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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攸關促進產業發展、增進國外產業及外資投資意願，

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科技日新月異，所衍生有別於以往的侵權模式，對於

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實為重大挑戰。有鑑於此，本刊特以「執行查緝仿冒工作

之展望」作為本月專題，介紹新型態網路侵權及刑事警察大隊過去10多年的查

緝結果，及改制後的未來展望，以安定權利人團體之疑慮。

由於網路技術的進步，帶動電子商業蓬勃發展，網際網路不但提供了新興

的銷售管道及商業模式，因科技創新所衍生的網路智慧財產權侵權亦隨之而

起。根據保智大隊所提供之統計資料觀之，網路侵權模式已超越實體店面侵權

模式，實不容小覷。由鄧詹森先生所撰寫之「落實執行網路侵權查緝，對保護

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文中首先分析目前網路侵權的型態及發展所衍生出的

不同侵權問題。以往傳統網路侵權以侵害著作權為主，如論壇、P2P交換及網路

拍賣等，目前新興網路侵權型態則以 Facebook、Line及媒體盒為主，接著闡述

查緝單位目前面臨的問題，文末提出查緝網路侵權的可行性作法，全文內容精

闢，極具參考價值。

民國92年所成立的保智大隊，係專門針對智慧財產權侵權查緝的單位，由

於其查緝成效斐然，使我國順利於民國98年自美國特別301條款觀察名單除名，

而保智大隊亦於103年1月正式改為刑事警察大隊。由吳宗衡先生所撰寫之「保

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改制為刑事警察大隊後未來工作展望」文中探討改制後

的警察大隊不僅指揮層級提高，查緝技能亦有顯著之提升，為因應網路侵權犯

罪，亦成立網路侵權小組及金流小組，並於文末提出多項成果，文章深入淺

出，值得一讀。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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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延續上期，由呂姝賢小姐所為文之「日本商標審查實務之探討——以識別

性及地名、著名已逝人名作為商標不得註冊之事由為中心（下）」，文中繼續

介紹「不得註冊事由─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至8款規定」，文章內容詳實

豐富，值得一讀。

商標法之聲明不專用制度，該規範初衷係為事先預防商標權人濫行主張商

標權，以維市場公平競爭之秩序。惟在該制度背後潛藏著諸多實務審查操作

上之困難，且從同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公平交易法現行規範法令中，不難發

現在彼等法制上有其重複規範或評價不一之情事，甚至可能助長第三人遂行不

公平競爭行為。由杜政憲先生所執筆之「論商標法上『聲明不專用制度』」，

文中首先簡介商標法之聲明不專用制度之緣起，接著闡述實務審查操作上的困

難，接著從競爭法規範檢視「聲明不專用制度」在法制上之衝突，文末提出作

者的看法，作者認為未來修法或可考慮廢除聲明不專用制度，使商標權人之權

利濫用行為能真正回歸到公平交易法之單一規範及評價，以避免在商標法及公

平交易法二法中產生規範及評價上的矛盾。文章內容精闢，極具啟發性。

本期文章內容豐富，各篇精選內容，祈能對讀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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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落實執行網路侵權查緝，對保護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

落實執行網路侵權查緝，對保護智慧財產權

之重要性

鄧詹森*

摘要

面對網路掛帥的今天，各式各樣推陳出新的傳輸技術，發展出新的電子商務

模式，仿冒盜版業者看好網路的商機無限，也搭上了順風便車，遂發展出新的侵

權型態，這無疑對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產生極大的挑戰，因此本文將粗淺的分析

現行網路侵權型態及其發展，並所衍生出的侵權問題，呼籲政府面對科技創新發

展應提高執法機關的應變能力，並與時俱進，適時推出得宜的做法與措施，方能

有效嚇阻網路侵權犯罪，並進一步提出幾點如何有效執行查緝仿冒盜版工作之淺

見，期以落實我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關鍵字：網路侵權、網路侵權型態、查緝網路問題、保護智慧財產權

