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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已於
兩岸已於 99 年 11 月 22 日開始受理優先權之主張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已於 99 年 6 月 29 日經江陳會簽署
並於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自協議生效後，經兩岸主管機關努力完成內部相關作
業的調整，雙方業已決定自 99 年 11 月 22 日開始受理，也就是說，申請人在
11 月 22 日，向國內主張優先權，12 個月內再到大陸去申請審查專利權，該案
件將可受到優先權保障，且得據以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的日期為 99 年 9 月 12
日（即協議生效之日）。
( 資訊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九十九年十二月份專刊

從商標保護淺論商標法與公平交易
法之補充關係
前言：
前言：
公平交易法的不正競爭部分跟商標法在保護
目的上有很大不同，其規範目的，是為維持市場
公平競爭環境，禁止不正競爭之行為，其雖非智
慧財產權專門法，惟規範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之
保護，與專利法及商標法等有密切的關係。
商標法的立法目的，則是為了保障商標權、
保護消費者利益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因此申請
人若是想要表彰自己的商品或服務即得以文字、
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
等具有識別性的標識依法提出申請，而申請人申
請商標註冊的目的，也就是希望透過法律合理保
護其商標及商譽，藉由規範註冊之權利標的、保
護範圍、保護期間，維護商業間活動秩序井然，
避免消費者因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混淆，導致權益

者，不得註冊。」
，然而此種保護僅僅是消極的排
除他人註冊，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還是無法依
同法第 61 條、第 62 條、第 63 條及第 81 條，向
侵權人請求排除侵害或是損害賠償，因此對於未
註冊之著名商標即發生了權力保護上的漏洞；但
是若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2 款的
適用：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
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
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
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
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及「以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
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
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
施或活動混淆者。」
，即可補充商標法規範所不及
之不正競爭行為，因為公平法所關注的焦點，並
非權利人或競爭者本身權益之保障，而是公平競
爭環境及市場倫理之維護，所規範者在於何種行
為態樣應被禁止，而非在於區辨被侵害的權利標
的是否具有註冊保護之形式，因此只要他人利用
權利人具有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表徵』達到不

定的關係，商標法有明確規範者，應優先適用商

公平的程度，公平法就應給予救濟。
舉例而言，立頓紅茶註冊當時，可能會覺得
註冊「立頓」、「Lipton」字樣已足，不會想到立
頓紅茶袋手握的小紙片圖樣，會在市場上被那麼
多人仿冒、抄襲，對商標所有人而言，很難期待
立頓紅茶在註冊當時，就該想到那個小標籤也要

標法，商標法未規定者則由公平法補充適用，透

註冊；又如若企業不認為其一開始使用的標章是

受損，達到保護消費市場公平競爭的目的，所以
廣義來說，商標法也是一種不公平競爭的規範。
而對於公平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
與商標法的關係，通常認為是一般規定與特別規

過課予不正競爭行為人一定之責任，使市場競爭
秩序回復，且對無法依照商標法相關規定尋求救
濟之權利人，賦予尋求權利救濟之機會。

一個商標，等到遭到他人仿襲了，才認為應該禁
止他人使用。此類型案例就無法透過商標法的適
用，來保護權利人的權利，但仍可以透過公平交
易法來規範侵害權利人。

補充地帶：
補充地帶：
我國對於商標權的保護既是採屬地註冊主
義，當然是以保護在我國註冊之商標為原則，雖
然也有對於未註冊之著名商標的保護，例如商標
「相同或近似於他
法第 23 條第 1 項的 12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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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頓紅茶茶包紙片

天仁茗茶茶包紙片

專利。另須注意避免因自己專利申請前之公開，

結論：
結論：

致喪失新穎性。此外，如已在我國申請專利後，
公平交易法雖然可以補充救濟商標法所保護
不足的未註冊著名商標，但是如同法律諺語所

有向外國專利申請必要時，為避免專利新穎性喪
失，請儘速向外國提出專利申請，反之亦同。

云：「權利是留給懂得保護的人」，若能在一開始

申請主要為備妥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繳

即透過註冊商標來排除他人使用並保障自己權

費提出即可！或委託代理人/事務所辦理，申請文

益，就不用等到權利受到侵害時，才設法藉由其

件的內容要包含欲請求的專利範圍 ( 請求

他法律來補正當初的瑕疵，況且對於制止商標侵

項 )，以及支持這些專利範圍的說明內容 ( 文、

權行為的規定，相較於不正競爭法制之規定來

圖 )，而這些文件的格式可以自己寫、自己申請，

說，商標法更能具體規範商標各種侵權行為之實

網路上也有範本，但交給專業從業人員處理，比

際現況，是以在使用任何標識前，還是先將其註

較不會因為內容格式有瑕疵而被退件影響申請

冊成商標才是企業設計運用商標的重點所在。

日，或發生專利範圍太小的問題。
專利提出申請後，官方會給予一個專利申請

（商標部 林志豪 整理編輯）

號碼，此時距離取得專利證書仍相當遙遠。專利
從申請到“通知”核准領證/核駁需要一段的時

專利小知識 - 申請流程簡介
當我們有一個新構想、技術、裝置或方法，
它可以克服現有的技術的缺點，並且這種創意發
明能夠產生某種不可預期的功效，則這樣的構
想、技術、裝置或方法就可以申請專利。值得注
意的是，新構想不一定要實際作出來或有成品，
當發明人有構想形成，並確認以現今的科技來推
論，它是能實現的，就可以提出申請。新構想、

