。209
 

學者 Handler (2016)提出獨到之見解，認為綜觀美國聯邦淡化法與歐盟商標指令，

以及各法院實務見解對於著名商標聲譽減損之保護，其保護意旨往往建立在「品牌

僅有統一/單一之意義，且並無其他衍生之意涵；附著於品牌之聲譽皆為正向屬性之

聲譽，並皆歸功於商標所有人，由其所培養、建立」之前提上。Handler 認為前揭前

提，無論在法規範層面或學理討論上，皆有問題。以西元 1972 年之可口可樂案210為

例，可口可樂商標圖樣被被告使用於「享受古柯鹼」（Enjoy Cocaine）文字，法院似

乎認為使用可口可樂商標所販售之商品很顯然的具有廣大普及性，且該商標可能與

「年少（youth）、自由（freedom）及全球性之成功（global success）」等正向概念緊

密連結。但 Handler 提出質疑，可口可樂商標在某層面、某程度上，難道不能被認

為是文化帝國主義之象徵，或與有爭議之勞工規範、慣例（labor practices）相連結，

甚至意味著「低營養價值」？法院於該案中用有益健康（wholesomeness）一詞來形

容可口可樂商標，似乎有欠妥適。 

Handler 並提出，賦予著名商標商譽因淡化使用而減損之保護，其立足點似乎是

在保護辛苦建構之品牌身份而非商譽，此由系爭保護僅能由「著名商標」之商標所

有人為主張可知。目前多數看法似乎認為，僅具高度識別性或強健之商標方值得受

到淡化保護。惟 Handler 主張，名望（fame）及商標之力量、實力（strength）不必

然成正比，且僅限具高度識別性或強健之商標方能主張其聲譽因淡化行為而受損，

理由並不清楚（並無強而有力且合理之論點以支持僅賦予著名商標聲譽減損淡化保

護）。 

第三款 污損化對於商標權人商譽與經濟利益之影響 

商標淡化之污損使用可分為以下兩種態樣：一為不和諧之使用。後商標使用人

將系爭商標使用於品質較劣之商品或服務或其象徵意義與原商標所有人之聲譽全不

                                                 

208
  Handler, M., supra note 205, at 664. 

209
  Id. 

210
  Coca-Cola Co. v. Gemini Rising, Inc., 346 F. Supp. 1183, 1189 (E.D.N.Y.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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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之商品或服務。於前述情況，後商標使用人之商標使用並非蓄意針對原商標所

有人。二為商標使用態樣不必然為不和諧使用，但後商標使用人係有意識的使用原

告之商標（以其原貌使用或以仿作之形式使用），目的針對原商標所有人，以諷刺性、

詼諧仿作或評論之態樣呈現其商標。211
 

本文僅著墨於「不和諧」使用，檢視此種使用是否會對商標權人造成實質損害。

欲了解此種負面使用是否會對商標權人造成實質損害，吾人須先面對之問題為「被

告之使用所產生之負面意義是否會移轉至原告之商標且對其聲譽造成不利之影響」？

如前所述，商標淡化不必然存在消費者對於兩商標或其商品/服務來源混淆誤認之情

形，而在消費者不認為原告及被告所提供之商品具有關聯性時，其是否仍會對被告

之淡化使用有負面之回饋反應？Simonson 對此採肯定見解，認為消費者對後商標所

有人之使用所產生之負面印象將移轉至前商標上。惟 Handler 認為，消費者對於一

商標之認知，往往維繫於特定之商業及社會背景環境。對於一特定之著名商標，消

費者通常係多次、反覆的在一含有多元、複雜之資訊與刺激之環境下，在尚有許多

其他商標同時存在之情況下，接觸到系爭著名商標，如此將強化消費者先前對該商

標之了解，並抑制其他不相容意涵之產生。舉例說明，當消費者看到「蒂芙尼」（Tiffany）

脫衣酒吧，或許在一瞬間會想起蒂芙尼珠寶並在心中形成「蒂芙尼」與「低俗下流」

之新連結，但這並不表示，當消費者再次於一商業環境看到蒂芙尼商標，便會想起

該負面之連結，更遑論消費者對於該著名商標現有之聯想會受到干擾。212
 

部分學者研究指出，當消費者自身與某些品牌關係密切時，其往往對這些品牌

保持較高度之評價，縱然獲悉與這些品牌有關之負面資訊，並不會改變其對此等品

牌之正面印象。此與本文先前討論模糊化導致識別性減損時之結論相同–高度著名之

商標往往對企圖減損或改變消費者對其印象之作用力有高度之對抗能力。學者

Christo Boshoff（2016）進行一實驗213，其受試者為 40 名年齡介於 25 至 50 歲之消

費者。Boshoff 使受試者觀看靜態、螢幕上之印刷廣告。廣告係 12 個著名品牌及另

外 12 個「污損化」版本之廣告，隨機排列出現。實驗過程中使用腦電圖儀

（electroencephalography，簡稱 EEG）來測量受試者腦部活動，以及肌動電流描記術

                                                 

211
  Handler, M., supra note 208, at 672. 

212
  Id. at 679. 

213
  Id. at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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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myography，簡稱 EMG）來量測受試者臉部肌肉之電流活動改變。Boshoff 發

現，整體而言，「污損化」之品牌廣告僅招致消費者中性之反應。有趣的是，當消費

者先接觸「污損化」之廣告再接觸原本之品牌廣告，所測得之腦電圖儀資料（即腦

部活動）顯示，消費者對未受到淡化污損之品牌廣告反應，與讓消費者先接觸原版

本之品牌廣告所測得之結果相較，甚至更為正向。此實驗結果不啻對於商標污損化

使用會造成消費者心中負面回饋效應（negative feedback effects）存在之論點投以懷

疑之眼光，同時亦某程度上支持著名商標/品牌對於淡化使用有強大之免疫能力之觀

點。 

第四款 我國民法與商標法於法人信用、名譽權保護之競合 

法人可分為私法人與公法人。依司法院釋字第 486 號解釋文：「中華民國七十八

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現行法為第三十七

條第十一款）前段所稱「其他團體」，係指自然人及法人以外其他無權利能力之團體

而言，其立法目的係在一定限度內保護該團體之人格權及財產上利益」、「非具有權

利能力之團體，如有一定之名稱、組織而有自主意思，以其團體名稱對外為一定商

業行為或從事事務有年，已有相當之知名度，為一般人所知悉或熟識，且有受保護

之利益者，不論其是否從事公益，均為商標法保護之對象，而受憲法之保障。商標

法上開規定214，商標圖樣，有其他團體之名稱，未得其承諾者，不得申請註冊，目

的在於保護各該團體之名稱不受侵害，並兼有保護消費者之作用，與憲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之意旨尚無牴觸。」依上開解釋意旨，私法人及無權利能力之團體皆享有憲

法上人格權及財產權之保障，惟受到其性質之限制，私法人故得享有姓名權及名譽

權之保護，但專屬自然人所得享有者，如身份權，法人自不得主張之。 

公法人則非憲法所欲保障之權利主體，因此無法享有人格權之保障。公法人為

行使公權力之主體，其負有義務，故無法同時使其享有基本權利，以避免矛盾。215 

                                                 

214
  民國 86 年 5 月公佈之商標法第 37 條第 11 款：「有他人之肖像、法人及其他團體或全國著名之商

號名稱或姓名、藝名、筆名、字號，未得其承諾者。但商號或法人營業範圍內之商品，與申請

人註冊之商標所指定之商品非同一或類似者，不在此限」。民國 100 年 5 月公佈之新法修正為第

30 條第 1 項第 14 款：「有著名之法人、商號或其他團體之名稱，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

不得註冊。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215  江明軒，人格權之保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7 月，頁 3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ljfwv/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5%8C%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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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司法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5 項規定，公司名稱，不得與他公司名稱相同。

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公司名稱及業務，

於公司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一定期間；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自同法第 6 條及第 18 條可得知，公司在中央主管機關登記後，得成立，並應於公司

登記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公司名稱。依法完成公司登記後，公司即擁有其名稱之

專用權。此專用權之性質，學說通說認為其具有人格權兼財產權之性質。216蓋公司

之名稱相當於自然人之姓名，故具有姓名權之性質，而在交易過程中，公司名稱亦

表彰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來源。透過不斷之公開使用，使消費者認識該公司以

及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企業經營者亦透過品牌行銷，使消費者將企業名稱或旗

下品牌與特定之價值、品質或其他象徵意念緊密結合，以創造更多商業價值。故，

公司名稱專用權亦具有財產權性質。本文以為，公司名稱專用權仍較偏向財產權，

其並非我國民法上所稱一般人格權。蓋人格權具有不可移轉之特性，惟我國法律並

未禁止公司移轉其名稱權。又，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自然人若人格法益受到侵害，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然依最高

法院 62 年度台上字第 2806 號判例要旨，「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

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自無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法人得享有之人格權保護，與自然人尚屬有間，

並非完整。 

根據學說通說及實務見解，若法人之名稱權遭受侵害，應得準用民法第 19 條對

姓名權保護之規定，使其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請求損害賠償。若欲主張商標

法上之保護，公司名稱專用權人應以該公司名稱申請商標註冊，該名稱與商標法上

方具有排他性。惟依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4 款，該名稱須為「著名」，且若容許

他人以此名稱註冊商標，恐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方構成不得以此名稱註冊

事由。由此可知，我國商標法自修法後，對於公司名稱之保護範圍，已大幅縮減。 

第三項  搭便車（free riding，歐盟法上之淡化類型） 

歐盟法上之搭便車保護係為防止商標所有人在發展其品牌時所做投資被他人無

                                                 

216
  洪裕翔，論公司名稱之保護，公平交易季刊，3 期，13 卷，2005 年 7 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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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利用，歐盟商標條例與指令中所使用之法條用語為「自商標之顯著性質或聲譽獲

取不公平利益/優勢」（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217
 L'Oréal v. Bellure 案218中，原告 L'Oréal 對被告 Bellure 提起商標

侵權訴訟，主張被告製造並行銷與著名之 L'Oréal 品牌氣味相近之香水。兩造雙方皆

不爭執之點為，無論消費者或交易者皆無被誤導之可能。再者，並無證據顯示 L'Oréal

商品之銷售量或金額因此受到影響，或 L'Oréal 商標因此遭受聲譽之污損或淡化。然

歐盟法院認為被告很可能自原告商標獲取不公平利益，認為被告攀附原告商標以利

用原告商標之吸引力、聲譽、名望及所投注之行銷努力來得利，無論是否損害原告

之商標，皆為不合法。219
 

其後於 Whirlpool v. Kenwood 案220，英格蘭與威爾斯上訴法院認為，欲判定「不

公平利益」，證明被告受有利益仍為不足，另外須有一額外之因素才能認定該利益為

不公平利益。法院結論，被告本身擁有信譽卓著之品牌及商譽，根本無須且不願意

攀附原告之商譽；總之，被告並無模仿原告商標之意圖，因此並無「不公平」之情

事。221然後續歐盟法院於 Interflora v. Marks & Spencer 案222中採用不同之判定方式與

論述方向，特別針對法條中之「無正當事由」（without due cause）做擴張解釋。法院

                                                 

217
  Burrell, R., & Handler, M., Reputation in European trade mark law: A re-examination, 17 ERA 

Forum, 86 (2016). 

218
  L'Oréal v. Bellure, C-487/07(2009) 

219
  Robinson, W., Pratt, G., & Kelly, R., Trademark Law Harmon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Twenty 

Years Back and Forth, 23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736-737 (2013). Retrieved December 2, 2016, from Westlaw. 

220
   Whirlpool Corporation v Kenwood Ltd [2009] EWCA Civ 753 

原告惠而浦生產廚房設備，包含電動食物攪拌機，被告 Kenwood 亦生產廚房機器，推出 kMix

食物攪拌機，與原告之食物攪拌機外觀上近似，僅在控制鈕（dial）下方有「Kenwood」字樣。 

221
   Robinson, W., Pratt, G., & Kelly, R., supra note 219. 

222
   Interflora v. Marks & Spencer [2014] EWCA Civ 1403 

被告即上訴人為英國最著名之鮮花零售商之一，且自2000年起開始透過網路販售鮮花；原告 即

被上訴人為著名之鮮花運送網絡之經營者。被告使用Google網路關鍵字服務為其鮮花做廣告，

當使用者於 Google 搜尋引擎鍵入「Interflora」，一宣傳被告之鮮花服務之廣告與可連結至被告

之網站之連結即會出現，原告因此對被告提起商標侵權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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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於公平競爭之範圍內使用商標，即非無正當事由，因此不構成侵權。223
 

 商標淡化使用之例外 第三節

我國及歐盟對於著名商標淡化使用之例外（即合理使用），並無與非著名商標不

同之規定，故不做區分，合先敘明。 

第一項  美國 

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將商標之合理使用與商標淡化之抗辯（例外事由）規定於

15 U.S.C. § 1115 (b)(4)與 15 U.S.C. § 1125 (c)(3)
224，茲分述如下。惟如本文前已述及，

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規定，唯有將系爭商標作為表彰自身商品或服務之來源之目的

並於商業上使用，方構成淡化法上之使用；亦即，非將他人之名商標做為商標之用

途使用，即已被排除在淡化規範之外，合先敘明。 

美國 15 U.S.C. § 1115 (b)(4)即藍能第 33 條將描述性合理使用（descriptive use），

其保護主體並不限於著名商標，構成要件定義如下：225
 

1. 非作為商標使用。 

2. 係作為個人企業之名稱或與其關係密切之個人名稱，或用來描述其商品、服務

                                                 

223
   Robinson, W., Pratt, G., & Kelly, R., supra note 221 , at 737. 

224
  藍能法第 43 條(c)(3)原文：The following shall not be actionable as dilution by blurring or dilution 

by tarnishment under this subsection: 

(A) Any fair use, including a nominative or descriptive fair use, or facilitation of such fair use, of a 

famous mark by another person other than as a designation of source for the person's own goods 

or services, including use in connection with— 

(i) advertising or promotion that permits consumers to compare goods or services; or 

(ii) identifying and parodying, criticizing, or commenting upon the famous mark owner or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the famous mark owner. 

(B)  All forms of news reporting and news commentary. 

(C)  Any noncommercial use of a mark. 

225
  That the use of the name, term, or device charged to be an infringement is a use, otherwise than as a 

mark, of the party's individual name in his own business, or of the individual name of anyone in 

privity with such party, or of a term or device which is descriptive of and used fairly and in good faith 

only to describe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such party, or their geographic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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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理來源者。 

3. 善意且合理之使用。 

描述性文字於善意且合理使用之範圍內，本應使公眾得以自由使用而不受商標

法之限制，惟若經長久使用後，該描述性文字已取得第二重意義（secondary meaning）

而具有識別商品與服務來源之功能時，則例外可獲得商標權之保護。226
 

美國之指示性合理使用（nominative use）並未明文規定於法條中，而是透過實

務見解創設形成。指示性合理使用係為說明商標權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前揭

描述性合理使用係作為其他使用者之企業名稱或用來描述其商品、服務不同。最早

之實務見解係於 New Kids on the Block v. News America Publishing, Inc.一案227中形成，

案例事實簡述如下：原告 The New Kids on the Block（簡稱 New Kids）為一樂團，其

團體名稱已註冊為商標。此團體提供一服務，允許粉絲付費撥打專線以聽取樂團團

員演出。被告 News America Publishing, Inc. （簡稱 News America）在其兩份不同之

報紙中刊登問卷調查，邀請讀者撥打付費專線回答關於 New Kids 樂團團員之問題。

New Kids 認為 News America 從事問卷調查之行為侵害其商標權，因此對 News 

America 提起訴訟。第一審原告敗訴，不服，提出上訴。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院認為本案符合指示性合理使用，並提出判斷指示性

合理使用之標準：228
 

1. 若不使用該商標，便無法識別系爭商品或服務。（the product or service in question 

be one not readily identifiable without use of the trademark） 

2. 該商標得在為識別系爭商品或服務之合理、必要範圍內使用。（only so much of 

the mark or marks may be used as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product or 

service） 

3. 商標之使用者不得為任何為任何暗示係由商標所有人贊助或保證之行為（the 

user must do nothing that wou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ark, suggest sponsorship 

or endorsement by the trademark holder.） 

                                                 

226
  黃惠敏，商標使用與合理使用，載：「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頁 136，2015 年 4 月。 

227
  The New Kids on the Block v. News America Publishing, Inc., 971 F.2d 302 (9th Cir. 1992) 

228
   同註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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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比較廣告 

根據藍能法之規定，商標之合理使用包含「為使消費者得以比較不同之商品或

服務所為之廣告或促銷」與「對著名商標之所有人或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為識別、

戲謔性模仿、批評或評論」。 

所謂「比較廣告」，係利用消費者擅於比較產品優劣並擇優消費之心理，由企業自行

就其所提供之特定商品與服務與其他企業進行比較，並就比較結果以廣告方式呈現

以誘使消費者對之為消費行為。如：日本松下企業（Panasonic）為著名家電用品品

牌，其假設對手為韓國樂金（LG）公司，則樂金公司可在不對松下企業造成商標侵

權或淡化之前提下，據實比較兩家公司之競爭產品，並做成比較廣告，如其所聲稱

之性能、價格等較優為屬實，樂金可說「樂金洗衣機較松下洗衣機為優」，如此將「松

下」之公司名稱/商標使用於樂金之廣告中，因其目的並非以「松下」做為識別、指

認自身商品之來源（於此情況非將松下商標做為商標使用），故屬合理之廣告使用。 

第二款 嘲諷性言論 

在西元 1996 年之聯邦商標淡化法下，將他人之著名商標使用於評論性或戲謔性

情境之商標使用行為，系以「非商業上使用」被豁免於淡化法之外。2006 年修正之

淡化法 15 U.S.C. § 1125 (c)(3)(A)(ii)則明文將前揭使用定為淡化之例外。此法規範轉

變之目的係在強調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言論自由及表意自由之保護。229
 

美國聯邦第四巡迴法院於 Louis Vuitton Malletier v. Haute Diggity Dog 案230中認

為，一成功之諷刺性仿作不會對原告之著名商標造成淡化。該案被告販售之商品為

一系列戲謔式模仿 Louis Vuitton 及香奈兒等高度時尚品牌商品之寵物狗相關用品。

法院認為，因被告明顯是在行使戲謔式仿作，其行為並不會導致該著名商標之識別

性減損，故使用「Chewy Vuiton」文字於寵物玩具並不會造成商標淡化之模糊化與污

損化產生。更甚者，使消費者較頻繁接觸此種嘲諷、戲謔性之商標使用態樣，可能

反增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使原著名商標於消費者心中之印象加深）－經玩笑之衝

擊，系爭著名商標可能反更為著名。惟於另一類似案件231，第二巡迴法院認為，被

                                                 

229
  McCarthy, J.T., supra note 169, at § 24:126. 

230
  Louis Vuitton Malletier S.A. v. Haute Diggity Dog, LLC, 507 F.3d 252 (4th Cir. 2007) . 

231
  Starbucks Corp. v. Wolfe's Borough Coffee, Inc., 588 F.3d 97, 113, 92 U.S.P.Q.2d 1769 (2d Cir.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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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使用「Mister Charbucks」商標做為識別自身之咖啡產品，表示其深培咖啡如同

Starbucks 之深培咖啡，兩者具有相同之水準與品質，非屬戲謔式仿作使用。 

第三款 新聞報導及新聞評論 

如同前述廣告性、評論性及嘲諷性言論，所有新聞報導及新聞評論皆為淡化法

上阻卻違法事由，目的乃在落實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之保

障。 

第四款 非商業使用 

非商業上使用係指被告之使用並無增加其商品在商業上收益之情形，或其使用

並非以營利為目的而言。232
 

第二項  歐盟 

現行之歐盟商標條例與指令將商標之合理使用規範於商標條例第 12條及商標指

令第 14 條。根據歐盟商標條例第 12 條規定，有三種在交易過程中之使用態樣，構

成合理使用：233
 

1. 將商標作為第三人（自然人）之姓名或住址使用。 

2. 與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或商品/服務之其他特性有關（不具特色之）種類、品質、

數量、預期目的、價值、地理來源、時間之標誌或指示。 

                                                 

232
  王如祥，商標淡化的法制與應用-以美國、歐盟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 年 7 月，頁 29。 

233
  歐盟商標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 

An EU trade mark shall not entitle the proprietor to prohibit a third party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a)  the name or address of the third party, where that third party is a natural person;  

(b) signs or indications which are not distinctive or which concern the kind, quality, quantity, 

intended purpose, value, geographical origin, the time of production of goods or of rendering of 

the service, or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c) the EU trade mark for the purpose of identifying or referring to goods or services as those of the 

proprietor of that trade mark, in particular, where the use of that trade mark is necessary to 

indicate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a product or service, in particular as accessories or spare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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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者使用歐盟商標來辨識或指稱商標所有權人之商品或服務，特別指該商標

使用係為指出某商品或服務之預期目的（特別指配件或備用零件）。 

依同條第 2 項234規定，前項各款事由之合法成立，係建立在該由第三人所為之

使用符合產業或商業上之誠信習慣之前提上。 

歐盟商標指令第 14 條235規定在法條用語上，皆與前述商標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

及第 2 項完全相同。 

第三項  我國 

我國法上商標合理使用之規定，乃定於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其中包含描述性

合理使用與指示性合理使用： 

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一、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

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

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 

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公佈之商標法逐條釋義，商標合理使用之態樣，分成描

述性合理使用及指示性合理使用兩種，並為我國司法實務所肯認。所謂描述性合理

使用，指第三人以他人商標來描述自己商品或服務的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

性、產地等，此種方式的使用，並非利用他人商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而

係純粹作為第三人商品或服務本身的說明。又，判斷描述性合理使用之參酌因素，

包含：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行為人的使用「僅為說明」其商品或服

務、非作為商標之使用。236
 

指示性合理使用，依前揭逐條釋義，係指第三人以他人的商標指示該他人（即商標

權人）的商品或服務。此種使用方式，係利用他人商標指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

功能，來表示自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內容或用途等。判斷指示性合理使用之參酌

因素，包含：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使用他人商標為必要行為、使用

                                                 

234
  原文：Paragraph 1 shall only apply where the use made by the third party is in accordance with honest 

practices in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matters. 