收稿日：103年 6月 25日
* 作者為智慧財產局國際事務綜合企劃組協調仿冒查緝科編譯。



6 103.08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8

本月專題
落實執行網路侵權查緝，對保護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

壹、前言

我國查緝仿冒盜版係以「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為藍圖，統合政府

各部門之資源，透過互相合作支援之方式，共同執行查緝仿冒工作，並在這基礎

上不斷深耕發展，以因應科技進步所產生詭譎多變的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手法，

深化查緝仿冒盜版工作。在經過十年四期行動計畫的推展，我們的策略及執行方

法奏效，最耳熟能詳的是自2003年成立專責查緝仿冒執法單位「保護智慧財產權

警察大隊（2014年1月1日改制為刑事警察大隊，以下仍簡稱保智大隊）」，並自

2009年起自美國特別301名單除名。

由於網路寬頻技術發展迅速，帶動手機、平板電腦、數位電視等硬體的突飛

猛進，遊戲、教育、書籍、商業、娛樂、財經、醫藥等軟體的推陳出新，數位機

上盒的轉型發展，以及雲端資料庫的水到渠成，因此各國無不在這領域上爭相角

逐，並期能佔據一席之地。此外，在第13屆金網獎頒獎典禮經濟部商業司指出，

今年全台B2C電子商務產值將突破7,600億元，2年後電子商務能成為兆元產業，

主因係電子商務有其便利性和價格優勢，逐漸獲得民眾的青睞，改變了他們的消

費習慣，造就網購宅配商機的迅速發展，更為業者所看好的商務模式，既然網路

商機無限，不法集團當然也會看重這塊領域，期以在網路上圖得不法的利益。因

此，主管智慧財產權業務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若不步步為

營，以及執法機關緊盯虎視眈眈的仿冒集團，同時智慧財產局更要不斷地與時俱

進，透過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的修法，以因應快速變化的科技發展環境

外，並擴大執法人員查緝網路侵權，這樣方能有效嚇阻網路侵害智慧財產權犯

罪，落實智慧財產權保護。

本文將針對目前國內仿冒盜版，因搭上新技術及新商業模式的發展，所衍生

出的網路侵權型態，以及面對這些侵權問題，要如何執行才能落實智慧財產權保

護等議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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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保智大隊2003年至2013年之仿冒商品與盜版光碟查獲案件數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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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前國內仿冒盜版趨向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 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 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經合組織）曾指出，網際網路不但提供製造仿冒品的

廠商一個更新、更有力的銷售管道，讓仿冒品的銷售額因為網路的便利而節節高

升，其銷售額更因此而占總貿易額一個重要的比例1。這段話，我們從保智大隊公

布2003年至2013年之仿冒商品與盜版光碟查獲案件數之比較（如圖1）、傳統犯

罪與網路犯罪之比較（如圖2）、以及市場、店面、夾報、製造工廠及網路等不

同販售型態查獲數據比較（如圖3）等統計資料中加以應證，並清楚地描繪出仿

冒盜版犯罪的趨向2。

在2003年至2007年以查獲實體店面為主，並能循線破獲上游製造工廠及倉

庫，但是隨著網路發展，查獲違反著作權之盜版音樂、影音、遊戲光碟數量從

140萬多片逐年下降，到2013年只剩7萬多片，顯示網路頻寬的普及運用，消費者

可以更方便的從網路下載各種的音樂、電影、遊戲等資訊。此外，手錶、服飾及

3C周邊商品等違反商標權案件則自影音、部落格等網站興起後的第3年，即2010

年達到最高峰，該大隊查獲數量達223萬餘品項，已遠遠超過著作權案件數。

1  「淺析我國現行對網路拍賣服務提供者商標侵權責任之規範」，2012年 6月，台一國際專利法
律事務所。

2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未來工作展望，10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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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傳統犯罪與網路犯罪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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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起網路侵權犯罪已取代傳統侵權犯罪，並不斷攀升，以及隨著犯罪

型態日益複雜化，網路重製、公開傳輸、播放、製造、販賣盜仿品等模式不斷翻

新，大陸網購平台的加入、國際物流業發達、網路拍賣資本門檻低及無線網路、

網路跳板技術（VPN）等因素，致使犯罪手法日益複雜，具分散性、互通性、

隱密性與虛擬性及跨國性，偵查難度較高，成為侵權犯罪主要趨勢。此外，就市

場、店面、夾報、製造工廠及網路等不同販售型態查獲數據分析，網路犯罪占所

有案件數65%以上，其中有30%為小額非法網拍案件。

經上述近10年台灣查獲各類仿冒盜版案件數據分析，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

趨勢的確因網路世界而發生巨大的改變，我們所面對的是隱藏在網路背後的犯

罪集團或利用網路犯罪的高手，若仍以傳統分散式之組織架構及單打獨鬥之偵

查作為，恐已無法發揮嚇阻的功能，因此如何提升硬體偵搜工具，精進軟體偵

查技巧，已是當前保護智慧財產權最重要的課題，如此方能及早因應未來的犯

罪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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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以市場、店面、夾報、製造工廠及網路等不同販售型態查獲數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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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我國網路侵權型態發展及問題