間，快則三～四個月 ( 加速審查 )，慢則三到四
年以上 ( 實體審查 )，並不是說申請的案子被審
查了三年，其實是該案在審查機關排隊排了一段
時間；另外，從接獲“通知”核准領證後到拿到
證書，還要有一段的作業時間，約一兩個月 ( 視
各國國情 )。以上為專利申請流程之簡要介紹，
下圖則是簡要指出一般申請之時程 ( 以發明專
利為例 )。

新技術、新裝置或新方法是否能申請專利，關鍵
不在於新發明是否為高科技或技術層次高不高，
而在於它的技術特徵是否符合可專利性。
而專利係採屬地主義，專利申請人雖已向外
國申請專利，若欲在我國受到專利保護，仍應向
我國申請專利。專利申請人並應注意主張優先權

（專利部 賀鈞鉦 整理編輯）

期限，如逾主張優先權法定期限，又因外國專利
申請案已公開或已核准公告後才向我國申請專
利，將喪失專利新穎性。
至於專利申請的程序，一項發明或創作通常
依照其技術創新性、市場開發潛力、技術移轉可
行性等，選擇適當時機赴相關國家申請專利。通
常情況係先向我國提出專利申請，而後申請外國

未提美國商標法第 8 條之使用宣誓
≠ 放棄商標之意思表示
美國商標制度採行使用主義，向美國專利商
標局(USPTO)申請註冊商標必須提出與該商標相

關的“使用證據”。也就是說，若一商標在提出
申請時尚未開始使用，則須在收到核准通知後六

來符合 Mattel 安全標準必須投入的高額成本。
2. 按照常理推斷，除非 Mattel 有意在未來使用

個月內提出該商標使用於美國商業用途的相關證
據與使用聲明書，始能取得商標證書。除了取得
證書，申請人 ( 此時稱商標權人 ) 應在商標註
冊日起算第 5～6 年間提出使用宣誓，並主張美國

CRASH DUMMIES 商標，不然當時不會向專
利局登錄 Tyco 的商標轉讓書。
3. Mattel 在 2000~2003 年投入的研究與發展表明
了其繼續使用商標的意圖，這項實質證據支持

商標法第 8 條 ( 五年內持續使用 ) 及第 15 條
( 註冊滿五年之不可對抗性 ) 來取得第 6-10 年
的商標權。
換句話說，當一個註冊商標經歷了上述第 8

了 TTAB 的判決。
綜上所述，CAFC 認為 Mattel 沒有依據第 8
條即時提出使用宣誓之事實並不等於 Mattel 放棄
繼續使用商標之意思表示。由此推知，本案確實

條與第 15 條程序後，便取得一種不可對抗的商標
權利。但是如果商標權人沒有在註冊後第 5～6
年間提出使用宣誓呢？
重要判例 - 案情簡介

支持了依普通法建立不放棄商標之意思表示。

【THE CRASH DUMMY MOVIE, LLC v. MATTEL,
INC.（CAFC 2009-1239, April 16, 2010）】
玩具商 Mattel 於 1991 年註冊了「CRASH
DUMMIES」商標於遊戲與玩具商品，其後並無依
據規定提交使用宣誓，致使 USPTO 於 2000 年 12
月 29 日撤銷該商標。2003 年 3 月 31 日，Crash
Dummy Movie, LLC ( CDM ) 針 對 「 CRASH

（國外部 Avril Chang 編譯）

日本專利與商標證書新表情
日本特許廳公告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之後註
冊的專利與商標將會核發以全新的證書樣式製作
的專利、商標證書。
超級比一比，新版證書調整大略如下︰

DUMMIES」商標提出意圖使用申請案，要求註冊
於遊戲與玩具商品。Mattel 依據普通法以及不放
棄「CRASH DUMMIES」商標之意思表示主張優
先權，成功異議 CDM 申請案。
美國商標審理與上訴委員會（TTAB）查出
「CRASH DUMMIES」商標係依據三年不使用而
遭撤銷之表面放棄聲明。但是 Mattel 在 1995 年 12
月 31 日到 2003 年 12 月間確實有銷售「CRASH
DUMMIES」商標玩具的事實。
同時 TTAB 主張 Mattel 提出中止商標的合理
原因，以及中止商標使用條件情形解除時可合理
預知的未來繼續使用之意圖，反駁其放棄依據普
通法之商標權利之推定。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同意 TTAB
的判決並且依據以下因素確認其判決基礎：
1. 1998 年 Mattel 與 KB Toys 公司針對 CRASH
DUMMIES 玩具之獨家零售展開協商。由於
Mattel 當時考量到讓 KB Toys 公司成為獨家銷
售商可獲得的相對價值以及改裝 Tyco 產品線

※字體大小與排版格式略有調整。
※被授權人與發明人的名稱字體大小調整。
※證書中指明註冊日期。
( 國外部 Avril Chang 編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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