235
  同註 233 及 234。 

23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 106 年 1 月 26 日）。商標法逐條釋義 106 年 1 月新版。台北市:經濟部。

民  106 年  4 月  13 日 ， 取 自 ：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85165&ctNode=704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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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不會造成相關消費者對於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237然依我國

商標法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上之文義解釋，本款所稱使用係為「表示自己之姓名、名

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

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而使用他人之商標」，與指示性合理使用所稱「以他人之商標指

示該他人之商品或服務來源，藉以表示自身（商標使用人）之商品或服務（特性、

品質等）」並不相同，故本文以為，我國商標法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並不包含指示性

合理使用態樣。 

實務上亦未有法院參照前揭參酌因素來判斷是否為指示性合理使用，至多自商

標法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為發軔，指出指示性合理使用之定義，如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商訴字第 23 號判決238：『次按 99 年 8 月 25 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者，

係指不知其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

明，且著重於商品或服務之說明，而非作為商標使用者，始足當之。所謂指示性合

理使用，係以他人之商標指示該他人的商品或服務，亦即利用他人商標指示他人商

品或服務來源，藉此表示自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如行為人之使用非在表彰

自己商品或服務，或未能使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相關消費者並無誤認商標商品或

服務來源之虞，即非商標權之權利範圍，自無須給予商標權之獨占保護』。239智慧財

產法院 101 年度刑上易字第 52 號判決則指出此二種合理使用之差異。240
 

                                                 

237
  同前註。 

238  同註 225，頁 142。 

239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商訴字第 23 號判決。 

240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刑上易字第 52 號判決：「所謂描述性合理使用，指第三人以他人商標來描

述自己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產地等，此種方式之使用，並非利用他人

商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純粹作為第三人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商標權人取得之權利，

係排除第三人將其商標作為第三人指示自己商品或服務來源之使用，第三人所為之使用既非用以

指示來源，即非屬商標權效力拘束範圍。又所謂指示性合理使用，係指第三人以他人之商標指示

該他人（即商標權人）或該他人之商品或服務；此種方式之使用，係利用他人商標指示該他人商

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用以表示自己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性質、特性、用途等，類此使用情形多

出現於比較性廣告、維修服務，或用以表示自己零組件產品與商標權人之產品相容；凡此二者皆

非作為自己商標使用，均不受商標權效力所拘束，且為我國實務上所肯認，爰參考德國商標法第

23 條規定，增訂指示性合理使用，尚包括表示商品或服務之「用途」，並酌作文字修正，以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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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第四節

關於商標淡化在立法上是否應限縮於將他人之著名/享有聲譽商標使用於非競爭

或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自美國、我國與歐盟之相關法律條文觀之，藍能法第 43 條

c 項第 1 款與我國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項第 1 款皆未明定有關該侵權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之文字，歐盟商標條例第 9 條第 2 項 c 款與歐盟商標指令第 10 條第 2 項 c 款皆明

文規定，對於享有聲譽之註冊商標，其淡化保護及於同一、類似與非類似之商品或

服務，而在前款對於一般註冊商標及享有聲譽註冊商標之混淆誤認可能性保護，僅

及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服務使用。歐盟商標相關法律其立法意旨似乎認為唯有在商

標淡化之情況，方有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適用；若係一般商標或享有聲譽商標之

商標權人欲主張他人之商標使用有造成混淆誤認之虞，則僅能適用同一或類似之商

品/服務使用，亦即商標淡化保護應限縮於將他人之著享有聲譽商標使用於不類似之

商品或服務。 

此見解與學者 McCarthy 及歐洲法院法官 Jacobs 相同。惟，於 2003 年之 Davidoff 案

241，歐洲法院不採納 Jacobs 之意見，認定反淡化法所提供之法律救濟可適用於任何

情況，無論兩造間之商品或服務類似與否亦或為競爭關係與否，皆在所不問。其後

於同年之 Adidas 案242，法院亦維持相同見解，認為舊歐盟商標指令第 5 條第 2 項不

應被賦予更狹隘之解釋，否則會使一享有聲譽之商標使用於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時

所受保護反倒較同一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時為少。對此論點，

McCarthy 持反對意見，認為將反淡化法之特殊保護限縮於非類似商品或服務使用之

情況，並不會減少享有聲譽之商標所受保護。243
 

McCarthy 之學說見解係成立於混淆誤認與淡化不可能同時存在之前提上，惟我

國法院有若干判決就兩造同一事實分別認定同時構成混淆誤認之虞與識別性減損。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行商訴字第 145 號判決在認定構成混淆誤認之虞後，以

兩商標圖樣為高度近似且指定之商品性質相同或類似，合併考量相關消費族群、行

                                                                                                                                                   

延」。 

241
  Davidoff & Cie SA v. Gofkid, (2003). 

242
  同註 173。 

243
  McCarthy, J.T., Dilution of a Trademark: European and United States Law Compared, 94 The 

Trademark Reporter, 1177-117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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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管道與販售場所等，具有共同或關連處。因此，消費者在接觸系爭（被告）商標

後，易聯想到據以異議（原告）商標所指定之商品，故系爭商標稀釋或弱化據以異

議商標之識別性（使其單一來源指示稀釋）－是以同一事實（兩造所使用者為類似

商品）但亦同時構成混淆誤認與識別性減損。244故，由於在兩造雙方所使用之商品

或服務同一或類似而有混淆誤認之虞時，亦可能同時產生商標淡化之效果，本文以

為，商標淡化之法律條文，在立法上與實務解釋上或許不應限縮商品或服務之使用

範圍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較為妥適。 

關於商標淡化之例外使用類型與態樣，美國法在描述性與指示性合理使用兩大

類型之下，特別於藍能法第 43 條(c)項第(3)款列舉出三種除了非商業上使用外可被接

受為合理使用之使用型態，即比較廣告、嘲諷性言論與新聞報導/評論，且僅適用於

著名商標。此種特別明文列舉之立法方式，與歐盟及我國皆不同，且我國與歐盟在

立法上並未別賦予著名商標或享有聲譽之商標較一般商標為不同之合理使用保護。

惟，比較廣告在我國皆可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非作為商標使用來阻卻違法，

新聞報導、評論則可援引憲法上保障之言論自由245，似並無另外明定保護之必要。

再者，我國實務見解對嘲諷性仿作之商標認定較美國為保守，認為如欲允許商標之

戲謔仿作，模仿知名商標之商標必須具詼諧、諷刺或批判等娛樂性，並同時傳達二

對比矛盾之訊息，且應以避免混淆之公共利益與自由表達之公共利益予以衡平考量，

若商品之藝術呈現手法被認為商業使用大於文化藝術之期待，判決認定上則可能偏

向公共利益考量，仍認為被告之商標使用構成侵權。246職是之故，本文認為以我國

國情及一般實務認知，並不適合將對嘲諷性仿作商標之保護明文化。 

我國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用之法條文字與判斷描述性與指示性合理使

用所參考之判斷因素，似乎係參考美國與歐盟後綜合擷取所需而訂之。尤其是判斷

描述性合理使用之參酌因素，我國亦同美國，將「非商業使用」明文列出，而「符

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更是繼受自美國之「善意且合理之使用」（used fairly 

                                                 

244
  陳昭華，侵害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與減損識別性或信譽之虞的關係－智慧財產法院一○一

年度民商上字第一一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26 期，2014 年 4 月，頁 56。 

245
  我國憲法第 11 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246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63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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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f good faith）概念，原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247條文用語即為「善意且合

理之使用之方法」，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管機關）見解，此「善意」應指無不正

競爭之主觀意思，惟實務上有不少判決均認為善意應指對他人之商標不知悉。為解

決「善意」認定問題，主管機關於民國 100 年將原條文第 30 條修正並移列至第 36

條，其中修正後之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此部分用語改為「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

信用方法」。248歐盟則於商標條例第12條與指令第14條對商標之合理使用明文規範，

第三人欲主張係合理使用他人之商標，其使用必須符合產業或商業上之誠信習慣

（honest practices in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matters），實與我國之「符合商業交易習

慣之誠實信用方法」幾乎完全相同。

                                                 

247
 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一、凡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

功用、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 

248
 同註 225，頁 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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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著名商標淡化與商標權侵害之救濟 

 美國關於商標淡化救濟之商標法規範與司法實務 第一節

商標侵害之類型可分為直接侵害與間接侵害。美國法對於商標直接侵權之規定，

規定於藍能法第 32 條第 1 項（15 U.S.C. § 1114 (1)）249：任何人未經商標註冊者

（registrant）同意，(a)不得於商業上（於商品銷售、銷售之要約、商品之散布，或

對商品/服務為廣告時）使用任何經重製、仿冒、複製、假冒之已註冊商標，致使消

費者有混淆誤認、認知錯誤或遭受欺騙之虞；或(b)重製、仿冒、複製、假冒一註冊

商標並將前揭侵權行為所產生之商標使用於標籤、標誌、印刷品、包裹、包裝材料、

容器或廣告上，意圖為商業上使用或做與商品銷售、銷售之要約、商品之散布，或

商品/服務廣告有關之使用，致使消費者有混淆誤認、認知錯誤或遭受欺騙之虞，否

則將遭受第（32 條第 2 項）以下規定民事責任之制裁。 

間接侵害係指行為人並未直接實施侵權行為，但以自己之力促成他人之侵權行

為或造成侵權行為損害結果之擴大者。商標間接侵權所應負之責任又可分為輔助侵

權責任（Contributory Liability）及代理/替代侵權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輔助侵

權責任乃源於美國法中共同侵權（joint tortfeasors）概念250，指行為人雖未直接實施

商標侵權行為，明知可能造成第三人之損害，卻引誘他人為侵權行為或對他人之侵

權行為有「實質幫助」，此輔助行為人須負輔助侵權責任。代理/替代侵權責任則指行

為人雖未實施商標侵權行為，惟其與實際實施商標侵權行為之他人間係僱傭或上下

                                                 

249
 (1) Any person who shall,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registrant— 

(a)  use in commerce any reproduction, counterfeit, copy, or colorable imitation of a registered mar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ffering for sale, distribution, or advertising of any goods or services 

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such use is likely to cause confusion, or to cause mistake, or to 

deceive; or 

(b)  reproduce, counterfeit, copy, or colorably imitate a registered mark and apply such reproduction, 

counterfeit, copy, or colorable imitation to labels, signs, prints, packages, wrappers, receptacles 

or advertisement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commerce up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ffering 

for sale, distribution, or advertising of goods or services 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such use 

is likely to cause confusion, or to cause mistake, or to deceive, 

shall be liable in a civil action by the registrant for the remedies hereinafter provided. 

250
 蘇月星，淺談美國法對商標間接侵權責任的類型，智慧財產權月刊，162 期，2012 年 6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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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關係，只要該他人是在行為人得以控制、監督之可支配範圍下，且行為人可自

該他人之侵權行為中獲有利益者，行為人自須負代理/替代侵權責任。 

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中對商標間接侵權並無如直接侵權般明文規定，故司法實務上

皆沿用美國侵權行為法來審理商標間接侵權案件。251
 

第一項  禁制令 

藍能法第 34 條（15 U.S.C. § 1116）252規定，法院有權依衡平原則及其認為合理

之條件，給予原告禁制令。禁制令又分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永久禁

制令（permanent injunction）與暫時限制命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初步禁

制令之目的在於保存現狀，或於訴訟中防止原告受到不可回復之損害。253法院認為，

初步禁制令係一特殊之例外救濟方式，唯有在請求人明確顯示其負舉證任時，法院

方能准許。由於初步禁制令為一剝奪被告行使非刑事行為之自由權之措施，唯有實

際個案中顯示原告非常需要此禁制令（於本案中有勝訴之可能，或遭受不可回復之

損害），法院方能准許原告對被告為初步禁制令之請求。法院於個案中是否准許初步

禁制令，須遵守下列五項判斷準則：254
 

1. 原告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 

2. 金錢賠償不足以彌補該損害。 

3. 綜合考量原告與被告所受利益與不利益，法院斟酌給予原告一符合衡平原則之

救濟方式。 

4. 將公共利益納入考量，不得有違公共利益。 

5. 原告必須舉證證明其於此案中之勝訴機率。 

                                                 

251
  同前註，頁 60-61. 

252
  藍能法第 34 條(a)前段：The several courts vested with jurisdiction of civil actions arising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have power to grant inj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and upon such terms 

as the court may deem reasonable, to prevent the violation of any right of the registrant of a mark 

registered i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or to prevent a violation under subsection (a), (c), or (d) 

of section 1125 of this title. 

253
  王敏銓，美國商標法救濟措施之研究，智慧財產權月刊，83 期，1995 年 11 月，頁 57。 

254
  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30:1 (4th ed., updated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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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禁制令之准許，對於日後法院正式審理該案件並為判決，並無有利或不利

之影響。法院本身於裁判做成時，並不受先前法院於初步禁制令階段之聽證會所做

決定之拘束。初步禁制令之准許與否，考量重點在於兩造雙方相對應權利之平衡，

以及被告所行使原告宣稱其所擁有之權利，是否應受限制。 

永久禁制令為美國法院准許禁制令之常態。原告欲請求法院准許對商標侵權之

被告為永久禁制令，須符合前揭初步禁制令准否之前四項判斷要件，即原告遭受不

可回復之損害、金錢賠償不足以彌補該損害、法院須綜合考量原告與被告所受利益

與不利益、禁制令之做成不得有違公共利益。 

暫時限制命令之法源依據為聯邦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第 65 條(b)項。根據第 1 款規定，於宣誓書（affidavit）上所提供之特定事實或經證

實之訴狀（verified complaint）明顯證實原告有立即的、不可回復之損害/損失，來不

及等到被告之回覆或為相反主張之情況，法院可逕行發給原告暫時限制命令，而無

須以書面或口頭通知對造或其訴訟代理人。255暫時限制命令之效力最長僅十天，在

此期間內，原告得請求法院做成初步禁制令。 

第二項  金錢救濟 

第一款 被告所獲利潤 

於商標侵權及不公平競爭之狀況，有五種方式可衡量對原告之金錢回復補償

（monetary recovery）256，其法源依據為藍能法第 35 條（15 U.S.C. § 1117），規定原

告得在衡平原則之下被賦予「被告所獲利潤」、「原告所遭受之損害」及「因行為所

                                                 

255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 條(b)項第 1 款： 

(1)  Issuing Without Notice. The court may issue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without written or oral 

notice to the adverse party or its attorney only if: 

(A)  specific facts in an affidavit or a verified complaint clearly show that immediate and irreparable 

injury, loss, or damage will result to the movant before the adverse party can be heard in opposition; 

and 

(B)  the movant's attorney certifies in writing any efforts made to give notice and the reasons why it 

should not be required. 

256
 McCarthy, J.T., supra note 253, at § 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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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損害」（the cost of the action）之請求權257： 

1. 以被告因侵權行為所獲利益估算原告因此所致生之損失。 

2. 以原告因該侵權行為所導致之實際商業上損失。 

3. 原告因被告之錯誤行為所生自身利潤之減少（own loss of profits）。 

4. 除原告實際損失外，為懲罰被告，另對被告處以懲罰性損害賠償（punitive 

damages）。 

5. 原告可請求於訴訟過程中所生之律師費用。 

關於被告因其侵權行為所獲利潤，早期實務見解認為，被告所獲利潤之估算，

即為填補原告之損失。其背後之法理為，被告因其不法行為而獲得原先若無侵權行

為應為原告所得之利益。惟採此一前提下之原告須負舉證責任，證明其有實質上之

損失，否則法院將不願為被告所獲利，潤之估算。職是之故，於美國早期商標侵權

司法實務中，當兩造雙方非為「直接競爭」對手，即無法證明原告銷售額之減少與

侵權行為人行為之因果關係，法院則以此否准原告對法院為估算「被告所獲利潤」

之請求。258
 

近期實務多認為，在原告蒙受損失或被告因侵權行為受有不正利益或被告具有

侵權之故意而須以償還其所受不正利益為嚇阻手段之情況，法院應將被告所獲不正

利潤還予原告。美國聯邦第五巡迴法院於 Pebble Beach Co. v. Tour l8 I Ltd.案259中做

出裁示，對於是否應將被告所獲不正利潤給予原告，列出六個考量因素：260
 

1. 被告是否蓄意使消費者混淆誤認或受騙。 

2. 銷售走向是否自原告流向被告。 

                                                 

257
 藍能法第 35 條(a)項前段：When a violation of any right of the registrant of a mark registered i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 violation under section 1125(a) or (d) of this title, or a willful violation 

under section 1125(c) of this title, shall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any civil action arising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laintiff shall be entitle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111 and 1114 of this title, and 

subject to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to recover (1) defendant's profits, (2) any damages sustained by the 

plaintiff, and (3) the costs of the action.  

258
 McCarthy, J.T., supra note 255, at § 30:64. 

259
 Pebble Beach Co. v. Tour l8 I Ltd., l55 F.3d 526, 554, 48 U.S.P.Q.2d 1065 (5th Cir. l998). 

260
 McCarthy, J.T., supra note 257, at § 30:61. 

http://www.bitlaw.com/source/15usc/1125.html
http://www.bitlaw.com/source/15usc/1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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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告可獲得之其他救濟是否足夠。 

4. 原告對於自身權利之維護/主張有無任何不合理之遲延。 

5. 讓該錯誤行為無利可圖之公益考量。 

6. 本案是否為假冒（palming off）案件。 

實務上向來有爭議之問題為，為估算侵權行為人所獲之利益，商標所有人是否

須證明被告係出於故意或有意圖之侵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此問題並未做出統一

解釋，而法院多數見解認為，於商標侵權行為，「故意」並非絕對必要之要件，但其

對於是否可回復侵權行為人之利潤予原告，在衡平考量下為一高度相關之因素。261 此

爭議之源頭須回溯至西元 1999 年藍能法之修正以及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於一代表性案例 “Romag Fasteners, Inc. 

v. Fossil, Inc”
 262中做成之見解。 

原告 Romag 將其註冊商標  “ROMAG” 使用於皮夾及手拿包等產品之磁扣

（magnetic snap fasteners）上。被告 Fossil 設計、行銷、販售包含手拿包及小型皮

件等時尚配件。2002 年，兩造雙方合意，Fossil 可於其產品上使用有“ROMAG” 商

標之磁扣。2010 年時，Romag 發現其中一家 Fossil 授權製造其商品之廠商，竟在 

Fossilg 手拿包上使用仿冒之 Romag 磁扣，於是對 Fossil 提起專利及商標侵權訴訟。

美國聯邦康乃迪克地區法院判決，由於被告 Fossil 之侵權行為不具故意要件，原告 

Romag 對於被告所獲利潤並無請求權。 

西元 1996 年以前，藍能法規定允許金錢回復者為受 15 U.S.C. § 1125(a)（第 43

條）即商標侵權及不實廣告保護之原告。1996 年修法時新增商標淡化保護之規範，

賦予受到淡化侵權之原告申請禁制令之權利，且若被告為惡意，原告得享有金錢救

濟。1999 年再度修法前之 15 U.S.C. § 1117(a)（藍能法第 35 條 a 項）賦予原告對於

被告侵害其註冊商標之專用權或§ 1125(a)所保障之權利時，於不違反衡平原則下，可

請求回復被告所獲之利潤、原告所蒙受之任何損害，以及相關訴訟所生之費用，但§ 

1117(a)並無如§ 1125(a)對於惡意淡化之相關規範。美國國會於西元 1999 年將§ 1117(a) 

                                                 

261
 Id. at § 30:62. 

262
 Romag Fasteners, Inc. v. Fossil, Inc., 817 F.3d 782, 784 (Fed. Ci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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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263
 

Romag 主張由 1999 年之修法可看出，「被告具有侵權之故意」從此變為商標淡

化侵權原告金錢救濟之先決條件。但依國會立法時之文義解釋，藍能法第 43 條 a 項

（§ 1125(a)）關於一般商標侵權及不實廣告部分，法條字面並無「故意」（willful）

字眼，故被告主觀上之故意要件應僅適用於商標淡化侵權之情況。本案巡迴上訴法

院對於原告前揭抗辯不為採納，理由為：由條文之歷史解釋觀之，1999 年之修法目

的係為彌補 1996 年法案之疏漏，§ 1117(a)法條文字增加「或故意違反§ 1125(c)」（or 

a willful violation under section § 1125(c)）並不影響§ 1125(a)原先對行為人「故意」要

求與否之解讀。再者，修正後之§ 1117(a)新增關於商標淡化故意要件之規定，並不表

示行為人主觀上之「故意」從此於商標淡化案件原告請求以金錢回復之情況下皆為

必要之構成要件，而不適用一般侵權。蓋原告請求其所受損害之回復並不以被告具

有故意為要件，§ 1117(a)「故意違反」用語之作用乃在區分商標淡化與一般侵權事件

之「原告所受損害」及「被告所獲利潤」—立法目的即國會欲將原告於商標淡化事

件可請求損害賠償之情形限縮在「被告具有故意」之範圍。 

學者 McCarthy 亦贊同前述巡迴上訴法院對故意要件之見解。其認為數個巡迴

法院皆運用自身對法律之解釋權限，將 1999 年所做之條文修正做超出立法者原意之

解讀，以便更符合衡平考量，賦予商標所有人更多保障，使其更容易獲得、回復利

潤。至於§ 1117(a)關於商標淡化外之其他商標侵權之金錢救濟（包含原告所受損害及

被告所獲利潤），法律條文本身並無明定「意圖」或「故意」要件；亦即，法院可行

使裁量權，綜合個案及衡平考量，自行決定被侵權之原告為被告所獲利潤回復請求

時，是否須以被告具有侵權之故意為限。264
 

另外，原告欲請求被告因侵權行為所獲利潤時，是否須證明其受有實質損害或

被告之行為使消費者產生實際混淆之情事？法院多數見解認為，兩者皆不需要—即

重申前已述及之被告所獲利潤回復之法理，讓原告得請求被告所獲利潤目的並非全

然在於填補原告所受損害，而係在承認被告因其行為獲有不正利益，期以此手段來

                                                 

263  修正後之§ 1117(a) 如底線所示： When a violation of any right of the registrant of a mark registered 

i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 violation under section 1125(a) or (d) of this title, or a willful 

violation under section 1125(c) of this title,…. 

264
 McCarthy, J.T., supra note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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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商標侵權歪風。265
 

第二款 原告所受損害 

關於原告所受損害之計算，應以客觀上被告之不當行為對原告造成之損害為準，

至於被告在行為時點對該損害主觀上有無預見可能性或有無故意、預謀，在所不問。

原告則須負擔舉證責任，提出實質受損害之金額以及損害結果與被告行為間之因果

關係。若原告無法證明其因被告之侵權行為以致可能有實質損失，法院得否准原告

損害回復之請求。 

一常見之估算原告所受損害之方法為，嘗試算出原告因被告之侵權行為而喪失

之利潤；亦即，原告若無被告之侵權行為存在，依通常之商業情況，其可合理預期

之利潤。美國司法實務常見之估算方式為，取一在侵權行為時點之前之期間做為基

準期間（base period），並預測原告在此段期間內，依其先前之獲利狀況，其可能能

獲得多少利潤。至於利潤之計算，其中一種可行之算法係將商標所有人之邊際利潤

（profit margin）266乘上侵權物267之個數。268
 

此外，原告於證明之所受損害時，毋需做到百分之百確定，可提出獲利之合理

預測即為已足（但不可為純粹臆測或期望之利潤）。據此，被告可提出反證，證明原

告所受損失非為其侵權或不當行為所造成。法院於形成心證時，將在符合衡平之前

提下為考量，不得給予原告超出其所受損害範圍之賠償；亦即，原告所受損害與被

告所獲利潤，若擇一准許即足以填補原告之損害，則法院不得同時給予原告前揭兩

面向之賠償。 

關於懲罰性損害賠償部分，藍能法第 35 條與第 43 條 a 項並未規定故意侵害註

冊商標之商標權以及一般侵權之情況原告可對被告請求懲罰性損害賠償。惟原告仍

依可各州州法規定，為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請求。269
 

                                                 

265
 Id. at § 30:63. 

266
 銷售單價減去邊際成本即為邊際利潤。 

267 在此指與商標所有人互為商業上競爭對手之侵權被告所販售之侵權物。 

268
 McCarthy, J.T., supra note 264, at § 30:79. 

269
 Id. at §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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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因行為所生費用 

藍能法第 35 條並無明確定義何為「因行為所生費用」。參學者270及法院271見解，

因被告行為導致原告支出之費用，包括更正式廣告（corrective advertising）及其他規

定於 28 U.S.C. § 1920
272之費用，含人事費用、影印費、文件費等。訴訟上支出之律

師費，則為藍能法第 35 條 a 項之例外規定，於特殊情況（exceptional cases），法院

方能判決給予勝訴之一方律師費用補償。至於何謂「特殊情況」，法條中並無明定，

而實務運作上則無統一之標準，有法院謂被告為惡意或可歸責為原告可請求律師費

之特別情況。273
 

法院於計算合理之律師費時，係採用 “lodestar” method，即以計時收費法計算該

訴訟合理耗費時數乘上合理之小時費率，另參酌一些調整因素。前揭合理之小時費

率須由欲請求律師費用之一方提出證明，法院不得以自身之認知設想當地之通常律

師小時費率。274
 

第三項  案例 

第一款 Starbucks Corporation v. Glass 

本文主要針對本案所涉及商標侵權部分為探討，另附帶論及「缺席判決」部分，

                                                 

270
 Russell L. Parr, & Gordon V. Sm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Valuation, Exploitation, and Infringement 

Damages, 725 (4
th

 ed. 2005). 

271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v. Doughney, 263 F.3d 359 (4th Cir. 2001). 

272
 A judge or clerk of any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tax as costs the following: 

(1) Fees of the clerk and marshal; 

(2) Fees for printed or electronically recorded transcripts necessarily obtained for use in the case; 

(3) Fees and disbursements for printing and witnesses; 

(4) Fees for exemplification and the costs of making copies of any materials where the copies are 

necessarily obtained for use in the case; 

(5) Docket fees under section 1923 of this title; 

(6) Compensation of court appointed experts, compensation of interpreters, and salaries, fees, 

expenses, and costs of special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under section 1828 of this title. 

273
 McCarthy, J.T., supra note 268, at § 30:99. 

274
 Id. at § 30:10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deral_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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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原告所主張著作權侵權部分，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列，合先敘明。 

原告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Starbucks）向美國加州地區法院請求對被告之

一之自然人 James Landgraf
275（以下簡稱 Landgraf）為缺席判決（default judgment）

276。Starbucks 對 Landgraf 主張商標淡化侵權、著作權侵害、商標權侵害以及對於來

源之錯誤指示（false designation of origin）。Starbucks 聲稱 Landgraf 將事實上與

Starbucks 註冊商標完全相同之標誌使用於 Landgraf 所生產之玻璃煙斗、服飾及新奇

小物（novelties）等“Dabuccino”系列產品上。其於 2016 年 6 月 3 日將 Landgraf 及與

Landgraf 有合作關係之 Hitman Glass 公司列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 

一、 缺席判決之裁量 

民事訴訟程序部分，法院在做出缺席判決前，原告必須滿足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第54條 c項與第55條，以及當地規則（Local Rule）

第 55 條之 1 之要求。當地規則第 55 條之 1
277要求缺席判決之請求人（movant）提交

聲明書，內容須包含「聲請缺席判決之時日及被聲請之對象」、「聲請缺席判決之理

由」、「被聲請人是否為未成年人、欠缺行為能力之人（incompetent person）或現役

軍人」，以及「於需要時須適時通知被聲請人（關於其被聲請缺席判決一事）」。本案

法院認定原告滿足前揭程序要求。 

在裁量是否做出缺席判決時，法院考量下列七個因素：「對原告造成侵害

（prejudice）之可能」、「原告之實質主張是否有法律依據（merits）」、「其控訴是否充

分（sufficiency of the complaint）」、「系爭金額之總額」、「重要事實（material facts）

                                                 

275
 住所地為美國奧勒岡州之玻璃藝術家。 

276 被告在審判中不到庭或未對原告之請求為答辯之情況下，法院所做對被告不利之判決。 

277
 L.R. 55-1 Default Judgments. When application is made to the Court for a default judgment,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accompanied by a declaration in compliance with F.R.Civ.P. 55(b)(1) and/or (2) and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When and against what party the default was entered;  

(b)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leading to which default was entered;  

(c) Whether the defaulting party is an infant or incompetent person, and if so, whether that person is 

represented by a general guardian, committee, conservator or other representative;  

(d)  That the Servicemembers Civil Relief Act (50 U.S.C. App. § 521) does not apply; and  

(e)  That notice has been served on the defaulting party, if required by F.R.Civ.P. 55(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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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爭議之可能性」、「被告之缺席是否可歸因於可原諒之疏忽」，以及「用以支持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之政策—法院宜根據是非曲直做出決定」。以下本案法官將一一檢

視前揭七個是否應准許缺席判決之考量因素。 

（一） 對原告造成侵害之可能 

首先考量若未做成缺席判決是否將使原告蒙受損害。由於 Landgraf 並未到庭或

提出答辯，Starbucks 可獲得救濟之唯一管道即為缺席判決，若未做成缺席判決恐使

其蒙受損害，此構成要件該當。 

（二） 原告之實質主張是否有法律依據 

聯邦及州淡化法之保護 

Starbucks 對 Landgraf 主張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第 43 條（15 U.S.C. § 1125(c)）

及加州商業及職業法第 14247 條（Cal. Bus. & Prof. Code § 14247）。欲援引聯邦或加

州之淡化法以維護其權利，原告必須證明：「其商標系著名商標且具有識別性」、「被

告係於商業上使用其商標」、「被告之使用系於原告之商標成為著名商標後」，以及「被

告之使用可能導致商標模糊化或汙損化而造成淡化」。 

關於認定商標是否著名且具識別性，法院須考量下列四個因素：「系爭商標廣告、

宣傳之持續期間、範圍及地理區域」、「使用系爭商標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之數量、額

度（volume）及地理範圍」、「商標識別（recognition）之實際程度」、「系爭商標是否

為註冊商標」。278
 

關於判斷系爭商標是否受到聯邦及加州淡化法保護之前揭四個要件，法院認為，

原告 Starbucks 之商標已廣為公眾所知，其海妖標誌「 」與 40 週年海妖標誌

「 」已使用於世界各地約兩萬兩千個零售地點，前者已使用逾 20 年，後者 5

年。上有 Starbucks 商標之商品於市面上每年有數十億筆之交易。Starbucks 之海妖

標誌在美國有 15 筆註冊資料，40 週年海妖標誌則有 6 筆，故第一要件「商標系著名

商標且具有識別性」符合。又，被告 Landgraf 從過去至今（本案審理時）皆有使用

Starbucks 商標來販售自身之商品，此為不爭之事實。其與共同被告 Hitman Glass 公

                                                 

278
 15 U.S.C. § 1125(c)(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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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一同販售上有與 Starbucks商標高度相似之 “Dabuccino” 標誌之玻璃煙斗、帽針、

貼紙及 T 恤上衣，總價額達 8,000 美元。除此之外，Landgraf 個人亦有單獨販售

Dabuccino 系列產品之行為。綜上，被告係於商業上使用系爭商標，第二要件符合。

再者，侵權物之銷售時點始於 2015 年，此時 Starbucks 商標早已成為著名商標。事

實上，Dabuccino 系列產品顯然係受到 Starbucks 商標之名望與可關聯性（relatability）

之啟發，故第三要件「被告之使用系於原告之商標成為著名商標後」符合。 

最後，法院探討被告之使用是否會造成原告之商標因模糊化而導致淡化之結果。

為回答前揭問題，法院須認定，當一標誌或商業名稱與一著名商標構成近似而造成

消費者對於此二商標產生關聯性之連結，是否會減損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279法院

得將所有相關判斷因素納入考量，其中包括：「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與著名商標近似

之程度」、「著名商標之固有或後天識別性之程度」、「著名商標之所有人致力於商標

排他性使用之程度」、「著名商標之識別度」、「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之使用者是否意

圖製造或引起兩商標間之聯想」、「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與該著名商標間是否有實際

聯想之事證」。280
 

關於前述六個判斷因素，原告一一提出證據佐證。首先，原告展示出將兩商標一同

比較之圖片，證明被告之商品上確實有高度近似於 Starbucks 商標之標誌。其次，

原告提出其使用富藝術感之海妖標誌來販售咖啡，該商標得以附著於商品而促進其

銷售，故其具有先天識別性及獨佔性（arbitrary）之特質，第二個要素亦符合。再者，

Starbucks 商標，特別指系爭商標，無論使用於商店或其商品上，乃至於廣告中，皆

已於全世界多個國家使用多年，故其具有高度之識別度。最後，自兩位被告於對公

眾之聲明中可看出，兩位意圖製造或引起消費者對兩商標間之聯想；如：一 Dabuccino

系列之煙斗產品之廣告詞為「靈感取自美國最喜愛之冷凍咖啡飲料之一」（taking 

inspiration from one of America's favorite frozen coffee drinks）與「可輕易連結到的、

與之產生共鳴的」（easily relatable），且由消費者透過社群媒體之反應亦顯示，含有

Starbucks 商標之 Starbucks 商品與 Dabuccino 商品間之連結已被建立。根據上述事實

證明以及判斷要素之檢驗，法院認為被告之侵權使用可能導致原告商標之淡化，原

告依聯邦及加州商標淡化法規之主張為有理由，且其主張與理由亦為充分陳述。 

                                                 

279
 15 U.S.C. § 1125(c)(2)(B) 

28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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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侵害以及對於來源之錯誤指示 

原告亦主張一般商標侵權以及「對於來源之錯誤指示」（false designation of 

origin）。若欲成功的主張藍能法下之一般商標侵權，原告須證明其擁有一合法、有

效受到商標法保護之商標，該商標未經原告同意為被告所使用（或使用另一與原告

之商標近似之商標），而被告使用系爭商標之方式可能造成通常之消費者混淆誤認。

281
 

前揭要件對 Starbucks 而言皆可輕易滿足。Starbuck 確實為其海妖商標與 40 週年

海妖商標之註冊商標所有人。至於被告之使用是否可能造成一般消費者混淆誤認，

法院通常會衡量下列八個因素以為判斷：「商標之力量（strength）」、「商品之類似度」、

「商標之近似度」、「實質混淆之證據」、「所使用之行銷管道」、「商品之類型及購買

者通常之在乎程度（degree of care）」、「被告選定該商標之意圖」，以及「產品線擴張

之可能性」。前揭判斷因素並非強制規定，僅為例示性而非列舉窮盡之判斷準則，原

告亦不需要滿足每一要件方能受到商標侵權保護。 

就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部分，法院之認定偏向原告方。首先，原告之商標確實為著

名商標且具先天識別性。其次，由於被告使用了幾乎與原告商標完全相同之

Dabuccino 標誌，附有 Dabbucino 標誌之產品種類亦與原告註冊商標所指定之商品

種類同，在「商品之類似度」方面，確實類似，因此原告有利。又，如前所述，根

據社群媒體使用者之留言節錄可得知，消費者已認為原告之商標與被告之侵權標誌

兩者間具有關聯性。職是之故，法院認為，消費者很可能因兩商標之近似性而推定

一商標與另一來源或贊助者間具有關聯性。基於消費者已將被告之商品與原告之商

標做連結，恐有混淆誤認之虞。再者，「所使用之行銷管道」因素於本案中對原告有

利–因 Starbucks 商品與 Dabuccino 商品皆透過網路為推廣、行銷，更增加兩商標間

混淆誤認之可能。更甚者，「商品之類型及購買者通常之小心謹慎程度」之比較亦對

原告較有利。Dabuccino 系爭商品為 T 恤上衣、別針及其他新穎小物，Starbucks 亦

提供這些商品。前揭商品通常體積較小且價值相對較低，消費者很可能於購物時，

不會如其對於較大型、價值較高之商品一般詳細審視，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機率亦

提高。最後，被告欲侵害原告商標權之意圖已昭然若揭。被告在推廣其 Dabuccino

商品時，顯然企圖將侵權物與 Starbucks 商標做連結，甚至於 Dabuccino 商品附上上

                                                 

281
 15 U.S.C. § 1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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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侵權標誌之真品證明書（Certificate of Authenticity）。 

（三） 系爭金額總額（the sum of money at stake） 

法院判斷是否做成缺席判決之考量因素之一為爭議金額總額與侵權行為之嚴重

性兩者間之衡平。當系爭金額總數過於龐大或與被告之侵權行為相較顯不合理，法

院不宜做成缺席判決。 

本案中法院認為原告所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合理。由於被告並未盡其法庭協

力義務，於訴訟程序中亦未提出答辯，而許多因侵權行為導致實質損害之證據係掌

握於原告手中，被告無法支配、取得該證據，原告於此情形則難以確定其實質損害

額，故應准予法定損害賠償（statutory damages）。原告另依藍能法請求 99,000 美元

之補償性損害賠償（compensatory damages）。因被告 Landgraf 自共同被告 Hitman 

Glass 獲得 99,000 美元製造侵權物之報酬，今原告請求同等金額之實質損害，亦為合

理。 

最後，法院認為原告依藍能法第 35 條 a 項請求補償律師費用為合理，但並未論

及其如何認定藍能法第 35 條 a 項所稱得給予勝訴之一方合理之律師費用之特殊情

況。 

（四） 重要事實（material facts）是否有爭議之可能性 

由於兩造雙方之商標、標誌具高度相似性，對於商標圖樣之設計應無爭議。其

次，由於原告之商標於美國境內較被告為著名，並享有廣大之普遍性（ubiquitous），

該侵權之 Dabuccino 商品更特別使「其靈感取自美國最喜愛之冷凍咖啡飲料之一，這

一杯受到多數人之高度歡迎並可輕易與之產生連結」（taking inspiration from one of 

America's favorite frozen coffee drinks, this cup is hugely popular with most people and 

easily relatable）宣傳標語，被告顯然已使用原告之商標並意圖侵害原告之商標權。

又基於前述爭議問題皆容易查明、確定，似乎不太可能有重大事實上之爭議產生。 

（五） 被告之缺席是否可歸因於可原諒之疏忽 

法院認為被告之缺席看來並不像有正當事由之可原諒之疏忽。原告提起訴訟之

訴狀於 2016 年 8 月 1 日送達於被告，但被告於法庭審理過程中，從未出席，亦未提

出其主張或答辯，其具有阻卻疏失事由之可能性應為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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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法院須根據是非曲直做出決定 

綜合以上情況考量，由於被告未對員告之訴訟上主張為回覆，法院認為應准許

做成缺席判決。 

二、 救濟 

原告請求法院做成永久禁制令，另依著作權法請求 300,000 美元之法定損害賠

償，並依藍能法請求 99,000 美元之補償性損害賠償，以及附隨之律師費用。 

永久禁制令之做成，可禁止被告製造、使用、販售、為販賣之要約、將商品進

口至美國、展示、廣告行銷任何利用原告商標之產品或服務。為使法院做成永久禁

制令之許可，Starbucks 須證明其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法律所規定之救濟，如金錢

賠償，不足以彌補該損害、綜合考量原告與被告所受利益與不利益，一符合平等原

則之救濟應被准許；以及該永久禁制令之做成並不會破壞公共利益。 

法院認為 Starbucks 未能證明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Starbucks 則提出抗辯，敘明

其恐因被告之侵權行為面臨預期顧客之流失，以及商譽及名聲受損。然其並未證明

前揭損害與被告行為之因果關係，而僅以消費者在社群媒體上之言論佐證證明消費

者心中已對 Dabuccino 商品與 Starbucks 商標做出連結，並無法支持其因被告之侵權

行為而導致不可回復之損害之主張。另外，Starbucks 亦未充分陳述法律所規定之救

濟，如何不足以彌補其所宣稱之損害。綜上，Starbucks 不符前述四項得做成永久禁

制令之要求，故其永久禁制令之聲請應被否准。又，如前所述，Starbucks 依藍能法

及著作權法請求共 399,000 美元之損害賠償，為法院所准許。 

當訴訟上之一方欲請求法定律師費用，其金額計算依據為加州當地規則第 55 條 

之 3
282。承上，原告所能獲得之損害賠償金額共為 399,000 美元，依當地規則第 55

                                                 

282
  Local Rules of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L.R. 55-3 Default Judgment - Schedule of Attorneys’ Fees. When a promissory note, contract or 

applicable statute provides for the recovery of reasonable attorneys’ fees, those fees shall b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hedule:  

Amount of Judgment  Attorneys’ Fees Awards  

$0.01 - $1,000   30% with a minimum of $250.00  

$1,000.01 - $10,000  $300 plus 10% of the amount over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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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3 規定，若本案判決金錢給付之金額超過 100,000 美元，則受給付之一方可獲

得「一固定數額 5,600 加上超過 100,000 美元部分之 2%」。按此計算方式，本案原

告可獲得之律師費用為 11,580 美元。283
 

綜上所述，法院准許原告對被告之缺席判決聲請，同時亦准許其損害賠償與律

師費用共 410,580 美元之請求，但否准其所聲請之永久禁制令。 

第二款 Gucci America, Inc. v. Guess, Inc. 

2009 年五月，原告 Gucci America, Inc.（以下簡稱 Gucci）對被告 Guess, Inc（簡

稱 Guess）以及其他七位共同被告284
Marc Fisher Footwear LLC（簡稱 Marc Fisher）、

Max Leather Group/Cipriani Accessories, Inc.（簡稱 Max Leather/Cipriani）、Sequel AG

（簡稱 Sequel）、 L & M Associates L.P.（簡稱 L & M）、Vixa Optique, Inc.（簡稱Vixa）、 

Signal Products, Inc.（簡稱 Signal），以及 Swank, Inc.（簡稱 Swank）根據藍能法第

32 及 43 條（15 U.S.C. § 1114 與 15 U.S.C. § 1125）及紐約州一般商法（New York 

General Business Law）第 360-L 條提起商標侵權訴訟，主張被告侵害或仿冒其所有

之四個商標以及一商業外觀（trade dress），並將前揭商標與商業外觀使用於超過一千

個存貨單位（stock keeping units）。 

本案系爭商標涉及五個 Gucci 之設計：綠紅條紋式樣「 」、重複之 GG 圖樣

「 」、鑽石花紋商業外觀「 」、G字母設計「 」及手寫體 Gucci「 」。

本文僅著墨於商標侵權、仿冒、侵害商業外觀、來源指示錯誤、商標淡化部分，至

於涉及不公平競爭、兩造雙方各自主張撤銷對方商標部分，以及被告之肯定性答辯

（affirmative defense）285，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原告對於前揭侵權行為乃依藍能法及紐約州法請求法院做成禁制令及損害賠償給付

判決。 

                                                                                                                                                   

$10,000.01 - $50,000 $1200 plus 6% of the amount over $10,000  

$50,000.01 - $100,000  $3600 plus 4% of the amount over $50,000 

283
  5,600 + (299,000 x 2%) = 11,580. 

284
  七位共同被告皆為 Gucci 之商標被授權人。 

285
 被告之阻卻責任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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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標侵權 

侵權行為是否成立之判斷標準為，首先須確認原告之商標是否受到商標法保護，

其次則認定被告之商標使用是否可能造成消費者對於被告之商品來源或贊助

（sponsorship）產生混淆誤認。 

原告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並未註冊商標，若原告欲成功依藍能法第 43 條 a 項主

張商業外觀之侵害，其必須證明「該商業外觀已透過第二重意義獲得識別性」、「被

告與原告之商業外觀存在混淆誤認之虞」286，以及「該商業外觀不具功能性」。法院

認為 Gucci 可主張商標侵權混淆誤認之前提限於「售後混淆」（post-sale confusion）

之情況。售後混淆係指一可能購買該物之買家，當其知悉公眾可能會被侵權商品誤

導或欺騙，但為了能用較低之價格購得相同名聲之商品，其仍選擇購買該侵權商品

而非正品。於此情況，消費者自始至終皆未因商標侵權人之行為而有混淆誤認之情

事。 

另外，四個系爭 Gucci 商標最遲已於 2006 年註冊而其商標權為有效存續，Gucci 

依 15 U.S.C. § 1065 及 1115(b)
287對其享有排他性之所有權。其他法院亦認定 Gucci

之綠紅條紋式樣以及重複之 GG 圖樣為強健之著名商標，受到美國商標法完全而周

密之保護。288
 

（一） 原告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係受到美國商標法保護 

自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觀之，其用於鑽石花紋商業外觀之廣告支出金額龐大，多

                                                 

286
 為使法院認定侵權結果確實存在，原告對於混淆誤認之證明必須達到「有混淆誤認之或然性

（probability）」，而非僅是「有混淆誤認之可能性（possibility）」。 

287
 15 U.S.C. §1115(b)或稱藍能法第 33 條部分條文：To the extent that the right to use the registered mark 

has become incontestable under section 1065 of this title, the registration shall be conclusive evidence of 

the validity of the registered mark and of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mark, of the registrant's ownership of the 

mark, and of the registrant's exclusive right to use the registered mark in commerce. Such conclusive 

evidence shall relate to the exclusive right to use the mark 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or services 

specified in the affidavit fil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065 of this title, or in the renewal 

application fil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059 of this title if the goods or services specified in the 

renewal are fewer in number,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or limitations in the registration or in such 

affidavit or renewal application.  

288
 Gucci America, Inc. v. Guess, Inc. et al, 868 F.Supp.2d 207 (S.D.N.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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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媒體並主動報導，商品銷售上亦為成功，且原告對於該商業外觀之排他使用已超

過 50 年，法院認為系爭鑽石花紋商業外觀對消費者及商業交易上而言，有強大之第

二重意義，也因此，被告才會有動機如此仔細的抄襲原告之商業外觀。其次，法院

認定構成鑽石花紋商業外觀之元素組合對上有該商業外觀之商品之使用或目的並非

必要，故系爭鑽石花紋商業外觀不具功能性。 

（二） 被告之四連環（Quattro）G 圖樣與原告之重複之 GG 圖樣及鑽石

花紋商業外觀於特定之使用下，有混淆誤認之可能性 

本案法院參考五個判斷因素，一一檢視兩造雙方前述系爭商標及商業外觀於並

列觀察之情況下，有無混淆誤認之可能性。 

1. 原告商標之力量（strength） 

有銷售及廣告記錄為證，顯示重複之 GG 圖樣及鑽石花紋商業外觀之重要性，

此部分顯然對原告有利。 

2. 兩造雙方商標之近似度   

簡言之，被告之四連環（Quattro）G 圖樣「 」與原告之重複之 GG 圖樣

「 」自一些外觀細節觀之，有部分近似，亦有部分不近似，而法院認為視覺

上兩商標近似之層面較多（但此部分並非顯著的對原告有利）。惟當兩商標係以咖啡

/米色之配色呈現在一雙色調之帆布背景，且兩邊之字母 G 之間隙皆以顏色塗滿時，

被告之四連環 G 圖樣與原告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又較其與重複之 GG 圖樣更為近

似—此部分顯著的對原告有利。 

3. 競爭之鄰近程度（Competitive Proximity） 

被告 Guess 抗辯其目標市場與原告 Gucci 不同，其目標中價位之消費市場，Gucci

則為高價位。惟如前所述，法院認為本案原告可主張商標侵權混淆誤認之前提限於

「售後混淆」（post-sale confusion）之情況，而在售後混淆之前提下，目標銷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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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般社會大眾是否會混淆誤認兩商標之來源。 

Gucci 並無轉移戰地目標中價位消費市場之計劃，然目標消費族群之改變在時尚產業

係一稀鬆平常之概念，一般消費者並無法預測 Gucci 是否可能另推出一系列中等價

位之商品，因此亦可能誤以為上有 Guess 四連環（Quattro）G 圖樣之商品係 Gucci

之新系列中價位商品。法院依此要件做出稍微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4. 實際混淆 

原告對被告 Guess 之四連環（Quattro）G 圖樣與原告之重複之 GG 圖樣是否有

實際混淆之事證，無法提出證據，惟由 Gucci 委託之調查專家 George Mantis 所做之

消費者調查報告顯示，上有 Guess 之四連環（Quattro）G 圖樣，背景為咖啡色/米色

配色之男性斜背包，與 Gucci 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相比較，其淨混淆率（net confusion 

level）達 15.6%。此報告可被認為係前揭商標實際混淆之證明。法院對於此項因素（實

際混淆）針對鑽石花紋商業外觀部分，做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又，根據法院先前

所為之事實調查顯示，Guess 在開發、設計其四連環 G 圖樣時係刻意模仿、抄襲 Gucci

之重複之 GG 圖樣與鑽石花紋商業外觀，法院依此推定 Gucci 之前揭兩商標有受到實

際混淆之情事。 

5. 被告之意圖及其是否為惡意 

承上，Guess 係惡意仿照 Gucci 之重複之 GG 圖樣與鑽石花紋商業外觀，其亦因

此多次收到 Gucci 寄發之警告狀（cease and desist letter，類似我國之存證信函）。 

綜上，法院做出結論，認為當被告之四連環 G 圖樣係呈現於咖啡色/米色配色（淺

米色背景配上深棕色設計）之背景時，與原告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有使公眾混淆誤

認之可能性。289自原告之侵權主張整體而言，Gucci 則成功舉證並獲得法院之有利認

定。惟其侵權主張僅及於本案判決所列附件 A 中之特定存貨單位（SKU）及顏色組

                                                 

289
  若被告之四連環 G 圖樣非呈現於咖啡色/米色配色之背景，則其四連環 G 圖樣商品給人之整體印

象與原告相去甚遠。被告之商品通常為亮色或螢光色系，閃亮而華麗，且透過明星代言、廣告，

被告已成功對消費者傳達“Guess Girl”之形象。故，非臚列於附件 A 中之 SKU 之商品（侵權商

品），其與原告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或重複之 GG 圖樣造成混淆誤認之可能性甚低，即不會侵害

到前揭商標/商業外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114 - 

合之商品。290
 

（三） 被告 Marc Fisher 使用綠紅條紋可能導致一般公眾對其與原告之

綠紅條紋式樣混淆誤認 

原告提出證據證明被告 Marc Fisher 明知且惡意抄襲原告之綠紅條紋式樣。本案

法官認為此行為惡行重大，毋須按照前述五項要件一一檢視即可認定被告使用之綠

紅條紋與原告之綠紅條紋式樣可能造成混淆誤認。惟，法院仍認為此部分對原告之

保護須採限縮之嚴格認定。 

條紋圖樣係「基本款」式樣，任何品牌應得以使用，然當特定之條紋結構/配置

（configuration）具有識別某品牌之功能時，該特定條紋即具有排他性—原告之綠紅

條紋式樣即為如此。惟，對於原告綠紅條紋之保護須限縮在綠-紅-綠之顏色，一旦顏

色更動，即不在保護之列。被告 Marc Fisher 於 2008 年開始使用綠-紅-綠條紋圖樣於

其設計及製造之男性鞋款，同年年底被告指示工廠將鞋子之條紋顏色改為棕-紅-棕。

法院則認為此替換後之條紋顏色在視覺上與原告之綠-紅-綠條紋並不相似；因此，已

改為棕-紅-棕條紋之商品不會造成他人之混淆，恐造成混淆誤認之侵權商品僅限於本

案判決所列附件 B 中之特定存貨單位（SKU）之商品。 

 

（四） 被告 Guess 使用特定之「方型 G」設計可能導致一般公眾對其與

原告之 G 字母設計混淆誤認 

1. 原告商標之力量：原告之 G 字母設計商品之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例最低，且

原告花費於 G 字母設計商標之廣告費用亦為其商標中最低，又原告無法提出消費者

認識度（consumer recognition）之調查報告，故法院認為原告之 G 字母設計商標為

一強度較弱之商標。 

2. 兩造雙方商標之近似度：法院認為除了 SKU 為 913019 之 Guess 皮帶、Guess 

“Misty” 鞋款與 “Scraps” 鞋款，Guess 之方型 G 與 Gucci 之 G 字母設計並不相似。 

3. 競爭之鄰近程度：因原告之 G 字母設計商標為一強度較弱之商標，且被告 Guess

之方型 G 大致上與之並不近似，故兩商標競爭之鄰近程度低，此結論對 Guess 較為

                                                 

290
  法院認為原告之利潤請求應僅限於被告自本判決所列附件 A 中之特定存貨單位（SKU）之商品

所獲得之利潤，故其商標侵權主張亦僅及於附件 A 所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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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 

4. 實際混淆：原告並未提出任何實際混淆之證據。 

5. 被告之意圖及其是否為惡意：法院認定 Guess 並未刻意抄襲 Gucci，其使用方型

G 並非出於惡意，此結論對 Guess 有利。 

綜上，法院認為，Guess 對於方型 G 商標之使用，僅使用於 SKU 為 913019 之 Guess

皮帶、Guess “Misty” 鞋款與 “Scraps” 鞋款三種商品時，方可能造成售後混淆。291
 

（五） 被告 Guess 使用手寫體「Guess」並無使公眾混淆誤認之可能 

1. 原告商標之力量：有鑒於草寫體於時尚產業係非常常見之字體，唯一可識別原

告之手寫體 Gucci 商標來源者為「Gucci」文字本身。另外，Gucci 亦承認，若 Guess

之手寫體商標並無附加底線（如圖示）「        」，即不構成侵權。由此可見原告

之商標為一強度較薄弱之商標。 

2. 兩造雙方商標之近似度：如前所述，手寫體 Guess 商標與手寫體 Gucci 商標並不

近似。 

3. 競爭之鄰近程度：承前述，原告之手寫體 Gucci 商標強度較薄弱，兩商標競爭

之鄰近程度低，此結論對 Guess 較為有利。 

4. 實際混淆：原告並未提出任何關於在銷售後之情境，一偶然之觀察者（casual 

observer）有任何將手寫體 Guess 商標誤認為手寫體 Gucci 商標之具體事證。 

5. 被告之意圖及其是否為惡意：法院認定 Guess 在形成其手寫體 Guess 商標時並

未有抄襲 Gucci 之惡意。 

綜上，法院做出結論，認定 Guess 之手寫體 Guess 商標並無導致混淆誤認之任

何可能，因此原告對手寫體 Guess 商標依藍能法及紐約州一般商法主張之商標侵權

以及來源指示錯誤不成立。 

 

                                                 

291
  鞋子上之方型 G 商標，上面亦有“Guess”字樣，惟法院認為，於通常之銷售後之情境中，一般

公眾往往對於商品僅是偶然、不經意觀看，會注意到“Guess”字樣之可能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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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標淡化 

（一） 聯邦商標淡化法之保護 

唯有著名商標方受到藍能法之模糊化保護。因此，法院須先判斷係爭商標是否

為著名商標，方能認定其是否適用藍能法。判斷時須考量 15 U.S.C. §1125(c)(2)(A)

所明定之四項要素292（如本文第二章所述）：「商標廣告行銷之期間長度、廣度及地

理範圍」、「商標指定之商品或服務銷售之數量、體積與地理範圍」、「公眾實際認識

該商標之程度」、「該商標是否已依 1881 年及 1905 年商標法註冊，或於主登記簿上

（principal register）獲准註冊」。通過商標著名與否之檢驗後，Gucci 須依 15 U.S.C. 

§1125(c)(2)(B)證明「Guess 係於商業上使用其商標」、「Guess 之使用系於 Gucci 商

標成為著名商標後」，以及「Guess 之使用可能導致真正之 Gucci 商標模糊化而造成

淡化」，以受到聯邦淡化法之保護—此舉證要件與前述 Starbucks v. Hitman Glass 案

之判斷淡化之標準相同。再者，為認定前揭第三個要素「侵權行為人之商標使是否

可能導致著名商標之模糊化」，法院得依 15 U.S.C. § 1125(c)(2)(B)所列六個判斷因素

293（亦與前案同）：「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與著名商標近似之程度」、「著名商標之固

有或後天識別性之程度」、「著名商標之所有人致力於商標排他性使用之程度」、「著

名商標之識別度」、「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之使用者是否意圖製造或引起兩商標間之

聯想」、「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與該著名商標間是否有實際聯想之事證」為審查。 

                                                 

292
 同註 14。 

293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mark possesses the requisite degree of recognition, the court may consider all 

releva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i) The duration, extent, and geographic reach of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of the mark, whether 

advertised or publicized by the owner or third parties. 

(ii) The amount, volume, and geographic extent of sales of goods or services offered under the 

mark. 

(iii) The extent of actual recognition of the mark. 

(iv) Whether the mark was registered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81, or the Act of February 20, 

1905, or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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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紐約州一般商法第 360-l 條294之淡化保護 

依紐約州法院實務見解，原告須證明「其所擁有之商標為一強而有力、具有識

別性或已獲得第二重意義之商標，以致擁有該商標之原告之商業名稱與原告之關係

已深植公眾心中，使該商標具有識別原告與其他人所售之商品之功能」，以及「原告

之商標有因模糊化或污損化而造成淡化之可能性」。 

本案中法院在判斷商標是否因模糊化而有遭受淡化之可能性時，檢驗以下六個

要件：「兩商標之近似度」、「商標所指定使用商品之類似度」、「消費者之世故/老練

（sophistication）程度」、「（被告）掠奪性（predatory）意圖之存在」、「前商標之著

名程度」、「後商標之著名程度」。若法院於個案中發現兩商標在本質上並不近似或並

無相當程度之近似，則不須繼續檢視後續其他五個要件，商標淡化之主張不成立。 

（三） 本案之淡化認定 

1. 被告 Guess 使用四連環 G 圖樣恐導致原告商標（重複之 GG 圖樣及鑽石花紋商

業外觀）因模糊化而淡化 

如本文前於 Starbucks v. Hitman Glass 案中述及，法院在判斷被告之商標使用是

否可能導致原告之相同或近似商標因消費者心中對原告商標連結之模糊化而導致商

標淡化，得考量六個因素：「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與著名商標近似之程度」、「著名商

標之固有或後天識別性之程度」、「著名商標之所有人致力於商標排他性使用之程度」、

「著名商標之識別度」、「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之使用者是否意圖製造或引起兩商標

間之聯想」、「系爭標誌或商業名稱與該著名商標間是否有實際聯想之事證」。現就被

告 Guess 使用四連環 G 圖樣，按前揭六因素，一一論述如下： 

(1) 商標近似之程度：如同上開對系爭商標/商業外觀是否有使公眾混淆誤認之虞部

                                                 

294
  原文：Likelihood of injury to business reputation or of dilution of the distinctive quality of a mark or 

trade name shall be a ground for injunctive relief in cases of infringement of a mark registered or not 

registered or in cases of unfair competition, notwithstanding the absenc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or the absence of confusion as to the source of goods or services.  

依本條規定，原告得請求禁制令之前提為「恐致商譽損害或商標/商業名稱之識別性淡化」，該

著名商標是否註冊、兩造雙方是否為競爭關係，以及商品或服務來源是否遭混淆誤認，皆非所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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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討論，法院於「商標近似」指標作出對原告較有利之認定。 

(2) 商標之識別性：法院認為原告之重複之 GG 圖樣與鑽石花紋商業外觀皆具有高度

識別性。 

(3) 商標之排他使用：證據顯示 Gucci 係重複之 GG 圖樣與鑽石花紋商業外觀唯一合

法之使用者，且其對前揭商標/商業外觀之仿冒者亦積極採取法律行動，可證明

Gucci 對系爭商標之排他使用。 

(4) 商標之識別度（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mark）：根據法院之事實調查，原告耗費

數百萬美元以推廣前揭商標/商業外觀，並售出價額高達數十億美元，上含有前

揭商標/商業外觀之商品，法院因此認為兩者具有高度識別度。 

(5) 被告是否具有欲製造或引起兩商標間聯想之意圖：證據顯示 Guess 在設計、開發

其置於咖啡色/米色配色之四連環G圖樣時，刻意抄襲原告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

法院依此推論 Guess 意欲在消費者心中建立其四連環 G 圖樣與原告之鑽石花紋

商業外觀之連結。 

(6) 商標之實際聯想：法官自“Macys.com”網頁看到消費者對 Melrose 運動鞋之評論，

因而認定被告 Guess 對於咖啡色/米色配色背景之四連環 G 圖樣之使用已造成些

許之實質淡化。然，法官亦表明，因網站上評論者之身分不明，且其評論之內容

亦未確定針對四連環 G 圖樣與 Gucci 之比較，此證據強度薄弱，僅些微對原告

有利。 

綜上，法院做出結論，被告 Guess 使用四連環 G 圖樣於咖啡色/米色配色背景，

可能導致原告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因模糊化而造成淡化（如同法院於商標侵權部分

做出之認定，若該四連環 G 圖樣係使用於其他配色之背景，則其視覺上與 Gucci 之

鑽石花紋商業外觀係可充份區別的，因此將不構成淡化之虞）。 

2. 被告 Guess 使用綠紅條紋恐導致原告之綠紅條紋商標）因模糊化而淡化 

(1) 商標近似之程度：原告及被告所使用之綠-紅-綠條紋實質上相同。 

(2) 商標之識別性：根據 Guess 之證人之證詞，綠-紅-綠條紋商標係一強度高之商標，

其可作為 Gucci 清楚之識別，何況 Gucci 之綠-紅-綠條紋商標已註冊逾五年，其

商標識別性無可爭議。 

(3) 商標之排他使用：被告 Marc Fisher 之男性鞋款首席設計師 Paul Vando 表明其有

見過其他公司於市場上使用綠-紅-綠條紋，Marc Fisher 之執行長 Marc Fisher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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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類似表述。惟，兩人皆無法提供其所言之實體商品或其他使用證據。法院因此

認定此要件部分對兩造雙方皆非有利亦無不利。 

(4) 商標之識別度：觀原告數十年來投入大量之廣告、相當可觀之媒體主動報導以及

其綠紅條紋商品之銷售量，法院做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5) 被告是否具有欲製造或引起兩商標間聯想之意圖：法院對案件事實為深入調查後

發現，被告 Marc Fisher 係刻意抄襲 Gucci 之綠-紅-綠條紋商標，因此即推定 Marc 

Fisher 意圖引起消費者對於 Marc Fisher 商品與 Gucci 商品之連結。至於 Guess

雖然在後續透過 Marc Fisher之外部律師通知 Marc Fisher 將其所生產之綠紅條紋

鞋款自市面上回收，然 Guess 最初確實知悉該綠紅條紋為 Gucci 之表徵，卻仍批

准 Guess 之綠紅條紋鞋款之生產，由此可推論 Guess 意圖將自身商品與 Gucci 之

綠紅條紋連結。 

(6) 商標之實際聯想：兩造之商標相同，故推定有實際聯想及實質淡化。 

綜合考量前揭要素，特別是被告刻意抄襲之明顯證據與原告之綠紅條紋為其來

源指示之識別度，法院認定 Guess 之綠紅條紋商標使用有高度之可能性造成 Gucci

之綠紅條紋商標因模糊化而淡化。 

3. 被告使用方型 G 及手寫體 Guess 商標導致原告商標因模糊化而淡化之可能性低 

法院進行事實調查發現，Gucci 之 G 字母設計於 Guess 推出其方型 G 設計時並

非著名，故 Gucci 對 Guess 之方型 G 主張藍能法上淡化侵權自始不成立。因原告之

G 字母設計並非強建（高強度）之商標，其援引紐約一般商法第 360-l 條亦宣告失敗。 

如同判斷商標侵權，法院在判斷被告之商標使用是否構成淡化侵權時，並不需要將

前揭所有六個判斷要素一一納入考量。本案法院認為手寫體 Guess 商標所創造之整

體商業印象與 Gucci 不同，且視覺上與手寫體 Gucci 商標並不近似，故無論於藍能法

或紐約一般商法第 360-l 條之下，被告使用手寫體 Guess 商標造成手寫體 Gucci 商標

之模糊化而產生淡化現象之可能性低。 

三、 商標仿冒 

法院實務統一見解為，商標仿冒僅限於整個商品商品完完全全抄襲之情況。依

此標準，原告之仿冒侵權主張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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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救濟 

（一） 禁制令 

U.S.C. § 1116(a) （藍能法第 34 條）規定，法院有權依衡平原則及其認為合理之

條件，對違反藍能法之被告做出禁制令之裁定。 

本案法院根據其於商標侵權及淡化部分做出之結論，推定原告承受不可回復之

損害，其商譽、品牌之特殊性，以及在市場上控制其聲譽之能力下降。由於前揭損

害難以量化或全然以金錢給予之方式救濟，法院認為，原告在法律上欠缺充足之救

濟。 

被告在市場上使用其他多元之設計亦為成功，若令其停止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原告特

定商標之標誌，亦不會造成其負擔過重或使其受有損害。反觀原告，基於衡平考量，

其並無義務忍受另一品牌使用與其近似至有混淆誤認之虞之商標。最後，此永久禁

制令之做成，係對公共利益有正面影響。禁止被告為侵權及淡化使用行為，使兩造

雙方各自之品牌得以清楚地將其品牌核心特質傳達予公眾。綜上，法院准許原告永

久禁制令之請求，禁止 Guess 使用四連環 G 圖樣、綠紅條紋式樣，以及特定之方型

G 商標。 

（二） 金錢救濟 

1. 原告之實質損害 

原告得請求金錢救濟之法律依據為 15 U.S.C. § 1117(a) （藍能法第 35 條）。若欲

請求實質損害之回復，原告原則上須證明因被告違反藍能法之規定而造成消費者實

際混淆誤認或受到欺騙。其損害包括銷售額之減少、合理之權利金，以及對品牌價

值之損害。295若原告無法證明消費者實際混淆誤認，其可將舉證重心轉向侵權者之

行為之欺瞞之意圖，法院即將行為人之惡意轉換推定296消費者有實質上混淆誤認之

情事。另外，當被告具有惡意欺騙之意圖（willful deceptiveness）297並獲有不公平利

                                                 

295
 Gucci America, Inc. v. Guess, Inc. et al, supra note 287. 

296
 被告可舉證推翻法院之推定。 

297
 被告具有惡意欺騙之意圖不得作為唯一之考量因素，其需與其他因素，如：「被告自其不法行為獲

利之確定程度」、「原告是否有其他救濟管道，及其救濟是否足夠」、「特定被告於實施侵權行為時

之角色」、「原告之懈怠（laches）」、「原告不潔之手（unclean hands）」合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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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為遏止更近一步之惡意侵權，原告得請求被告所獲之利潤。 

2. 合理權利金 

本案原告對於其所受實質損害並無證據，因此僅能根據銷售額之減少與品牌價

值損害來臆測實質損害。於此情況，唯一可能回復原告所受實質損害之方式為合理

權利金之給予。Gucci 所聘請之損害估算專家 Basil Imburgia 提出一假設之權利金來

估算 Gucci 所受之實質損害。惟法院認為 Imburgia 之分析係具高度臆測性298，而原

告僅提出此一證明，其舉證責任未達，合理權利金之請求為法院所否准。 

3. 被告所獲利潤 

原告可享有被告於商業上使用四連環G圖樣於咖啡色/米色配色背景以及綠紅條

紋所獲之利潤。承前述，法院總結其發現，認定被告之四連環 G 圖樣搭配咖啡色/

米色背景係有意、惡意抄襲原告之鑽石花紋商業外觀。原告因此得請求被告販售附

件 A 所列之侵權商品所獲之利潤299：Signal 1,834,503（以下單位皆為美元）；Max 

Leather/ Cipriani 24,701；Swanks 18,791；Guess 自其非販售鞋類之被授權人獲得權

利金 805,886，以及 Guess 自其皮帶、皮夾及鞋子零售所獲利潤 202,598–前述金額

細排除 Guess 手提包零售之利潤，共計 2,886,479 美元。 

至於 Guess 手提包零售部分，由於 Guess 並無保存不同顏色手提包銷售之分類

記錄，法院自行研擬認定其獲利金額之方法。法院瀏覽 Guess 之零售網站，檢視其

隨時間之推移所推出可供販售之商品之圖片，接著認定附件 A 所列之商品 SKU 有

多少件係於零售網站上販售。隨後，法院以被告 Signal 為指標，以 Signal 所販售每

一顏色之侵權商品之銷售額為分子，Signal 該產品整體銷售額為分母，計算出比例，

並將此比例套用於 Guess 手提包零售部分，由此得出 Guess 手提包零售所獲利潤為 

1,018,591 美元。 

被告 Marc Fisher 使用綠紅條紋商標所獲利益為 28,349 美元。證據亦顯示 Marc 

                                                 

298
 Imburgia 所假設之前提為，Gucci 推出一價位較低「淡化系列」（diffusion line）商品，如 “Gucci 

Designs by Guess”，惟證據顯示 Gucci 絕不可能從事如此不符經濟效益之行為。其次，Imburgia

忽略 Guess 目前之被授權人可藉由稍為更動其標誌設計來避免支付權利金給 Guess。 

299
 關於利潤之計算，Imburgia 將銷售總金額減去與設計、製造商品及其銷售息息相關之費用。法院

再將以此方式計算而得之數據減去房屋佔用成本（store occupancy costs）得到數位被告所獲利潤

之初步數據，最後認定 Gucci 只得請求附件 A 所列 SKU 商品之販售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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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所販售上有四連環 G圖樣之商品，其銷售額為3,603,220，保留利潤為 427,834，

支付Guess之權利金為 252,225。原告得請求Marc Fisher所獲利潤為 456,183 美元300，

得向 Guess 請求之總金額為 2,279,300 美元。301
 

 歐盟及其國家關於商標淡化救濟之商標法規範與第二節

司法實務 

第一項 德國 

德國商標法對於一般商標侵權與著名商標侵權之救濟，規定並無不同。當商標

權受侵害時，其所有權人得請求法院核准一禁止令（ cease and desist order），並

可請求損害賠償以及為計算所受損害所需之資訊。另外，原告須舉證證明被告係故

意或過失侵權。302商標法第 18 條303並賦予商標所有權人得主張侵權商品或包裝之銷

毀。同法第 19 條304則規定，商標所有權人有資訊請求權，其有權利知悉侵權商品或

服務之來源或銷售管道，以及侵權行為人因其行為所獲得之利潤。 

                                                 

300
 28,349 + 427,834 = 456,183. 

301
 805,886 + 202,598 + 1,018,591+ 252,225 = 2,279,300. 

302
 德國商標法第 14 條第 6 項、第 15 條第 5 項，以及德國民法第 242 條皆明定故意或過失侵權責任，

或敘明行為須以善意（good faith）為之。 

303
 Section 18: 

(1)  The proprietor of a trade mark or of a commercial designation may claim against the infringer in 

cases falling under sections 14, 15 and 17 requir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oods owned or held by 

the infringer that are unlawfully identified. Sentence 1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supplies 

and equipment held by the infringer which have primarily served to unlawfully identify the goods.  

(2)  The proprietor of a trade mark or of a commercial designation may claim against the infringer in 

cases falling under sections 14, 15 and 17 requiring the re-call of unlawfully-identified goods or 

their permanent removal from sale.  

(3)  The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subs. 1 and 2 shall be ruled out if the claiming is disproportionate in 

individual cases.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shall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examining proportionality. 

304
 Section 19: 

(1) The proprietor of a trade mark or of a commercial designation may demand from the infringer in 

cases falling under sections 14, 15 and 17 to be promptly informed of the origin and the sales 

channels of unlawfully-identified goods o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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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侵權權利主張之過程，在德國法上，通常係由商標權人寄送載有禁止要求

之警告信，警告侵權行為人若其違反契約義務，將面臨違約罰則之不利益。若行為

人不停止其商標侵權行為或未提出不再續行聲明及契約違約金之擔保，商標權人可

尋求法院為禁制令之初步救濟。惟欲符合禁制令之聲請條件，聲請人必須具備三項

要件：具有行使其所宣稱商標權之資格、具有以禁制令保護其權利之必要，以及須

表明聲請禁制令之理由。305
 

關於損害部分，原告可自三種計算損害之方式中擇一，視其決定而採取所失利

潤之回復、侵權者所獲利潤，或合理權利金。306以侵權者所獲利潤而言，德國現行

判例法在特殊、例外之情況下（該成本及費用可直接歸屬於系爭侵權物品時），方允

許侵權者將成本及費用自銷售數據中扣除；於此情況下，唯有商品之製造與行銷所

產生之變動成本（ variable costs）307方能自侵權者之總銷售額中扣除。除此之外，

在認定被告因侵權行為所獲利潤數額時，侵權之一方（即被告）不得主張其侵權利

潤有部分是來自自身之商品配送、分銷（distribution activities），亦即商品製

造、生產、銷售過程中之一般管理費用 /非生產費用 /間接成本（ general 

overhead costs），不得自侵權利潤中扣除。 

第二項 英國 

第一款 救濟方式 

如同德國，英國商標法對於享有聲譽之商標，並無不同於一般商標之保護或救

濟途徑。英國商標侵權主要之救濟方式亦分為禁制令及損害賠償。原告聲請之禁制

令可能被准許之前提為，該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非為微不足道、原告之損害無法

用金錢賠償方式填補（financially compensated），以及禁制令不會對被告造成不公平/

過重之負擔（oppressive），或該侵權行為並非發生於過去，原告在未來尚有可能受到

繼續之侵害。 

損害賠償之意旨乃在回復商標所有人在侵權行為未發生之情況下，其應有之狀

態。其中一種估算損害金額之方式為，估算原告因被告販售具有競爭性之侵權商品

                                                 

305
 Weber, N. & Grabienski, K., Germany, 19 World Trademark Review, 91 (2009). 

306
 德國商標法上並無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 

307
 成本總額會隨生產、作業量之變動而成比例變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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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失之利潤，而當此估算方法不可行時，法院多以權利金形式給予原告補償，其背

後之法理為，補償原告被告本應依正當授權方式取得商標使用許可而付給原告之權

利金。 

另外，將被告所獲利潤部分賠償予原告，目的在於剝奪商標侵權之被告因不法行為

所獲之利益，以消滅其再度從事商標侵權行為之動機。金錢損害賠償與被告所獲利

潤之給予兩者為互斥，原告僅得擇一請求。實務上，因認定「純粹因侵權行為所造

成之損害」必須將其他不相關之因素如被告商品之品質、被告之行銷能力等排除，

實際操作上實為困難，故實務上原告甚少對被告所獲利潤為請求。 

除終局禁制令及損害賠償外，法院得命令被告將侵權物交付（delivery up）予原

告或命被告將侵權物銷毀。此項措施之目的在於防止被告繼續讓侵權商品在交易市

場上流通，否則禁制令之作用即遭架空而失去意義，且被告更能自其不法行為獲有

更多利潤。惟當被告被認定為可歸責時，亦可不交付侵權物予原告或自行銷毀侵權

物，改採取將侵權標誌自商品移除之措施。 

第二款 一般侵權案例 

英國之商標侵權實務運作，涉及侵權救濟之案件甚為罕見。308
32Red PLC v. WHG 

(International) Limited, WHG Trading Limited and William Hill PLC 案309（以下簡稱

32Red、WHG），原告之商標為英國之網路博弈業享有聲譽之商標。本案中由於被告

乃將原告之商標使用於相同之服務，故不涉及商標淡化，亦無英國商標法第 10 條第

3 項之適用，惟本案為英國法院實務中非常少數涉及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認定之案例，

值得吾人參考。 

本案原告受侵害之商標為兩個共同體商標，32 RED 及 32 RED 圖案，以及其英

國註冊商標 32。被告使用與原告商標相近之 32 VEGAS 於線上博弈服務。原告主張

其受到商標權利侵害時，無法證明其因被告之侵權行為而有金錢上之損失（即無法

證明其損失與被告行為之因果關係），但其援引源自英國專利案件之「使用者原則」

（user principle），主張不法使用他人財產之人，可負擔一使用之合理金額，作為對

財產所有人之損害賠償。 

                                                 

308
  Annual Review of EU Trademark Law 2013 in Review, 104 The Trademark Reporter, 657 (2014). 

309
  32Red PLC v. WHG (International) Limited, WHG Trading Limited and William Hill PLC, [2013] 

EWHC 815 (Apr. 12, 2013)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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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定此一假設之權利金所附著之授權，其期間需為實際侵權發生之期間，並且

需為一排他性授權。至於授權金之認定，法院首先欲自專家之證詞找出可作為比較

基礎之事物（comparables）310，惟法院發現其所掌握可資參考之授權權利金百分比

對於本案之幫助微乎其微。 

原告根據前述授權權利金之比較，主張被告須支付 5,000,000 歐元，即被告在侵

權期間 30%之淨遊戲收益（net game revenue）311，作為其商標使用之權利金。惟法

院並不採納前揭權利金比較之方法，而改以「被告寧使用近似原告商標之 32Vegas

名稱也不願改用其他可資替代之名稱，其所持有之期待經濟利益或經濟上之誘因」

為分析、認定之準則。 

法院結論發現，在假設性授權契約協商時，兩造雙方之協商可能因被告之轉換成本

非常低（其可在成本非常低之情況下轉向使用另一根本不會構成侵權之商標/標誌，

且對其而言並不會造成顯著不便），而導致雙方合意之授權金相對較低。因此法院最

終認定之合理權利金為 150,000 歐元，相當於被告在侵權期間淨遊戲收益 1%~1.5%。 

第三款 攀附商譽侵權案例 

關於商標淡化或被告欲搭便車而自原告享有聲譽之商標獲取不公平利益之救濟

案例，本文擬針對與英國商標法第 10 條第 3 項相關之部分簡要探討 Miss World 

Limited v. Channel 4 Television Corporation 案312。原告 Miss World Ltd（以下簡稱 Miss 

World）之商標 MISS WORLD 及 MR WORLD 為已註冊之英國商標與歐盟共同體商

標，其指定服務為第 41 類（含組織、興辦比賽；選美服務，以及與前述比賽相關之

電視節目、電影及影片製作服務）。2007 年初，被告 Channel 4 Television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 Channel 4）計畫播送泰國跨性別之 2006 年國際小姐選美比賽電視節目，

節目名稱為 Mr Miss World。在其預定播送之四天前，原告聲請禁制令，防止 Channel 

4 使用 Mr Miss World 之節目名稱。原告依英國商標法第 10 條第 1 至 3 項主張被告

之商標使用將侵害其 MISS WORLD 及 MR WORLD 商標；被告抗辯其使用涉及歐洲

                                                 

310
  本案則以被告與其他企業間之授權契約中所訂之權利金百分比為比較基礎。 

311
  即博弈遊戲之總收益減去博弈稅而得之。 

312
  Miss World Limited v Channel 4 Television Corporation (Pumfrey J; [2007] EWHC 982 (Apr. 16, 

2007) (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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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 10 條關於表意自由部分313，因

此亦有英國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第 12 條第 3 項314之適用。法院針對 MR 

WORLD 商標侵權部分，駁回原告之主張，認為此商標並未受到侵害。MISS WORLD

商標部分，原告得主張商標法第 10 條第 3 項背後之核心概念為，即使公眾未將被告

所播送之電視節目 Mr Miss World 與原告之 MISS WORLD 商標混淆誤認而認為該節

目係出自 Miss World 之製作，其仍難免會將被告之節目與原告之商品做連結，被告

之商標使用係附著於原告商標之聲譽，對原告不公。 

法官 Pumfrey 於本案中對於被告之商標使用是否會對原告造成實質損害進行認

定。Pumfrey 承認「實質損害」之證明因不同族群之公眾對於電視節目播送之內容是

否恰當，有不同之認知，故實屬困難。其似乎逕行認為著名商標之所有人應受到絕

對保護，無論被告是否僅將原告之商標作為諷刺性使用，只要被告之使用中傷上有

原告商標之商品之聲譽，即為已足。本案中法官認為被告使用 Mr Miss World 標誌之

目的，即為攀附原告之 MISS WORLD 商標之獨特性質（distinctive character）及其聲

譽以獲取不公平利益。職是之故，法官 Pumfrey 核准一中間 /臨時禁制令

（interim/interlocutory injunction）315，以限制被告將 Mr Miss World 文字使用於有關

一泰國之跨性別選美比賽「國際皇后小姐」（Miss International Queen）之電視節目。 

第三項 法國 

針對一般商標侵權之情況，法國智慧財產法第 L716-6 條以下准許法院為以下之

措施，以保障原告之權利： 

1. 給予原告損害賠償金。 

                                                 

313
 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第 1項：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is right shall include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and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public 

authority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This Article shall not prevent States from requiring the licensing of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or cinema enterprises. 

314
 Article 12(1): This section applies if a court is considering whether to grant any relief which, if granted, 

might affect the exercise of the Convention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rticle 12(3): No such relief is to be granted so as to restrain publication before trial unles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applicant is likely to establish that publication should not be allowed. 

315
 為防止可能之後續損害發生，法官在訴訟進行中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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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做成永久禁制令，以禁止侵權行為人繼續為侵權行為，若行為人對此禁制令不

予理會，其將面臨違反作為義務之罰鍰。 

3. 將侵權商品自市場回收，及/或銷毀侵權商品。 

4. 將侵權商品或與其製造、生產有關之物沒收。 

5. 將（對被告不利之判決）刊登於報章雜誌（費用由侵權行為人負擔） 

6. 命侵權行為人償還商標所有人因此產生之法律相關費用。 

至於商標淡化侵權，法國之法律條文從未出現「淡化」字眼。智慧財產法第 L713-5

條316規定，重製或模仿他人享有聲譽之商標，以致可能侵害商標所有人之權利，或

構成不正當剝削該商標者，須負民事責任。根據歐洲法院於裁判所做之決定，淡化

之風險（risk）被定義為「識別性之違犯（violation of distinctiveness）」，其係發生於

商標之吸引力被削弱以及商標通用化（trademark becomes commonplace）之情形。317

智慧財產法第 L713-5 條所涵蓋之商標侵權態樣含意甚廣，其中亦包括「寄生現象

（parasitism）」，即搭他人商譽之便車。有關商標之寄生、攀附他人商譽之案件，有

管轄權之法院為法國高等法院（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及法國商事法院

（Tribunal de Commerce），併予敘明。 

法國智慧財產法第 L716-1 條318將商標侵權（損害他人之商標權）明文限於違反

第 L713-2 條、L713-3 條及 L713-4 條之情形，並不包含 L713-5 條在內，故對享有聲

譽之商標之權利侵害，於法國商標法上，並不屬於（一般）商標侵權。若商標權人 

                                                 

316
 Article L713-5 

Any person who uses a mark enjoying repute fo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are not similar to those 

designated in the registration shall be liable under civil law if such use is likely to cause a prejudice to 

the owner of the mark or if such use constitutes unjustified exploitation of the mark. 

The foregoing paragraph shall apply to the use of a mark that is well know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referred to above. 

317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10, March 18）. Protection 

against the dilution of a trade mark, page 5. Retrieved March 3, 2017, from 

https://aippi.org/download/commitees/214/GR214france_en.pdf. 

318
  原文：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of the owner of a mark shall constitute an offense incurring the civil 

law liability of the offender. Violation of the prohibitions laid down in Articles L713-2, L713-3 and L. 

713-4 shall constitute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in a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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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主張其權利受到侵害，可依法國民事訴訟法第 808
319及 809 條320向高等法院提起訴

訟，法院將做出中間程序裁定（中間禁制令）。321又，針對商標寄生之情形，商標權

人可依法國民法第 1382 條322請求侵權行為人修補或回復其損害。323
 

承前述 Gucci 告 Guess 商標侵權、淡化案，Gucci 在美國獲得勝訴判決，惟法國

法院判決 Guess 勝訴，認定造雙方間並無商標侵權、仿冒，以及不公平競爭之情事。

Gucci 在訴訟中 5,500 萬歐元（約 6,200 萬美元）之損害賠償請求被法院駁回，不僅

如此，Gucci 更被命給付 3 萬歐元（約 3 萬 4 千美元）予 Guess。法院亦廢止（nullify）

Gucci 其中三個 G 字母商標。 

第四項 義大利 

本文擬自義大利產業財產法（Italian Code of Industrial Property）上對於著名商標

之表護規範以及商標淡化之定義著墨，於本項文末再述及著名商標侵權之救濟途

徑。 

 

第一款 著名商標之保護規範 

義大利產業財產法第 12 條第 1 項 e 款與 f 款規定324，當一個商標與已在義大利

                                                 

319
  原文：In all cases of urgency, the president of the High Court may order in a summary procedure all 

measures that do not encounter any serious challenge or which the existence of the dispute justifies. 

320
  原文： The president may always, even where confronted with a serious challenge, order in a summary 

procedure such protective measures or measures to restore (the parties) to (their) previous state as 

required, either to avoid an imminent damage or to abate a manifestly illegal nuisance. 

In cases where the existence of the obligation is not seriously challenged, he may award an interim 

payment to the creditor or order the mandatory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 even where it is an 

obligation to do a particular thing. 

321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15, June 07）. Taking unfair 

advantage of trademarks: parasitism and free riding, page 10. Retrieved March 3, 2017, from 

http://aippi.org/wp-content/uploads/committees/245/GR245france.pdf. 

322
  原文： Every act whatever of man that causes damage to another, obliges him by whose fault it 

occurred to repair it. 

323
  Supra note 315, at 26. 

324
  Article 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129 - 

註冊或在義大利為有效之前商標相同或近似，使用於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當該前

商標（若為歐盟商標）為在歐盟享有聲譽，或在義大商享有聲譽之義大利商標，若

其使用缺乏正當事由（due cause）將自前商標獲取不公平利益，或對該著名之前商

標之獨特性質（distinctive character）或聲譽有所損害，此後商標不具新穎性（novelty）；；

對於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2 所認定之著名商標，亦有前項之適用。產業財產法第 12 條

f 項與 g 項之成立，並非建立在商標之註冊與使用上，亦即，該前商標僅須在後商標

提出註冊申請日時，於義大利國內為著名即可，至於其是否已註冊或已使用，則非

所問。惟，一商標必須具備新穎性、獨特地位（distinctive capacity）與其他法定要件，

方能合法註冊。325同法第 20 條第 1 項 c 款326賦予註冊商標所有人排他性之商標使用

權。商標所有人可防止第三人於交易過程中未經其同意使用與該他人享有聲譽商標

相同或近似之標誌。就算使用於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只要該無正當理由之使用將

招致不公平利益，或對該著名商標之獨特性質或聲譽有所損害，即在第 20 條第 1 項

                                                                                                                                                   

1.  Signs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as trademarks if as of the date of filing of the application any of the 

following applies: 

e)  they are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a trademark already registered by others in the Country or having 

effect in the Country, following an application filed on an earlier date or having effect from an 

earlier date due to a right of priority or a valid claim of seniority for goods or services even if 

not similar, when the earlier trade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Community, in case of a 

Community trademark, or in the Country, and where the use of the later mark without due cause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or be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ation of 

the earlier trademark;  

f)  they are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a trademark already well known pursuant to Article 6-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for goods or services even that are 

not similar, when the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letter e) are present.  

325
 同法第 13 條及 14 條第 1 項，包含商標之通用化、商品或服務之描述性使用，或違反法律與公序

良俗等，不得註冊。 

326
 Article 20 

1.  The rights of the owner of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consist of the authority to make exclusive use of 

the trademark. The owner has the right to prevent third parties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without his consent: 

c) any sign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where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Country and 

where use of that sign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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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款禁止之列，至於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則非所問。327
 

產業財產法並未明文規範如何認定一商標是否符合巴黎公約第 6 條之 2 所稱之

著名或享有聲譽，然義大利法院多數見解似乎採前開 General Motors v. Yplon 案328之

認定標準，即著名商標須為一非常高比例之大眾所知悉，而享有聲譽之商標僅須於

特定商業或產業領域為相關人士（interested circles）所知悉即足。329該法第 30 條將

保護範圍延伸至商品 /服務之來源指示，以防止其遭寄生性之利用（parasitical 

exploitation）。此條規定不啻保護消費者，使其免於誤解商品之地理來源，更保護商

標所有權人，使其免於商譽之不公平利用－保護範圍涵蓋商標淡化以及寄生性利

用。 

第二款 商標淡化之定義 

義大利法律對於商標淡化之定義，商標淡化包含下列兩要件，僅一個要件符合

即為已足：330
 

1. 商標獨特性質之模糊化或淡化，亦即消費者心中對於原告之商標及其所對應之商品

或服務所產生之連結遭弱化。 

2. 商標商譽之污損化或淡化（稀釋），即指被告之商標使用係社會觀感不佳

（unsavory）或有害身心（unwholesome），或被告係將商標使用於較劣等或與

原告原先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所傳達予公眾之訊息不相容之商品或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義大利法律文獻及法院判決先例對淡化概念之定義，與其他國

家之法體系對於淡化之定義相較，較為廣泛。其不僅將模糊化與污損化納入，

亦包括寄生現象與不公平利益。其次，在義大利之法律下，著名商標所有權人

欲尋求權利保護，無須證明實質損害。 

                                                 

327
 此條亦保護商標免於寄生及搭便車現象之危害。 

328
 同註 24。 

329
 Mulder, S., Well-known and famous trademark protection in Italy, 11 World Trademark Review, 73 

(2008). 

330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15, June 07）. Taking unfair 

advantage of trademarks: parasitism and free riding, page 3. Retrieved March 3, 2017, from 

http://aippi.org/wp-content/uploads/committees/245/GR245ital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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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商標侵權之救濟 

義大利產業財產法對於著名商標權利侵害之救濟，並無設有與一般商標侵權不

同之救濟規定。商標侵權救濟方式包含法院做成終局禁制令331以及終局裁決（final 

order）332命被告將仿冒商品自市場撤回，並繳納罰鍰。被告亦須給付賠償金及因其

侵權行為所獲利潤予原告，並將侵權商品交付予原告，或自行負擔費用將侵權物銷

毀。333
 

第四款 Gucci v. Guess 案 

承前開 Gucci v. Guess 案，原告 Gucci 除在美國及法國外，亦在義大利對 Guess

提起商標侵權訴訟。本案中系爭商標（見下圖）為「手寫體 Gucci」、「不同結構與

配置（configurations）之文字 G」、「方塊圖樣」、「花朵設計」。米蘭地方法院（以下

簡稱米蘭地院）認為五個原告之系爭註冊商標為無效（invalid）。不同於先前美國法

院對於 Gucci 商標之有效/合法性幾乎不曾質疑，並認為其商標無疑廣為眾人所知，

米蘭地院決定審查 Gucci 所用有之特定標誌與圖樣獨占地位之正確性（correctness），

且米蘭地院對於被告知商標使用對原告是否構成侵權，亦有不同之看法：Gucci 被認

定為合法有效之商標中，因 Guess 之具有識別性之商標與 Gucci 之商標顯然不同，故

不構成侵權。 

                                                 

331
 即永久禁制令。法院在對案件進行審理之後，根據對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所做之最終判定決定，

並構成法院判決之一部。 

332 指法庭或准司法機構做出之待執行之決定或裁決。當事人若對該決定或裁決不服，可提起上訴。 

333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10, February 23）. Protection 

against the dilution of a trade mark, pages 7-8. Retrieved March 4, 2017, from 

http://aippi.org/wp-content/uploads/committees/214/GR214ital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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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將米蘭地院所做對於個別商標之討論重心置於原告商標之識別性以及被

告之商標使用是否為侵權使用。地方法院認為，Gucci 之手寫體 G 字母，因其設計

感字體頗為特殊，故具有識別性；G 加黑點設計，因文字及黑點皆為稀鬆平常，不

具識別性；G 加黑點圖騰亦同；由數個反向置放之 G 字母組成之圖樣之複數圖樣，

因字母部分之位置與方向為特定且具有原創性，該圖樣具有識別性。 

其次，法院將原告之兩個不同 G 字母設計做比較（見下圖），認為左邊之 G 字

母俱有特殊性及識別性，其右者則無。問題在於，左邊字母所使用之字體為「Palace 

Script」，右邊之字母其字體反倒不屬於一般文書處理軟體中預設之字體。在視覺上

左邊之字母似乎看起來較複雜且較具吸引力，但其仍為ㄧ標準預設字體。法官會做

出前揭認定，似乎以手寫字體較少被使用於商業上為前提事實，惟此一說法之正確

性仍有待商榷，且法官所做出之識別性認定係高度主觀。334根據前開法官對於 G 字

母識別性之認定、論理過程，吾人可推知，若一商標乃由一單一字母組成，若該商

標為合法、有效註冊之商標，其排他性權利僅及於文字外觀之特定形狀，而不及於

該字母本身。335
 

 

                                                 

334
 Sobol, A., Gucci v Guess trade mark battle: the Italian judgment came as a surprise?, 35 E.I.P.R., 621 

(2013). 

33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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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較原告及被告之「手寫體 G 字母」（見下圖），法院發現兩個 G 字母之左

半邊有相當程度之不同，且 Guess 之 G 字母底部之圖案設計使其與 Gucci 之 G 字母

商標差異更加明顯，惟不可否認的是，兩造之商標之核心元素皆為 G 字母，因此整

體差異並非強烈而顯著。故，即便一文字字母商標為合法、有效，其所受法律保護

之範圍應限縮於與註冊之商標文字形狀及次、維空間（dimensions）完全相同部分。 

根據「弱商標理論」（weak trade mark theory），若一商標不具高度識別性，其受保護

之範圍應限縮至與其完全相同之複製品，亦即，當後商標與前商標完全相同時，方

構成侵權。然，當一商標已獲得第二重意義時，其可能不再是一強度弱之商標，法

律便應給予其較寬廣之保護範圍。本案中原告之手寫體 G 字母係有充足之識別性且

於市場上享有廣大之聲譽，應無弱商標理論之適用，惟米蘭地院認為，原告及被告

之手寫體 G 字母係有差異，且因被告之 G 字母底部有「Guess」字樣，應無使公眾

混淆誤認之虞。惟，有論者認為，被告之 G 字母底部之「Guess」字樣，乍看之下給

人之整體印象並非顯著或令人清楚易見的，故米蘭地院做出被告使用上開 G 字母對

原告上開 G 字母不構成侵權，實有待商榷。336
 

 

再者，法院將原告之方塊 G 圖樣與被告之圖樣（見下圖）做比較，認為被告此

部分並無侵害原告之商標權（兩造間之圖樣有所不同：原告之商標係由方形之 G 字

母所組成，被告之商標係由長方形字母所組成，且字母間之間距較大）。 

 

關於原告之綠-紅-綠條紋圖樣，法院認為，因原告無法在義大利市場上搜得任何

上有被告所使用之侵權商標之商品，被告並無侵害原告之商標權。（原告唯一能提出

做為證據的是其自販售被告鞋子之美國公司，線上購買兩雙具有綠紅條紋圖樣之鞋

子） 

最後，米蘭地院檢視原告之花朵設計商標，並認定此設計具有高度獨特性，以致其

                                                 

336
 Id. at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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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商品之重大價值（substantial value）。當一商標從品牌之象徵轉變為商品之美學

之一部份，進而引導、誘使消費者購買此商品，其即不能再被當作商標來認定；原

告之花朵圖樣之美學價值已高過其顯著之本質（distinctive nature）。對於法院前開見

解，有論者批評，根據法院之說法，太美麗或太特別之圖案，因消費者會購買商品

之主要原因係被商品之亮麗外觀所吸引，已失去作為商標之本質，故不得為有效且

合法之商標。此推論不禁令人疑惑，吾人能否確定，消費者購買上有該花朵圖樣之

Gucci 商品時，係因喜愛該花朵圖樣，或知悉商品為 Gucci 之商品？此問題在本案法

院審理過程，證據取捨、認定中，無法獲得解答。337
 

 我國關於商標淡化救濟之商標法規範與司法實務 第三節

第一項 著名商標之侵權態樣 

我國商標法將侵害商標權所應負民事責任之侵權行為分為一般侵權及擬制侵權，

分述如下： 

一般侵權 

商標法第 68 條規定，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為侵

害商標權： 

一、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二、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依商標法第 68 條條文文意可知，侵權行為人為行銷之用，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

將與商標權人註冊商標相同之商標使用於同一商品或服務，無論其行為是否有致相

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皆構成侵權行為。其次，第 68 條所規範之商標侵權態樣，

行為人係直接以積極行為侵害商標權所保護之客體，故為直接侵權。又，商標法係

民法之特別法，對於侵權行為之規定，適用上，應以商標法優先，若其未規定，則

                                                 

337
 Id. at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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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民法之規定。基於商標法本身對於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等並未規定，在一般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部分，仍應具備民法上一般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即須為行為人

自己之行為、該行為須為不法行為、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須致損害、行為與損

害間須有因果關係、行為人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行為人須有責任能力。 

擬制侵權 

商標法第 70 條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 

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 

    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 

    、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三、明知有第六十八條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 

    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 

    關之物品。 

我國商標法第 70 條所規範者，係商標權間接侵害之情況。行為人並非直接將他

人之著名商標使用於自身之商品或服務上，而是以搭便車之方式攀附他人商譽，或

為侵權行為之準備、加工及輔助行為。為求賦予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更廣泛而充足

之保護，我國商標法第 70 條以擬制方式來規範此類不正競爭行為。 

由商標法第70條第1款條文內容可得知，行為人須在未得商標權人同意之情況，

明知（即主觀上具有侵權故意，非過失）該商標為商標權之著名、註冊商標，並對

相同或近似於該商標之商標，有商標法第 5 條所稱之使用，而導致該著名商標之識

別性或信譽有減損之虞。我國民法並未對「故意」設有定義，學說通說認為民法上

故意之解釋應與刑法相同，即我國刑法第 13 條：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

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民法上之故意，通

說係採故意說，認為行為人於行為時須有違法性（違反義務性）之認識，否則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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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故意。338至於何謂我國法上之著名商標，以及識別性、信譽減損之定義，本文前

已述及，在此茲不贅述。另外，參我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

審查基準339，我國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款所保護之著名商標商標淡化，其保護客體應

僅限於行為人將其侵權商標使用於與商標權人原先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不相同且不類

似，或不具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上。 

關於我國商標法上之識別性與信譽減損應如何判定，根據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

準，有五項參酌因素：商標著名之程度、商標近似之程度、商標被普遍使用於其他

商品/服務之程度、著名商標先天或後天識別性之程度、其他參酌因素，分述如下： 

1. 商標著名之程度： 

商標淡化保護應限於保護著名程度較高之商標，而商標之著名程度是否較高與

該商標被認知的地理區域範圍及該商標為消費者所普遍熟知之程度有關。一般來說，

商標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若已為國內大部分地區絕大多數的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則該商標具有較高之著名程度，且其識別性與信譽較有可能遭受減損。 

2. 商標近似之程度： 

自商標淡化制度之起源與保護背景觀之，其為一般商標侵權之例外情況，，是

以，在近似程度之要求上，商標淡化之虞對商標近似程度之要求較混淆誤認之虞為

高。當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相同時，要證明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有遭受減損之

虞較為容易；當兩商標並非相同，且近似程度不高，欲證明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有遭受減損之虞相對而言較為困難。 

3. 商標被普遍使用於其他商品/服務之程度： 

商標若為第三人廣泛使用於不同之商品/服務，則該商標排他使用之程度較低，

其識別性或信譽較不可能遭受減損。例如「UNITED AIRLINE」或「第一銀行」雖

屬著名商標，但單純以「UNITED」或「第一」作為商標本身已為第三人廣泛使用於

不同之商品/服務，因此，倘欲主張「UNITED」或「第一」商標被淡化，其可能性

即較低。 

                                                 

338 王澤鑑，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306，2012 年 3 月，2 版。 

339
 同註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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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著名商標先天或後天識別性之程度： 

著名商標不論是具有先天或後天識別性，均能成為商標淡化保護之客體，且著

名商標之識別性愈強，愈容易認定其識別性已遭受損害。商標之識別性固與其著名

程度之高低有關，但商標本身之創意亦屬辨別商標識別性之另一重要因素。故，商

標淡化保護之客體應是識別性與著名程度較高之商標。 

5. 其他參酌因素： 

其他參酌因素如系爭商標權人是否有使人將其商標與著名商標產生聯想之意圖。

換言之，倘系爭商標權人故意將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相同之文字或圖形放大，字體

加深等，而可據以推論系爭商標權人有使人將其商標與著名商標產生聯想之意圖，

亦得作為判斷之參酌因素。此外，系爭商標與據爭著名商標間存在實際聯想之具體

證據，亦有助於判斷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是否有遭受減損之虞。 

商標法第 70 條第 3 款則規範商標直接侵權行為以外之商標侵權行為之準備、加

工及輔助行為。 

第二項 著名商標侵權之民事救濟 

第一款 民事保全程序 

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理有其特殊性，其保全程序與一般民事訴訟之保全程序有所

不同340： 

1. 聲請人聲請法院為暫時狀態之處分案件，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以下簡稱審理

法）第 22 條第 2 項明定「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故有關智慧財

產案件，法院不得以原告釋明不足而以供擔保代替為由，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聲請，此與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同法第 533 條、第 526 條規定，聲

請人（原告）對於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理由釋明不足時，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做成暫時狀態處分不同。 

                                                 

340 智慧財產民事訴訟─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 106 年 1 月 10 日）。民 106 年 3 月 9 日，取自：智慧

財 產 法 院 網 頁

http://ipc.judicial.gov.tw/ipr_inter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4&catid=51&

Itemid=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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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理法第 22 條第 4 項及審理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亦分別規定，法院為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前，應令兩造陳述意見。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智慧財產法律關係聲請定

暫時狀態之處分者，須釋明該法律關係存在及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然因智慧

財產案件多具有高度技術性，法院不論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與否，均會對當

事人造成重大影響，聲請人之釋明責任較民事訴訟法所要求者為高。 

3. 審理法第 8 條第 2 項有關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事件之法律關係，應向當事人曉

諭爭點，並得適時表明其法律上之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之相關規定，係為避免

突襲性裁判及平衡保護訴訟當事人之實體及程序利益而設，且明定法院就訴訟

事件公開心證之範圍，包括闡明並確認該爭訟法律關係之事實上、法律上及證

據上爭點，另就待證事實存否及適用特殊經驗法則所獲得之階段性心證及法律

見解，亦得為適當之揭露，以保障訴訟當事人之權益；而一般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案件，民事訴訟法則無類似規定。 

4. 法院在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應審酌：聲請

人將來勝訴可能性，包括權利有效性及權利被侵害之事實；法院若否准定暫時

狀態之處分，聲請人是否受到無可彌補之損害；聲請之准駁對於雙方損害之程

度；對公眾利益（例如醫藥安全或環境問題）造成如何之影響等事項，以期周

全。 

第二款 商標權人得主張之權利 

我國商標法第 69 條第 1 至 3 項規定，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除

去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商標權人依前項規定為請求時，得請求銷毀

侵害商標權之物品及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但法院審酌侵害之程度及第三人

利益後，得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商標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

求損害賠償—此即商標權人之侵害除去、防止請求權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侵害除

去、防止請求權係針對目前正在進行中之侵害以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侵害；損害賠償

請求權則針對過去已造成之侵害。又，商標之侵權行為，其本質與民法之侵權行為

同，若權利人係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為請求，則亦須回歸該條文構成要件之

規定，行為人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方構成。 

商標權人在行使侵害除去、防止請求權時，得一併主張侵權物品與從事侵害行

為之原料或器具之銷毀。請求銷毀或法院為必要之處置，係為有效排除或防止商標

侵害所造成之損害之擴大，以及預防未來可能產生之侵害之發生，故不以行為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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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或過失為必要。341
 

第三款 損害賠償之計算 

關於我國商標侵權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可分為「具體損害計算說」、「利益差

額說」、「總利益說」、「總銷售額說」、「商品單價加倍計算說」及「權利金說」342，

分別規定於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各款。商標權人於民事訴訟上除可擇一特定之損害

賠償計算方式外，亦可將其他數種計算方式列為備位之攻擊防禦方法。又，因我國

民事訴訟法原則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由當事人中之原告起訴而開啟訴訟程序，當事

人可決定訴訟之開始與結束，若於商標侵權訴訟中，原告未就全部主張而僅主張一

部之計算方式，法院僅得尊重原告之決定，不得就其未主張之部分審酌之。343
 

具體損害計算說與利益差額說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商標權人可依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請求其

所受損害344及所失利益345。惟，前揭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往往不易證明，故商標法

第 71 條第 1 項第 1 款但書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346，顧及兩造雙方舉證責任之分

配與權利、義務之衡平考量，在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

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

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總利益說與總銷售額說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商標權人得依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

作為損害賠償之範圍；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

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即被告因其侵權行為所

獲之利益。此利益系指淨利，其計算方式為，被告因其侵權行為所獲之毛利，扣除

                                                 

341
 陳昭華，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頁 294-295，2015 年 10 月，2 版。 

342 林洲富，商標侵權與損害賠償研究，頁 157，2013 年 11 月。 

343
 同前註。 

344
 即商標權人之財產因行為人之侵權行為而有所減損（積極損害）。 

345
 即商標權人依通常情形可預期之利益因行為人之侵權行為而導致無法取得此利益（消極損害）。 

346
 同註 340，頁 158-15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140 - 

行為所需之成本347及必要費用。348惟，侵權行為所需成本及必要費用，往往在被告

掌握之中，原告無從得知，故於此採舉證責任倒置之做法，由被告對其侵權行為所

需成本及必要費用負舉證責任，以期兩造之衡平。職是之故，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

第 2 款後段即規定，當被告無法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則以銷售該項商品全

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商品單價加倍計算說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商標權人得請求所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

售單價349一千五百倍以下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

償金額。此款規定之立法意旨係因原告在被告所為之侵權行為所受實質損害方面之

舉證往往不易，為賦予原告更完善之保護，以達損害完整而公平填補之目的，故酌

定一固定之單價最高倍數。然，此與我國民法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有（實質）損

害方有賠償」之法理有所扞格。 

權利金說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商標權人得以相當於商標權人授權他人使用

所得收取之權利金數額為其損害。第三人若欲使用商標權人之商標，本應透過商標

授權並支付權利金予商標權人之方式，始得於被授權之範圍內使用該商標。因此，

未經商標權人同意（授權）而逕行使用商標權人之商標，對商標權人而言，其所受

損害即假設此商標依合法方式授權予他人可獲取之合理權利金。 

第三項 案例 

第一款 「統一」 v.s.「統一生醫」350 

一、 案例事實 

原告為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統一企業），被告係統一生醫科技股份

                                                 

347
 僅須扣除該銷售所產生之變動成本，固定成本如房租、人事費用則不包含在內。 

348
 同註 344，頁 159-160。 

349
  指侵權商品之銷售單價。 

350
  智慧財產法院 100年度民商訴字 20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商上字 5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758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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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統一生醫科技），原告對被告提起商標專用權侵害排除訴訟，主

張被告公司係設立在原告公司及統一生命科技公司之後，且被告公司與原告公司名

稱之特取部分「統一」相同，並與統一生命科技公司之名稱僅有一字之差，致消費

者產生混淆，故被告統一生醫科技公司以相同之商標文字「統一」二字做為其公司

名稱之特取部分係襲用原告之著名商標，並有意攀附原告公司及統一生命科技公司

之註冊商標及商譽，致使原告公司之著名商標與其所表彰商品或服務間之關聯性遭

到淡化，減損原告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原告爰依商標法民國 100 年修正前之

舊法第 61 條第 1 項351、第 62 條第 1 、2 款352及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2 

款、第 30 條，請求排除現在之侵害及避免將來之侵害，並聲明：被告統一生醫科技

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統一」之文字作為其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經

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 

原告主張，被告公司雖將其營業項目353限縮於非食品類，仍與原告公司之另二

家關係企業「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及「統一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項

目相重疊。又被告公司之商標及產品圖樣雖與原告公司不同，然被告使用「統一」

作為公司名稱，仍可能稀釋或淡化消費者所對原告公司之普遍認知，不論是否造成

消費者混淆，亦不論對他人營業是否造成實質影響，仍屬違反公平交易法及商標法

之規定。 

被告則主張，被告公司名稱為「統一生醫」四字，原告公司名稱僅為「統一」二字，

又商標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或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2 款，

                                                 

351
  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

求防止之。 

352
  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侵害商標權： 

一、 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

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

性或信譽者。 

二、 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

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 

353
  被告統一生醫科技公司係於 99 年 6 月間設立登記，其現行之登記營業項目為：不織布業、無店

面零售業、國際貿易業、醫療器材製造業、醫療器材批發業、醫療器材零售業及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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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相關消費者對商標或商品有混淆誤認為構成要件。被告公司商標圖樣為一位雙

手高舉、抬高右腳之運動人像圖形，人像被葉片形狀包覆，下方有「TONYI 」之英

文字樣；此與原告公司眾所周知之「鴿子」圖樣，下方有「統一」字樣，英文圖案

為「PRESIDENT」，兩者顯不相同。又被告公司之產品圖樣為一位小天使拿仙女棒

圖形，下方有「健康天使、醫用口罩」之中文字樣；此與原告及其關係企業之產品

包裝有「鴿子」圖樣及「統一」字樣亦不同，故兩造業務並未重疊、商標或商品不

相同也不近似，並不致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354
 

二、 法院見解 

原審法院認為，原告自民國 56 年設立以來陸續在台灣及世界多國取得各項有關

「統一」之註冊商標，除使用在麵粉、飼料、油脂、速食麵、乳品、飲料等產品外，

並逐步擴展到營養保健食品如雞精、膠原蛋白錠、飲品及各種漢方藥材所製成之保

健食品，其所製造銷售之統一系列產品已成為消費大眾耳熟能詳之商品，其銷售據

點遍及全台灣，國內報章雜誌、電視廣告等媒體亦常見原告產品之廣告，故系爭「統

一」商標為著名商標應無疑義。 

又原告組織架構其中一部門為生技中心，負責烘培食品、保健食品開發、中草藥應

用、生化功能性驗證平台等研究，並於 92 年 6 月成立保健事業群公司，且於 89 年

3 月設立關係企業統一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雖未生產口罩，但其旗下之統

一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與生技領域有關，被告使用「統一生醫」商標販售口罩，

即有使消費者將被告所生產之口罩與原告公司產生聯想，致減弱「統一」商標原本

所具備高度指示原告商品或服務之特徵及印象，使該商標之識別性受到減損、稀釋

或淡化之危險，職是，被告行為成立商標法舊法第 62 條第 1 款所規範之商標權間接

侵害。被告雖辯稱其並未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然商標法第 62 條第 1 款並不以消費

者混淆誤認為要件，被告上開抗辯法院認為不足採信。355
 

再者，被告以「統一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其公司名稱，其中「統一」

二字不僅與原告著名商標「統一」相同，且與原告註冊商標「統一生技中心」或「統

一生命科技中心」予人之主觀意涵或觀念均與「生技」有關而極為近似，且被告公

司名稱中之「統一生醫科技」與原告關係企業公司名稱中之「統一生命科技」僅有

                                                 

354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民商訴字 20 號民事判決。 

35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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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之差，被告公司名稱若以簡稱稱之則為「統一生技」，更與原告註冊商標「統一

生技中心」前四字完全相同。法院亦探討混淆誤認部分，認為被告公司營業項目包

含「醫療器材批發業」、「醫療器材零售業」，與原告關係企業統一生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營業項目亦包含「醫療器材批發業」、「醫療器材零售業」相同，且縱使原告不

生產口罩，然被告公司所生產之口罩既標榜醫療用，於賣場上則常與原告公司所生

產之健康保健食品或其關係企業所生產之醫療用品置於同一處販售。被告公司生產

之產品既與原告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產品間有高度之關聯性，其公司名稱又與原

告商標有極為近似之處，恐極易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被告所生產之口罩與原告系爭

商標來源相同，或兩者間為關係企業或授權關係、加盟關係等，而致消費者產生混

淆誤認。356
 

綜上，本案原告依商標法舊法第 61 條第 1 項及第 62 條之規定請求排除侵害為

有理由。被告統一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統一」之文字作

為其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 

被告統一生醫科技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對於本案爭點之見解

及論理幾與原審法院相同，並認為上訴人（原審之被告）之上訴無理由。本文茲將

第二審法院之認定與原審不同之處或原審未論及部分提出如下： 

（一） 上訴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應為「統一」，而非「統一生醫」 

所謂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係指公司或商號名稱中除說明營業種類之文字及

說明組織形態之文字以外，用以表示其特性而與其他法人相區別之部分。然如公司

名稱之文字中究係屬於「特取部分」或「營業種類」而有爭議時，應依據「長詞優

先法」與「斷詞意象鮮明法」為綜合判斷。在中文之斷詞上存在「長詞優先法」，即

以存在的長詞作為中文的斷詞標準。又所謂「斷詞意象鮮明法」則係指不同斷詞造

成的結果以給予消費者之意象最鮮明深刻者為優先考量。357法院主要據此認定上訴

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應為「統一」，而非「統一生醫」。 

                                                 

356
 同前註。 

357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商上字 5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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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訴人以「統一」為其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不該當於修正前商

標法第 62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商標淡化行為 

法院調查被上訴人系爭數商標註冊指定使用之商品，發現其故有使用部分商標

於第 20、24、29 類與食品有關之商品上，惟亦有使用部分商標於第 5 類之醫療相關

用品。由此可知，「統一」商標依被上訴人實際使用之情形，其所產生、建立之商譽

並非僅及於其公司營業登記項目與食品有關之本業，尚包括醫療有關之業務，是上

訴人以「統一」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並生產製造「口罩」，係屬與醫療有關之業

務，並不會造成「統一」商標在其食品本業建立之聲譽減損淡化，導致其商業價值

和吸引力降低，使其指向特定商品之顯著性和識別性趨於模糊，淡化消費者將該著

名商標與特定商品建立聯想之關聯性，亦即，並未減損「統一」商標之識別性。次

查上訴人以「統一」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並生產製造「口罩」，並不會造成消費

者對於「統一」商標形象之污損和醜化，降低其正面評價，使消費者對該商標產生

不良印象，亦難認有減損「統一」商標之信譽。358
 

是故，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即被告所為之侵權行為，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虞，但不造成原告著名商標之識別性與信譽之減損淡化，原審判決維持，被

告之上訴駁回。 

被告不服，再上訴至最高法院，法院以第三審係法律審而上訴人未表明該判決所違

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等，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全案判決確定。 

第二款 「夢時代」 v.s.「夢時代」359 

一、 案例事實 

原告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統正）對被告陳建志即夢時代當舖（以

下簡稱夢時代當舖）提起商標侵權訴訟，請求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夢時代」

之字樣作為其營業主體名稱之特取部份；並應向臺北市商業處辦理其商業名稱變更

登記為不含相同或近似於「夢時代」字樣之名稱。另請求被告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

近似於「夢時代」字樣之招牌、名片、廣告、網頁或其他行銷物件，或從事其他為

行銷之目的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夢時代」等字樣之行為，並應將現使用含有相同

                                                 

358
 同前註。 

359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54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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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近似於「夢時代」字樣之招牌、名片、網頁、廣告及其他行銷物件等均拆除、銷

燬及刪除。 

原告主張其於民國 92 年起即陸續以 Dream Mall、夢時代等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下稱智慧局）申請商標註冊在案，目前計 44 件「夢時代 Dream Mall 及圖」等一

系列註冊商標（簡稱系爭商標），並於 96 年 8 月 16 日向智慧局取得第 01275877 號

商標註冊核准（「 」），指定使用於第 36 類服務全類，且花費大量金額，致

力行銷系爭商標，並進行多角化經營，相關消費者甚為熟知，故為一識別性極強之

著名商標。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系爭商標中之「夢時代」文字，於 102 年以「夢

時代」當舖為名取得當舖核可，現於臺北市○○區○○路○段○○○號經營動產質押、工商

融資、汽車借款等業務，並架設網頁宣傳。經原告委請律師通知被告停止侵害行為，

並要求辦理變更營業主體名稱之登記，被告拒絕。 

被告抗辯，原告使用「夢時代 Dream Mall 及圖」商標經營購物中心，惟此購物

中心之地理範圍僅限於高雄地區，標載該商標而販賣之商品根本無廣泛行銷於全國，

更甚者，尚有第三人不知該商標為何物之情況，難謂其為著名商標。又「夢時代」

並非原告所獨創之文字標語，市場上仍有數十間以「夢時代」為名而經營項目相異

之商號、公司等經營主體。另該商標之專用年限僅 10 年，且夢時代購物中心設立迄

今僅五年餘，顯難謂其知名程度已達著名商標之基準。又，夢時代名稱之著名程度

僅侷限於其經營相關零售事業、百貨、娛樂等營業項目，與被告所從事經營之質當

行業迥異，顯無讓一般消費者有混淆之可能。且被告已附加有「當舖」二字彰顯兩

造營業項目之不同，且未曾以夢時代百貨商場之名誇大宣示兩者之經濟上之合作關

係與聯結性，更未因此蒙受「夢時代」3 字之人氣所帶來之經濟上效益，同時原告

亦未提出受有實質損害之客觀事證。360
 

二、 法院見解 

智慧財產法院（以下簡稱法院）認為，根據原告所提供之商標註冊資料，原告

申請商標註冊之時間甚早，迄今已有 10 年，且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範圍多樣化。

而如上圖所示之商標圖樣係由中文「夢時代」、外文「Dream Mall」、及飛躍人形之

                                                 

36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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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設計圖所構成，固然「夢」、「時代」為常見之中文名詞，識別性較低，且商標

圖樣中之「MALL」雖不在專用之列，惟仍應以該商標整體圖案作為認定是否為消費

者注意並藉以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之對象。法院認為，註冊號數第 01267148 號

商標之整體圖樣（含中文「夢時代」、外文「Dream Mall」及螺旋設計圖）給予消費

者之印象甚深，具相當之識別性。法院並自第 01267148 號商標實際於夢時代購物中

心內之使用情況，以及夢時代購物中心之人潮流量、營運狀況、國內外雜誌等媒體

之報導與排名評價，以及原告自身所為之廣告行銷花費/狀況等，認為第 01267148

號商標已為全國消費者所認識。 

被告辯稱「夢時代」並非原告所獨創之文字標語，市場上仍有數十間以「夢時

代」為名而經營項目相異之商號、公司等經營主體云云。然原告已提出上揭諸多證

據證明第 01267148 號商標為著名商標之事實，而被告並未所提出以「夢時代」為名

之其他經營主體之證據。然，101 年 8 月 31 日被告前手變更商號名稱時，第 01267148

號商標已廣為我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達著名商標之程度。雖被告主張

有 21 家經營主體以「夢時代」為名，然此不足以證明於 101 年 8 月 31 日前，「夢時

代」已為第三人廣泛使用於不同之商品或服務。361
 

被告將「夢時代」名稱使用於當鋪，將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原告之第 01267148

號商標產生非單一聯想或非獨特性之印象，而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且若不制止，

亦會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誤以為可任意使用如附圖一所示之商標,而導致該著名註冊

商標識別性之減弱。此外，由於商標法第 70 條第 2 款所稱商標識別性及信譽減損之

虞，並不以行為人經營之業務範圍與著名註冊商標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相同或類似為

必要，故被告以兩造經營業務之行銷管道、模式、目標、消費族群、標的等，辯稱

其不足構成對原告之直接競爭作用，不會使人就「夢時代」3 字對於被告所經營之當

舖有具體聯想及混淆，且二者店面建築、經營形象並無聯結性等等，為無理由。 

更甚者，衡諸我國之一般通常觀念，「當舖」或「典當」於我國社會大眾心目中之印

象，屬於為信用欠佳或急需用錢者提供快速質借之服務，顯與原告之商標所標榜之

形象大相逕庭，縱使兩造雙方之商品或服務因產業之不同而差異甚大，恐不致使相

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惟兩造各自營業所表彰之形象落差甚大，被告將原告

之註冊第 01267148 號商標中之文字「夢時代」用於當舖業，將使相關消費者對該商

                                                 

36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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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產生「經濟告急」、「無法消費」之聯想，自有減損該商標信譽之虞，被告之商標

使用行為構成商標法第 70 條第 2 款。 

原告依同法第 6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請求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夢

時代」之字樣作為其商號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臺北市商業處辦理其商業名稱變

更登記為不含相同或近似於「夢時代」字樣之名稱，且不得於招牌、名片、網頁、

廣告及其他行銷物件，或從事其他行銷之目的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如附圖一所示之

商標，並應拆除、除去及銷毀所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於註冊第 01267148 號商標之招

牌、廣告、名片及網址及其他行銷物件，係有理由，為法院所准許。 

第三款 「Rimowa」 v.s.「Rowana」362 

一、 案例事實 

原告德國商里莫華有限公司（簡稱里莫華）為註冊第 00446263、 00442894 號

「RIMOWA 及圖」之商標權人，被告康鉅國際有限公司（簡稱康鉅）為註冊第 

01621829 號「Rowana 及圖」、第 01563171 號「諾瓦納 Rowana」、 第 01608889 號

「Rowana」之商標權人。363
 原告主張其為著名商標，其 Rimowa 商標係以當初負

責人 Richard Morszeck Warenzeichen 全名之前二字母（Ri+Mo+Wa）組合而成。其

第 00446263、 00442894 號商標於民國 78 年間註冊，雖分別指定使用於舊商品服

務分類第 43 類「旅行箱袋、化粧箱、公事包」與第 50 類「攝影器材箱袋」，惟保護

範圍應不限於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故被告於其 Rowana 註冊商標附加註記橫式橢圓外

框之態樣，使用於「各式手提箱、旅行箱袋、化妝箱、公事包、皮包、 背包、皮箱、

手提箱、旅行箱、旅行用衣物袋、手提旅行箱、手提袋、行李箱、登山袋、手提包、

皮包背帶、帶輪購物袋、運動包、嬰兒用品置放袋、 寵物用品袋、瑜珈運動用提背

袋、帆布背袋、皮夾、票卡夾」及「手錶」商品，構成一般商標權侵害之混淆誤認

與淡化侵權而違反商標法第 68 條第 3 款及第 70 條第 1 款之規定，遂向智慧財

產法院提起訴訟，為下列請求： 

1. 被告不得將相同或近似如附表一商標之字樣或圖形，或將相同或近似如附表二字

樣及圖形，使用於系爭商品及其包裝容器或有關之商業文書。 

                                                 

362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商上字第 17 號民事判決。 

363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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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不得將標示相同或近似如附表一商標之字樣及圖形，或標示相同或近似如

附表二字樣及圖形之系爭商品，予以持有、陳列、販賣、輸出、輸入、自行或

委託授權他人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推廣促銷。 

3.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2,500 萬元，暨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 

原審法院判決原告部分主張有理由，原告得對被告公司請求防止並除去侵害，

並同時請求損害賠償（並非逕以分類商品合計金額之 1500 倍計算損害，而係在

3,357,000 元〔（35,550－1,980 ）×100〕範圍內為許可。兩造當事人皆對原審判決提

起上訴。 

二、 法院見解 

原審與第二審法院對於原告里莫華是否為著名商標一事，皆認為系爭商標於行

李箱等商品經原告長期持續之廣泛行銷，於被告商標 101 年、102 年間申請註冊前，

已為國內相關消費者普遍知悉而達著名程度，應屬著名商標。原審法院並認為，被

告康鉅所指定使用之商品與原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表面上雖有不同，但均可滿足

消費者收納之需求，在功能、材料、產製方面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如再加上近似之

商標，易使商品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二者商品存

在相同或類似關係，而有混淆誤認之虞，應有商標法第 68 條第 3 款規定之適用。另

外，加框被告商標（附表二）使用於系爭商品中之「手錶」部分，因手錶商品係以

顯示時間為主要功能，與系爭商標使用商品之收納功能顯有差異，二者商品之產製

者及行銷管道等因素非必相關，類似程度不高，使商品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

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來源之可能性低，故無商標法第 68 條第 3 款規定之適用。364
 

關於判斷兩造之商標使用是否可能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第二審法院首先

檢視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之註冊商標與其真正使用之商標是否有同一性，認為因

商標權人固應依所註冊之商標而使用，惟因實際上使用商標時，常就大小、比例、

字體或外型等加以變化，倘依社會一般通念仍可認識與註冊商標為同一者，仍應屬

註冊商標之使用。被上訴人公司將加框於被控侵權商標（附表二）所示，其實際使

用於商品、包裝及商品有關之文書廣告，並以電視購物、網路方式行銷，使人印象

                                                 

364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54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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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外文「Rowana」為商品之商標，雖加有橫式橢圓形狀之

外框，惟其實際使用之態樣，依一般社會通念，其與商標圖樣仍不失其同一性，認

屬商標之使用。準此，被上訴人之商標使用，並非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

稱「依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非作為商標使用者」。再者，被上訴人所使用之商

標與上訴人之系爭商標外觀、讀音、觀念，乃至於總體觀察365下皆構成近似。至於

兩造所使用之商品是否為類似商品，法院對類似商品為定義：「所謂類似商品者，係

指二個不同之商品，在功能、材料、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處，倘標

示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商品之相關消費者誤

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而有關聯之來源，可認該等商品間，成立類似關係之

存在。」366根據此定義，第二審法院之見解與原審法院同，認為被告除手錶以外之

商品，與原告商標所使用之商品相較，均可滿足相關消費者收納之需求，在功能、

材料或產製方面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倘標示近似商標，易使商品相關消費者誤認其

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而有關聯之來源，兩者商品存在相同或類似關係，故應有

商標法第 68 條第 3 款規定之適用。 

商標淡化侵權部分，原審法院針對原告手錶以外之商品，逕以承前所述被告之

商標使用有侵害原告商標權之虞（混淆誤認），認定其使用亦構成淡化侵權而認為無

須另行探討。又，就被告之商標使用於原告系爭商品中之手錶部分，因原告無法證

明其已跨足經營與行李箱等收納較無關聯性之手錶市場，尚難認有致減損系爭商標

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367第二審法院則推翻原審見解，認為被上訴人未依其申請註

冊商標予以使用，刻意除去蝴蝶結圖形與「諾瓦納」中文字樣，並另加註橫式橢圓

形外框，顯有故意使其商標與上訴人構成近似，有攀附系爭商標之主觀意圖。又，

對於侵權使用於手錶商品部分，雖手錶與上訴人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係以收納

功能為主，兩者顯有差異，然被控侵權商標襲用或攀附系爭商標，將致系爭商標章

之識別性受到減損、貶值、稀釋或沖淡之危險，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系爭商標使用於

手錶商品，有減弱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更甚者，上訴人所生產、販售之行李箱，其

                                                 

365
  係指比較兩商標是否近似時，應就商標之整體予以比對觀察，而非將構成商標之每一部分分開，

而加以比較分析。 

366
  同註 360。 

367
  同註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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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自 14,000 元至數萬元，相較於上有被上訴人為侵權使用之商標之行李箱，價格

約 3,000 元，兩者價差 5 至 10 倍，因此，被上訴人所為之侵權使用將使上訴人所生

產、販售之行李箱在相關消費者心中之評價及其所表彰之優良品質與形象，有所下

滑、減損，即有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款淡化侵權之適用。 

承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依商標法第 69 條第 1 項規定，可主張排除侵害請求權。

另外， 按商標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商標權人

請求損害賠償時，得請求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零售單價 1,500 倍以下之金額；但所

查獲商品超過 1,500 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前項金額顯不相當，法院得予酌減。

商標法第 69 條第 3 項、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第二審法

院計算被上訴人應賠償之損害賠償金額方式如下： 

1. 因侵害他人商標之商品，通常不循正常商業機制銷售，其銷售之數量或被害人

之損害難以計算或證明，為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以商品之零售單價倍數，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基礎。所謂零售單價，係

指侵害他人商標權之商品實際出售商品之單價，非指商標權人自己商品之零售

價或批發價（參照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324 號、91 年度台上字第 1411 號

民事判決）。 

2. 因侵害商標權之商品項目不同時，應屬各別商品，商標權人得就各別商品分別

起訴，並請求各項侵害商品之損害賠償（參照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974 號

民事判決）。職是，侵權行為人製造或銷售之多樣商品情形，商標權人基於請

求基礎事實同一而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時，應以各項侵害商品單價之加總數額後，

再乘以 1,500 以下倍數，作為損害賠償之金額。 

法院參考被上訴人公司之網站零售資料，依據商品之品名，將商品分為 15 類。

該 15 種類型商品單價加總數額計 35,550 元（計算式：450 元＋290 元＋1,980 元＋

1,280 元＋890 元＋890 元＋390 元＋690 元＋7,990 元＋3,980 元＋3,680 元＋

5,180 元＋1,880 元＋2,990＋2,990 元）。最後，回歸損害填補原則，對原告之賠償不

應超過其所受（實質）損害，方符合立法目的。換言之，侵害商標權之損害賠償責

任未逸脫損害賠償理論之填補損害核心概念，本款僅為免除商標權人就實際損害額

之舉證責任，始以法律明定其法定賠償額，以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價倍數計算，

認定其實際損害額。法院審酌其侵害行為態樣、侵害行為期間、系爭商標商品之數

量與種類、系爭商品之販售金額、系爭商品在市場之流通情形、系爭商標與被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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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商標之高度近似程度、系爭商標商品真品之性質與特色，輔以被上訴人對系爭商

標所生損害賠償範圍與程度，認定應以系爭商品售價之 150 倍作為損害賠償金額。

是上訴人請求金額於 5,325,000 元（計算式：35,550 元×150）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

金額範圍，即非有據。（原告主張以商品合計金額之 1,500 倍計算，並非妥適）368
 

 商標淡化損害賠償探討 第四節

傳統之商標侵權損害係可自金錢賠償獲得補償之損害。當原告之商品與被告之商品

處於競爭關係，亦即兩造之商品為可替代商品，被告之侵權使用對於原告所造成之

損害則變得更容易估計。惟，當商標法邁入 20 世紀後，涵蓋了非屬競爭關係之商

品，有學者認為，於此情況，通常不會造成原告營業收入之直接損失。369
 

本文以為，一般銷售時點之混淆誤認，確實因消費者在做出購買決定之當下已受到

混淆，將 A 公司所供應之商品誤以為係較著名之 B 公司所供應，進而可能影響其

最終購買決定，原先欲買 A 公司之商品，最終改購買 B 公司之商品，以致原先可

能為 A 公司之營業收入，轉而變為 Ｂ公司之營業收入。此情形下之侵權利益之流

動方向非常明確，A 公司之損害即為 B 公司之收入，困難處則在於侵權行為與損害

結果間之因果關係舉證；亦即，有多少 A 公司之損害（B 公司之收入）係因 B 公

司為商標侵權使用，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導致消費者混淆誤認而影

響其實際消費決策行為，減少購買 A 公司之產品。 

惟，在售後混淆之狀況，因消費者在購物當時並未混淆，甚至即因非常清楚兩造雙

方為不同之商品/服務供應來源，而選擇以較低之價格購買上有著名商標，原本價格

應較為昂貴之商品/服務。既然相關消費者在做出購買決定時並未有混淆誤認之情事，

依傳統商標法之法理，便無保護（商標法介入）之必要。 

美國法院實務見解認為，避免售後混淆之目的係為防止其他公眾對該著名商標之認

知改變而影響其購買該商標所使用之產品之慾望。如：整個國家充斥著某款稀有、

復古汽車之複製品，則此款汽車顯然已不具獨特性。就算看到此複製車之人並未對

該車之來源產生混淆，該車所對應之著名商標，其原先對於此特別款式之汽車有排

他連結性，亦會被沖淡、侵蝕。370在此情況下，商標權人與侵權行為人間所受損害

                                                 

368
 同註 364。 

369
 Rebecca, T., What's the Harm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49 Akron Law Review, 629 (2015). 

370
 McKenna, M. P., A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Theory of Trademark Law, 98 Virginia Law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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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獲不法利益間，因並無直接之商品替代關係，前述兩者間之利益流動關係亦變

得非常不明確，與傳統之銷售時混淆誤認相較，更不容易估算商標權人因行為人之

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之損害程度。 

第一項 商標淡化之實質經濟利益損害 

第一款 有損害說 

商標淡化侵權之態樣可分為商標識別性減損與信用名譽之減損。識別性減損即

模糊化，而信用名譽減損即污損化。有論者指出，商標之污損化與模糊化確實係不

同但非互斥之概念。商標污損可能起因於模糊化，反之亦然。當消費者以單一一次

性之模式接觸到侵權商標，在商標污損化之情況，以客戶為中心之品牌權益/資產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之組成要素371將受到壓抑；反之，在商標模糊化之情

況，以消費者為中心之品牌權益/資產之組成要素反更為強化。372然在長期使用之情

況下，於商標汙損化，消費者看到該著名商標可能即聯想到違反公序良俗或對其有

負面、嫌惡感，近而減少或不去購買、使用原商標權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甚至

可能進一步導致該著名商標之智慧資本價值下降。373在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不

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由於前後兩商標之商標所有人所處之產業可能有高度之差異，

各自之商品與服務具有不可替代性，甚難造成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混淆誤認，

惟心理學學者認為，人之記憶係儲存於「認知網絡」（cognitive networks），網絡中有

結（nodes）與環節（links），於前揭情況，同一商標將於消費者腦海中形成兩個認知

網絡，而消費者心理對該商標之認知有可能啟動錯誤之認知網絡，因此導致對品牌

                                                                                                                                                   

131 (2012). 

371
 品牌所創造之價值，為品牌權益/資產，其概念可自策略（strategic）之角度與消費者之角度觀之。

品牌權益/資產之構成核心要素為品牌態度（brand attitude），品牌態度又可細分為五個子要素：影

響（affect）、認知（cognition）、態度之價性（attitude valence）與穩定度、態之度取用性（attitude 

accessibility），以及購買意圖（purchase intention）。態度之價性係指態度為正面、負面、或中立；

態之度取用性則指態度可由記憶中被提取出來之容易度。 

372
 Kruger, H. (2014, April). Trademark and Brand Dilu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sis in partial 

fulfilment for Doctorate dissertation), page 361. Retrieved from 

http://scholar.sun.ac.za/handle/10019.1/86565. 

37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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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錯誤（如，見到柯達單車，啟動了柯達單車之認知網絡，而不會聯想到柯達相

機），而此等對品牌之連結錯誤，可能進一步影響消費者之購物決策。當一消費者欲

網購相機，其可能因忘記柯達係一相機品牌而轉為搜尋佳能相機。將相同或近似之

商標使用於不類似產品之商標淡化，對於商標權人所造成之經濟上損害恐不限於所

失利潤，更及於增加之成本—企業可能須花費更多財務成本於廣告方面，以確保其

品牌吸引消費者之能力維持不衰。374至於將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

商品或服務，因兩造雙方所提供之商品與服務同質性較高或相類似，具有替代性，

此種侵權使用除減損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外，同時較容易使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

認，誤以為兩造間為具有關聯之事業，甚而導致攀附他人商譽為不公平競爭之結果，

使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通常可期待之商業利益在消費能力、需求與市場流行趨勢等

變因不變之情況下，顯著減少。 

第二款 淡化可能不存在而可能無損害說 

在將著名商標使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情況，另有學者根據其消費者調查

研究認為，當行為人未經同意而將他人之著名商標使用於較低品質之商品或當商標

權人之市場延伸（brand extension）375策略失敗，縱使消費者正確的了解到在一新的

市場，某一商標之所有人係此劣質產品之提供者，亦不會改變消費者對該眾所熟悉

之商標先前已建立良好形象之原使用商品之正面評價。更甚者，消費者看到一與原

使用商品不相稱之商品，因將該不相稱商品與原商品之來源或贊助者混淆而造成原

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受有損害之風險更是低。376學者 McKenna 主張，此論點甚至在

商標所有人不另行強化377消費者對其著名商標所表彰之優良特質之情況下亦成立。

378
McKenna 因此認為，消費者心中對於特定品牌已有特定之形象，並以此將品牌與

商品做歸納與連結，當一個與現存品牌印象與連結相違之新連結出現時，消費者心

                                                 

374
  Dworkowitz, A., Ending Dilution Doublespeak: Reviving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Harm in the 

Dilution Action, 20 Tex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ournal, 29-30 (2011). 

375
  將已存在之知名品牌使用於先前未使用之新產品上。 

376
  Rebecca, T., supra note 367 at 623. 

377
  商標所有人通常不會停止對其商品之優點為廣告行銷。 

378
  Rebecca, T., supra note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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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反而會抗拒該與其原本期待不符之新證據事實。379此觀點與本文於第四章「模糊

化對於商標權人經濟利益之影響」所持見解相同。 

品牌延伸對商標權人而言，係一將其原本即為知名之商標之商欲引進新市場之

手段，其是否能成功，關鍵在於相關消費者某些正面之品牌聯想可能有效的自原商

品移轉至新商品。然文獻顯示，「品牌聯想」不當然每次都會移轉至新產品上，至於

是否移轉，則須視新舊商品之互補性（complementarity）、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

及可移動性（transferability）380。有研究指出，只要一商標並非被他人使用於含有負

面意涵/形象之商品或服務上，其他之商標使用事實上會使該商標之價值增加。特別

在品牌延伸之情形下，381學者 Maureen Morrin 發現，當消費者接觸到擴展商品之資

訊（原商標使用於新商品之資訊），反而更促進消費者對於原品牌之回想。382品牌延

伸概念之前提為，商標所有人擁有對於該商標權之固有處分權，其有權將該現存之

商標拓展至新的市場。惟，本文以為，在商標淡化之情況下，或許有商標所有人願

意多角化經營而將原著名商標使用於與原商品或服務不相關或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然，殊難想像會有商標所有人願意將其著名商標使用於與其原本所表彰之品質或形

象不相容或令人產生嫌惡感之商品或服務。 

再者，自消費者情感層面觀之，數個研究顯示，對一商標之熟悉度增加，對其

喜愛程度亦隨之增加。可能之合理解釋為，消費者可能相信其熟悉之品牌之所以成

為眾所熟知之品牌，原因在於這些品牌存在已久，亦代表較高之可靠/可信度；但另

一可能之原因為，消費者本易對於自身所熟悉之事物產生喜愛感，引此也就較偏好

其原本熟悉之商標。 

第三款 商標侵權損害估算之困境 

數種商標侵權使用態樣所可能導致之經濟利益侵害之侵害數額，現實上須考量

之層面過廣，包含消費族群之不同（年齡、經濟能力與喜好等）、市場流行趨勢與競

                                                 

379
  Id. at 635. 

380
  消費者認知之「企業是否有能力自原先生產之產品，增加或改為生產另一不同類別之商品」。 

381
  McKenna, M. P. (2008, April 22). Testing Modern Trademark Law’s Theory of Ha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Chicago Intellctual Property Colloquium, page 24. Retrieved May 2, 2017, from 

http://www.chicagoip.com/speakerprofilesandpapers08S.html. 

382
  Id.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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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趨勢之變動、消費者實際認知等，況且還必須將所受損害限定於「因淡化侵權所

受損害」（如此所受損害與侵權行為人之行為方具因果關係），更使實質損害難以估

計或為估計行為所費成本過鉅而在訴訟舉證上不符效益。有鑑於此，美國與我國之

商標法/淡化法規定上皆使用「有淡化之虞」標準，商標權人僅須舉證證明行為人之

商標使用行為有致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聲譽有減損之可能即足，歐盟商標條例與

指令更未明文規定究竟應採實質淡化或淡化可能性（歐洲法院亦未明白做出解釋，

僅釋明此舉證之程度乃交由各國法院自行認定，惟仍應有一定程度之證據顯示實質

損害或不公平利益方為足夠）。383
 

第二項 商標淡化損害賠償法規範檢討 

本文主要自比較法之觀點，以美國商標法規範及其學說理論，針對商標淡化救

濟部分，檢討我國現行商標法第 71 條之規定。根據藍能法第 35 條 a 項，商標權受

侵害之原告主要可獲得救濟之方式為，禁制令、損害賠償（原告所受損害）及被告

所獲利潤。384惟，在商標淡化之侵權模式下，行為人須為故意違反藍能法上淡化禁

止之規定，商標權人方能依藍能法第 35 條 a 項請求被告所獲利潤及原告所受損害。 

第一款 我國（以下同）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1 款 

我國商標法（以下同）第 71 條第 1 項第 1 款前段明定，商標權人可依民法第 216

條385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而民法第 216 條則規定可請求原告損受損害及所失利益，

本文前已述及。386依實務見解，所失利益應以商標權人通常將商標授權予他人使用

可得之權利金為計算基礎，而商標權人因行為人未給付而未能取得之權利金，為其

所受損害。387惟，在傳統商標使用型態，將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

                                                 

383
  Fhima, I. S., The Actual Dilution Requir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European 

Un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12 Bos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aw, 296 

(2006). Retrieved from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964234. 

384
  同註 256。 

385
  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為限。 

386
  見註 342 及 343。 

387
  陳昭華，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頁 303，2015 年 10 月，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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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服務之情況下，商標權人與侵權行為人之商品或服務通常具有可替代性，也較

容易使消費者混淆誤認。因此，若無行為人之侵權行為，商標權人或許可自其商品

或服務獲得更多利潤；行為人所獲利益，即商標權人所失利益（仍須進一步之實質

購買行為影響之因果關係證明）。然在使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時，因兩造雙方之

市場明顯區隔，商品或服務應無替代性，尤其是在商標污損化之情況，似可推定商

標權人本來就無意進入該可能使其著名商標信用名譽受損之消費市場。既然不可能

於該市場使用其商標，則應無失去原本期待於該市場獲利之可能。故，本文以為，

在商標淡化中將商標使用於不類似商品/服務及使用於不類似且與原著名商標所表彰

形象、品質等不相容之商品/服務之情況，以商標權人具體損害額為計算方式，似有

未妥。 

同款第 1 項後段：「在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

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

為所受損害」。為強化其所受損害、所失利益與侵權行為人行為之因果關係，商標權

人依此款為損害賠償主張時，其可獲救濟範圍應限於「因商標淡化而影響消費者購

買決策者」；亦即，商標權人必須舉證證明其著名商標在受侵害後導致其獲利減少，

係因行為人之淡化使用行為所造成。承上，於商標淡化中將商標使用於不類似商品/

服務之情形與可能致信名譽減損之使用態樣（不類似之商品/服務），商品/服務於前

者並無替代性，於後者商標權人本無意對其商標為污損化之使用，且因兩造之商品/

服務性質截然不同，消費者可能亦不至於將其對該名譽減損之商標之負面印象直接

連結至原著名商標。商標權人因此可能不會因行為人將該著名商標使用於與原使用

毫不相關或致使信用名譽減損之商品或服務（仍以不類似之商品/服務為前提）上，

便導致其獲利受損；進一步言，前揭兩種使用態樣，本文認為似乎應使其在商標法

第 71 條第 1 項第 1 款後段適用之外為佳。 

第二款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2 款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規定，商標權人得請求依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

之利益。所謂因侵權行為所得之利益，係銷售商品所獲收入扣除營業成本及必要費

用。又，必要費用依我國實務見解，係指作為侵害商標之行為所必要之支出。388就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侵害所得利益說，德國實務認為此種計算方式之目

                                                 

388
  同前註，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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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耗盡行為人之不法所得，而不以商標權人所受損害或所失利益為限，只要行

為人之不法使用行為與其獲利具有因果關係，該獲利應歸商標權人所有，而無須認

定商標權人於此情況是否會有不當得利之結果389。 

在美國藍能法體系下，讓原告得以被告所獲利潤為救濟之主要目的為剝奪不正當之

獲利，且依多數美國學者見解，將被告所獲利潤給予原告，乃具有賠償（compensatory）

之性質。390又，自藍能法商標侵權救濟之立法理由：「在本法中之救濟應為賠償性質，

而非懲罰性之救濟」可知，所有藍能法中之金錢救濟手段，主要性質仍為損害賠償/

填補。惟，學者 Thurmon 主張，前揭觀點應有錯誤之處，因將被告所獲利潤給予原

告之救濟方式，其主要性質不可能為賠償性質。若被告所獲利潤具有損害賠償性質，

則被告之不法獲利與原告之損失間必須具有直接關聯性，而於現實多數商標案件中，

並無法看出兩者間之直接關聯。391
Thurmon 承認，當一可能勝訴之原告，因無法證

明實質損害至一特定程度而無法獲得損害賠償救濟，此時將被告所獲利潤賠償予原

告，不失為一填補原告損失之方法，但仍為一做法粗糙之損害賠償形式。392
 

我國早期參考美國藍能法第35 條 a項之立法例，多認此侵害所得利益係損害賠償393，

現今學說多數說對於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將侵權行為人所獲利益交付予

原告，亦接納上開德國實務見解，認為此規定已超越傳統之損害賠償理論，更進一

步之目的在於遏止未來可能發生之侵權行為。394再者，此侵害所得利益之性質應為

不當得利，在兩造雙方之商品為競爭、可替代之關係時，可用以衡量原告之損害，

而在兩造雙方之商品為非競爭、無替代性時，被告應計算並返還此不當得利。395本

文認為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民法第 179 條所規範之不當得利，須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且受益和受損間須有因果關係。於此宜同前區分為混

                                                 

389
  王怡蘋，商標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以民國 100 年修法為核心，輔仁法學，48 期，2014 年 12

月，頁 32-33。 

390
  Thurmon, M.A., Federal Trademark Remedies: A Proposal for Reform, 5 Akr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Journal, 161 (2011). 

391
  Id. 

392
  Id. 

393
  同註 386，頁 306。 

394
 同註 388。 

395
 同註 392，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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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誤認之使用、將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服務、相同或近似之

商標使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服務，以及信用名譽減損之使用。承前述，混淆誤認與將

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服務，所造成之消費替代效果可能類似，商標權人所

受之經濟上損害應屬顯而易見（銷售額減少）。甚至於污損化使用之情形，該著名商

標因所表彰之信用名譽下降，亦可能進一步導致消費者消費其商品或服務之意願降

低，而造成商標權人之營業收入減少。至於將商標使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服務，因並

無市場替代性，所產生對商標權人之經濟上損害相較之下並非明顯且立竿見影，還

須經過一段時間，該著名商標識別性之減損，導致其作為商品/服務來源指示之功能

減弱，商標之獨特性不在或顯著降低，進而影響該品牌之價值，此時對於商標權人

方有較明顯之積極損害。惟，特別是將著名商標使用於會使信用名譽受損之商品或

服務上，殊難想像該商標權人本來就會願意做如此之使用；也因此，就算侵權行為

人因其行為而獲有利益，亦不應使商標權人得享有該利益（若其無指定使用於該商

品或服務之意願，則本來就不會有此獲利）。 

同款後段，「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

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由於侵權行為人對自身為侵權行為所費成本及必要費用應較

原告更為清楚，相關資訊也理所當然更容易取得，此處令侵權行為人對其成本或必

要費用負舉證責任，似為公平。惟，當侵權行為人無法提出證據時，便轉而推定銷

售該項商品之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承上所述，此部分對原告而言，亦脫離了損害

填補範圍，反而類似對被告之懲罰性損害賠償意味。 

第三款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 

我國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之一，就查獲侵害

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一千五百倍以下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

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民國 74 年修法時增列此款規定，100 年修法時刪除最低 500

倍損害賠償金額，其立法與修法理由謂，「冒用他人商標之商品，往往不循正常商業

軌道銷售，其銷售數量多少，侵害人亦多秘而不宣，故被害人實際受損害之情形，

往往難以計算或證明，復有侵害人於獲悉有人進行調查後，即不擇手段加速傾銷，

對受害人往往造成更大之損害，受害人能查獲之商品為數不多，受害人因無法證明

實際損害，致不能獲得應得之補償，非僅有失公平，且助長此類侵害行為之滋生」396、

                                                 

396
  民國 74 年 11 月新增第 64 條第 1 項第 3 款時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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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顧及被查獲商品數量過多，與實際損害不符，故加但書規定」397、「由法官依

侵權行為事實之個案為裁量，以免實際侵權程度輕微，仍以零售單價五百倍之金額

計算損害賠償額，而有失公平」。398由此可見，將先前條文之最低損害賠償即單價五

百倍部分刪除，並賦予法院個案裁量空間，係為維護被告所為侵權行為與其所受民

事賠償處罰兩者間之衡平性。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之

規定，乃是考量若被查獲商品數量過多，與實際損害不符，有違損害與賠償相當之

法理。本文以為，查扣之商品數量與商標權人之實際損害可能欠缺因果關係（或因

商標淡化而受損害之因果關係難以證明），似宜將商品單價加倍計算法改為法院酌定

賠償額，並援引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399規定，由法院依侵害情節酌定侵權行為

人應賠償之數額 ，使此款規定更具法理基礎。400另外，在商標侵權使用為使用於不

類似之商品或恐致商標信用名譽減損之商品時，同前討論第 2 款時所述，於此二種

情形，前者無市場替代，且兩者（尤以後者為甚）皆為使用系爭商標於商標權人本

無觸及或根本不願觸及之另外領域之消費市場。既然目前無市場進入且未來可能亦

無進入該新市場之意圖，原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人本來在該額外之市場並無商標使用

之行為，亦未因而產生營業收入，而行為人販售侵權商品之行為，既未干涉權利人

目前市場，理論上則不可能對權利人目前市場造成負面影響，此時將查獲之侵權商

品 1,500 倍以下之金額或商品總價額賠償予商標權人，雖立法美意係為減輕商標權

人就實際損害額之舉證責任，惟商標權人之損害與商品加倍計算金額似乎欠缺關聯

性，本文因此認為應限縮權利人所受損害之認定。 

第四款 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4 款 

我國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得以相當於商標權人授權他人使用所得

收取之權利金數額為其損害。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德國之

類推授權金制度，係基於商標權人與被授權人在侵權發生時，由法律假設兩造有協

商並合意之授權金，而命未支付該授權金而使用商標權人之商標者支付此筆授權金

                                                 

397
  同前註。 

398
  民國 100 年 5 月修正第 64 條第 1 項第 3 款時之修法理由。 

399
  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

心證定其數額。 

400
  同註 393，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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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賠償。德國學說上多認其性質屬於不當得利。401美國實務則發展出二種計算方

式：解析法與假設協商法。解析法係將侵權產品預期或得之毛利，扣除應支出費用

與該產業通常之權利金數額，其差額即為侵權人應支付給權利人之合理權利金。假

設協商法則類似前揭德國之類推授權金，但係源自於專利授權權利金之計算方法。

將其適用於商標侵權，則為：假設在商標侵權行為做成前，雙方當事人在有意願、

立場對等及資訊對稱之前提下，進行商標授權金額協商所得之結果。402我國則賦予

法院依衡平原則，參酌假設之授權合約之特性及範圍、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市場地

位、該著名商標對侵權商品獲利之貢獻程度，侵權期間長短等，酌定合理、適當之

權利金。403
 

本文以為，若使行為人僅需負擔合理權利金，而未有其他附帶之懲罰性賠償，

則日後恐有更多商侵權之行為人願意鋌而走險，事先不徵得權利人之同意而使用權

利人之著名商標。另外，對商標權人而言，在其著名商標遭受淡化侵權後，僅獲得

來自行為人事後賠償之權利金，亦為不公平。若行為人事前以合法方式與商標權人

訂定授權契約，商標權人可要求侵權行為人負擔契約上之義務或遵守契約內容之約

定；而因行為人未經同意而為使用之不法行為，商標權人亦須為此提出侵權訴訟，

更付出額外之時間、人力與金錢成本。404再者，我國民事損害賠償雖以行為人有故

意或過失為構成要件，惟本章前述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似乎不把行為人主觀上之故

意或過失列為計算損害賠償之要素；況且，我國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商標

權人所受損害，其重點在於商標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之程度，至於侵權行為人

主觀意圖為故意或過失，本非所問，並不會因行為人為故意就加重行為人所需負擔

之損害賠償；同項第 2 款行為人所獲之利益，旨在不法利益之消除，其不法利益之

多寡為客觀認定之事實，與行為人為故意或過失侵權亦無關聯。因此，損害賠償計

算之授權金，理應較推定原授權金高，方能給予原告充份之賠償，並消除被告日後

再為侵權行為之動機。 

                                                 

401
  同前註，頁 22。 

402
  陳昭華，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頁 312，2015 年 10 月，2 版。 

403
  同前註。 

404
  王怡蘋，商標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以民國 100 年修法為核心，輔仁法學，48 期，2014 年 12

月，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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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懲罰性損害賠償 

對於惡意侵害他人商標權之行為人，為降低其未來為侵權行為之誘因並加重處

罰其本次之故意不法行為，本文以為，似可參考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97 條405之規定，

使商標侵權事件之原告得向法院請求酌定原賠償額三倍為上限之懲罰性損害賠償。

根據民國 102 年專利法第 97 條之修法理由，填補損害固然為我國損害賠償制度之基

本原則，惟隨著社會之發展，損害賠償之範圍已經逐漸被擴充，而不以填補損害為

限，特別是在智慧財產權領域，衡諸著作權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406、營業秘密法第

十三條第二項407等均有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觀諸經濟性法規408，不乏採行懲罰

性損害賠償制度以落實經濟性法律規範之目的。409從國外立法例而論，美國本來即

有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歐盟於 2004 年所通過之「智慧財產權執行指令」，即明文

規定法院於認定損害賠償時，應考量所有相關之因素，包括所造成經濟上之負面效

果、被害之一方所承受之利益的減損及侵害人所獲取之不正利益。亦即侵害人所獲

得之不正利益，亦屬於損害賠償之範圍。德國為配合此一指令，於 2009 年生效之新

修正的專利法，亦明文規定「於計算損害賠償時，得將侵害人因侵害該權利所得之

獲益納入考量」。據此，關於智慧財產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已不再侷限於填補損

害之概念。410
 

我國已經於若干法律中明文採取懲罰性損害賠償，基本上已經肯認上述趨勢，

                                                 

405
  專利法第 97 條第 2 項：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

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406
  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行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賠償額得增至新臺幣五百萬元。 

407
  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

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408
  如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3 項：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

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

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

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 

409
  民國 102 年 5 月增訂第 97 條第 2 項時之修法理由。 

41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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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其他法律領域尚未有足夠之案例，但在智慧財產權法領域，則透過司法實踐，

正在逐漸累積經驗，雖然仍然有些案件於適用時尚不夠嚴謹，但大多數案件，法院

對於故意之認定以及對侵害情節之審酌，均努力地透過個案，逐漸建立起判斷之標

準，而實施至今，並未見有法院濫用懲罰性損害賠償而課以被告過鉅的賠償數額之

情形，且因其可以適度彌補專利權人因舉證困難無法得到有效賠償之問題，實施以

來並未見有負面之批判。綜合以上並鑑於智慧財產權乃無體財產權特性，損害賠償

計算本有其困難，於民國102年修法時於專利法第97條增定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

411
 

本文擬建議增訂第 71 條第 3 項—商標權人依本條請求損害賠償時，行為人之侵

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

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小結 第五節

由美國聯邦商標淡化法 15 U.S.C. § 1125(c)(1)之條文用語觀之，著名商標之淡化

可在「競爭關係存在或不存在」（regardless of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 of competition）

之情形下發生，即暗含無論原告、被告兩造雙方為競爭關係與否，銷售之商品或服

務是否相同、類似，或不類似，後使用商標之被告皆有可能造成原告之著名商標淡

化之意。惟，此論調乃為部分學者所不贊同，認為如此一來淡化理論發展之最初概

念與法理即被架空。淡化理論之根本即為平衡自由與公平之競爭，因此，係一特殊

狀況，為一般侵權之例外，應做限縮使用。若著名商標係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被使

用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傳統之混淆誤認理論對於此種情況之著名商標保護即為已

足，而毋須動用淡化理論。 

美國司法實務上，亦有將商標淡化保護擴及於侵權行為人與被侵權人使用相關或類

似商品之案件，如本文於本章所述之 Starbucks Corporation v. Glass 案。惟此等將商

標淡化擴大運用之判決，亦常遭受批評。412
 

對於本章前述之「統一」 v.s.「統一生醫」案，第一審法院判決認定商標混淆誤

認與淡化皆成立，惟第二審法院以原告亦有指定使用系爭商標於第 5 類之醫療相關

                                                 

411
  同前註。 

412
  Luepke, M. H. H., Taking Unfair Advantage or Diluting A Famous Mark- A 20/20 Perspective On The 

Blurred Differences Between U.S. and E.U. Dilution Law, 98 The Trademark Reporter, 793-79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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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 ，與被告所指定之商品類別同，而認為被告生產製造口罩並不會造成統一商標

在其食品本業建立之聲譽減損淡化，最終判決確定。本文以為，原告提起訴訟之時

點係民國 100 年商標法修正前，其援引之條文為當時之商標法 62 條第 1 款。該款之

文義及立法理由，皆未規範商標之侵權使用，須限制商標使用於類似或不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僅行為人主觀上為故意並造成商標淡化之結果即足。第二審判決之做成

日為民國 101 年 7 月 19 日，而於判決作成時之商標法第 62 條已修正並移列為第 70

條。當時修法係參酌美國 2006 年聯邦商標淡化法之立法例，方將商標淡化限於不類

似之商品（實務多數見解）。本案原告於提起訴訟後，所依據、適用之法律產生變動，

按法規不溯及既往乃法治國基本原則，於民法上亦有適用餘地，而商標法又係民法

之特別法，理應有此原則之適用。故，本文以為，系爭案件在商標淡化之認定方面，

仍應以原告提起訴訟之時點之法律規範為依歸，亦即被告之侵權使用對原告仍構成

淡化。 

關於「Rimowa」 v.s.「Rowana」案，原審法院針對原告手錶以外之商品，逕以

被告之商標使用有致混淆誤認之虞而認定該使用亦構成淡化侵權。本文以為，此舉

混淆了「淡化」及「混淆誤認」概念，兩者不啻在保護目的與立法意旨上並不相同，

在定義上亦不相同，且兩者可獨立存在亦可能同時存在，實不宜混為一談。又，原

審法院認為因原告無法證明其已跨足經營與行李箱等收納較無關聯性之手錶市場，

故難以認定被告將其商標使用於手錶商品有減損原告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然

第二審法院並未對此部分加以著墨。本文認為，我國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款既以「使

用」為構成要件，若未能舉證有實際之使用（同法第 5 條參照），似難認定消費者

知悉 Rimowa 商標有使用於手錶商品之情形；若消費者對 Rimowa 商標有使用於手錶

商品之情形並無認識，則理論上與 Rimowa 商標構成近似之 Rowana 商標，使用於手

錶商品，似難謂有減損 Rimowa 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至於商標侵權救濟部分，

自上開歐美國家之立法例觀之，其所規範之著名商標之救濟方式皆與一般商標侵權

之救濟方式相同，被侵權人（即原告）所得主張者，皆為禁制令與金錢救濟或損害

賠償。美國司法實務上在被告具有故意之前提，允許原告為多種金錢救濟之請求（即

原告可同時請求合理權利金、原告所受損害，以及被告所獲之不法利潤），且法院

對禁制令之准許與否，於個案中認定甚為嚴格。多數實務見解認為，原告須證明其

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且無其他足以填補該損害之救濟途徑，法院方能准許對被告之

禁制令。 

德國商標法則規定，原告僅得就之所喪失之利潤、被告所獲利潤，與合理權利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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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擇一請求。英國除禁制令與損害賠償外，法院得命被告將侵權物交付予原告或

命被告將侵權物銷毀；法國智慧財產法規定，除禁制令、損害賠償與自市場回收侵

權商品或將商品銷毀外，尚有侵權商品或與其製造、生產有關之物之沒收、被告將

判決刊登於報章雜誌，以及償還所生之法律相關費用。義大利產業財產法所訂之救

濟方式與英國相同，惟另有將仿冒商品自市場撤回並繳納罰鍰之規定。 

我國對於著名商標之商標專用權遭受侵害之救濟規定，與一般商標侵權者並無不同，

皆係透過民事保全程序、商標法第 69 條行使侵害防止或除去請求權，以及商標法第

71 條所列四款計算方式請求金錢損害賠償。 

綜上，關於商標淡化之法律條文構成要件規範，本文以為，無論將他人之著名

商標未經同意使用於同一、類似或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皆有可能構成商標淡化侵

權，因此，我國現行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款未明文指出使用之商品或服務，解釋上應

作同一、類似或非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皆包含在內之廣義解讀。而我國商標法對於著

名商商標之侵權保護，根據商標法第 70 條，僅須行為人為故意侵權，並有減損該商

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可能即為已足，對商標權人所造成之損害即被推定，商標權人

無須舉證證明其有實質損害，此乃對著名商標擴大保護之立法意旨。 

至於我國現行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各款關於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計算，有鑑於混

淆誤認或商標淡化造成之實際損害難以確實估計或需費過鉅，以及侵權行為與損害

結果之因果關係在舉證上有相當程度之困難，本文參考外國立法例後認為，現行商

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各款之法律規定，似乎已為目前可行之損害賠償計算中之最適合

之方法。商標權人可先依民法第 216 條請求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若不能提供證據

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

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在總利益與總銷售額、商

品單價加倍計算法，以及權利金請求之四種計算方式下，商標權人之實質損害額亦

被忽略（推定損害），此乃為減輕商標權人之舉證負擔，實則即擴大對商標權人之

保護，值得稱許。前提是，對於一般商標之侵害，侵權行為人須具有故意或過失；

對於著名商標之侵害，行為人須具有故意（明知）並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之虞者，方構成擬制侵權。另外，本文主張，第 71 條第 1 項第 4 款合理權利金計

算法，或許可將其限縮適用，詢問商標權人意願，視其是否願意為假設性授權（將

時點假設回溯至侵權行為時點前，觀商標權人是否會有與行為人訂定商標授權契約

之意願）。此款在解釋適用上，本文認為應限縮解釋為，若商標權人有將該商標授

權予行為人之假設意願，則商標權人得向行為人請求合理權利金；反之，若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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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論如何不可能有將該商標授權予行為人使用之假設意願，則應不准許商標權人

援引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4 款，向行為人為權利金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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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商標法對於商標權之保護，主要目的在於市場公平競爭之維護。關於著名商標

之淡化保護，自歐盟商標指令與歐盟商標條例、美國藍能法乃至我國以及本文所提

及之德國、英國、法國與義大利商標相關規範之法律，皆對商標淡化（有害享有聲

譽商標之顯著性質與聲譽）或不公平利益之獲得有特別規範，且除美國外，多數國

家皆採註冊主義，已註冊之著名商標，方可獲得最完善之淡化保護（使用相同或近

似之商標於同一、類似或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禁止）。 

商標權利侵害之構成，係以商標「使用」為前提，而所謂「使用」，乃指商業上

之使用或以行銷為目的之使用。歐盟商標指令與歐盟商標條例，以及德國、法國與

我國，其商標使用規範分類，皆可分為侵權使用與維權使用，僅英國與美國有申請

使用之規定；亦即，申請人提出商標註冊申請時，須證明其有目前於商業市場真正、

公開之商標使用，或於未來有真實使用之意。 

關於商標淡化在立法上是否應限縮於將他人之著名/享有聲譽商標使用於非競爭

或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本文以為，由於在兩造雙方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

似而有混淆誤認之虞時，亦可能同時產生商標淡化之效果，反之亦然，因此混淆誤

認與淡化在概念上並非互斥而只能單獨存在，故商標淡化之法律條文，在立法與實

務解釋上或許不應限縮商品或服務之使用範圍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較為妥適。 

侵權救濟部分，本文中提及之各國對於著名商標淡化侵權之救濟，皆與非屬著

名之一般商標相同，並無另定特別救濟方式。本文中所研究之歐美國家，對於商標

淡化之救濟，皆係以被告所獲利潤、原告所受損害，以及合理權利金之方式，來給

予原告損害賠償，我國之立法例，亦採納前述方式，另外加上民法第 216 條、利益

差額法、總銷售額法及商品單價加倍計算法，作為商標侵權事件中，原告得據以捍

衛其權利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 

前述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在商標淡化侵權之情況下，本文認為，每種計算方式皆有

其優勢，但亦有其缺憾之處。413然商標法為民法之特別法，因此商標法中對於商標

                                                 

413
 商標權人因商標淡化所受實質損害難以估計與實際證明，而前述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恐有違我國

民法上損害填補原則。請參本文第五章第四節第二項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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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救濟之特別規範，似乎可不受民法損害填補原則之拘束以及民事訴訟上之嚴格

證明。如本文前開所述，因商標淡化侵權之概念甚為抽象，「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

性或信譽之虞」更是不確定法律概念，為實務實際上運用、操作之便，也避免著名

商標之商標權人舉證負擔過重，在無法運用民法第 216 條請求所受損害或所失利益

時，逕賦予商標權選擇以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 

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或以侵權行為人因其侵權行為所獲利

益，歸為商標權人得請求之範圍，抑或以侵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一千五百倍以下之金

額來計算損害等方式，以期對商標權人之權利更周延之保護，實不失為便宜且實用

之良好方法。惟，本文以為，正因商標權人所受實質損害與行為人侵權行為間之因

果關係難以明確確立，且由此因果關係導出之損害數額亦難以明確證明，故在實際

個案裁量操作上，應對原告得以請求之損害賠償範圍之認定為適度限縮，綜合原、

被告所應負擔之責任及其所受利益做出衡平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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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圖一                  系爭商標圖樣 

1.註冊第 446263 號 

申請日：民國 77 年 8 月 5 日 

註冊日：民國 78 年 6 月 16 日 

註冊公告日：民國 78 年 7 月 16 日 

指定使用商品：(第 043 類) 

各式手提箱，旅行箱袋，化粧箱，公事包。 

               
 

2.註冊第 442894 號 

申請日：民國 77 年 11 月 26 日 

註冊日：民國 78 年 5 月 16 日 

註冊公告日：民國 78 年 6 月 16 日 

指定使用商品：(第 050 類)  

攝影器材箱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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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圖二                   被告商標圖樣  

1.註冊第 0000000 號 

申請日：民國 102 年 7 月 31 日 

註冊日：民國 103 年 1 月 16 日 

註冊公告日：民國 103 年 1 月 16 日 

指定使用商品：(第 018 類) 

皮包、背包、皮箱、手提箱、旅行箱、旅行用衣物袋、手提旅行箱、手提袋、

公事包、行李箱、登山袋、手提包、化妝箱、皮包背帶、帶輪購物袋、運動包、

嬰兒用品置放袋、寵物用品袋、瑜珈運動用提背袋、帆布背袋。 

                      
2.註冊第 0000000 號 

申請日：民國 101 年 7 月 6 日 

註冊日：民國 102 年 2 月 1 日 

註冊公告日：民國 102 年 2 月 1 日 

指定使用商品：(第 018 類) 

皮包、背包、皮箱、手提箱、旅行箱、旅行用衣物袋、手提旅行箱、手提袋、 

公事包、行李箱、登山袋、手提包、化妝箱、皮包背帶、帶輪購物袋、運動包、 

嬰兒用品置放袋、寵物用品袋、瑜珈運動用提背袋、帆布背袋。 

                        
 

3.註冊第 0000000 號 

申請日：民國 102 年 4 月 30 日 

註冊日：民國 102 年 11 月 16 日 

註冊公告日：民國 102 年 11 月 16 日 

指定使用商品：(第 018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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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包、背包、皮箱、手提箱、旅行箱、旅行用衣物袋、手提旅行箱、手提袋、 

公事包、行李箱、登山袋、手提包、化妝箱、皮包背帶、帶輪購物袋、運動包、 

嬰兒用品置放袋、寵物用品袋、瑜珈運動用提背袋、帆布背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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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                        原告之系爭商標 

                  
 

 

 

 

附表二                  被告實際使用之加框被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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