在網路時代，寬頻網路結合數位內容的經營模式，帶動數位電視，或是機

上盒、迷你雲等輔助連網系統的突飛猛進，以及Facebook、Line等社群媒體的

接續串起，因其簡易、便捷與快速的使用方式，獲得網路使用者的青睞，並

且提供仿冒盜版商品生存的一個銷售管道。因此基於社群網路隱密及安全的特

性，已驅使仿冒業者轉入以B2C、C2C的交易模式，此種結合網路的型態，使

用者也越來越多，已與部落格、拍賣網站、論壇等並駕齊驅。本文將以司法警

察人員查獲仿冒盜版案件的面向，分別就著作權及商標權可能之網路侵權型態

發展情形，臚列如下：

一、傳統侵權型態

（ㄧ） 著作權係以數位侵權最為嚴重，其特性是快速、低成本、空間
小、無時間、地區限制，型態概分如下：

1、網站：

仿冒業者為規避我國警方查緝，將伺服器架設在國外，或由第三地提供載點

如Sogou，這類型主要是影音網站，招收會員提供音樂、電影下載服務，其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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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是在境外，但伺服器實際位置是在台灣。其次，IP位址設在國外，如XYZ軟

體補給站，係以販售光碟產品，雖該網站被查獲數次，但仍然繼續經營。

2、論壇：

網路論壇又稱討論區或討論版，提供在線討論或以在線討論所架設的網站。

論壇程式一般都有公司或組織開發，下載或購買所發布的程式包，再利用FTP上

傳至網頁空間，由於論壇提供人們討論的地方，題材有娛樂、新聞、教育、旅

遊、休閒等，更有些論壇設有多項討論題材，包羅萬象，有的則只專注討論某題

材。此外，很多使用者還會與他人分享資源，例如：音樂、短片、圖片等。

原本立意良好的論壇，若被仿冒業者利用，他們會在其中夾雜合法及不合法

的內容，如大補帖一樣，提供各式各樣的盜版軟體、音樂、電影、遊戲等，如伊

莉論壇，該論壇服務項目非常多，其中一區是專門提供網友以超聯結上gogobox

網站，觀賞或下載網友所上傳的盜版的電影、音樂。

3、P2P交換：

P2P是點對點通訊傳輸工具，使用者可直接透過網路連接其他使用者的電

腦，進行檔案共用與交換，因此其檔案傳送，係採戶與戶的通訊模式，可以一

次連接多個下載點，同時下載檔案，以快速完成檔案下載，如Kuro、ezpeer、

Foxy、eMule、edonkey。

P2P檔案分享軟體本身是合法的，若被不法業者使用，將其作為盜版音樂、

電影等著作的傳送，嚴重戕害著作權人的權益，因此，司法警察人員嚴厲查緝利

用P2P軟體所傳送的違法內容，目前以檔案交換音樂MP3最氾濫，其次是情色、

電影，同時也是音樂、電影公司又愛又恨的軟體。

4、網路拍賣：

網路拍賣即將實體商品透過網路販賣，這種商業模式的運作方式為，賣方將

拍賣品的詳細資料公布至拍賣平台上，並設定一個起標價格及拍賣的時間，該拍

賣品將公開由有興趣的人出價競標，當拍賣時間截止時都無人下標或低於拍賣底

價為「流標」；反之，有人出價合於底價以上者為「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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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及識別電子商務網站的類型及功能特色，網址 : http://32019052.blogspot.tw/2012_09_01_
archive.html。

因網路拍賣的特色3不受地域的限制。網路拍賣的拍賣時間可以比傳統拍賣

時間長。強大的搜尋引擎和分類系統使買家能輕易找到想買的物品、進行比價和

收集相關資訊。網路的匿名性使得詐騙的可能性大幅提高。網路拍賣進入門檻很

低，使得網路拍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都遠遠超過傳統實體拍賣，因此使著經營網

路平台的業者紛紛投入拍賣網站的經營，由雅虎、露天所提供的拍賣網，仿冒業

者利用該網站販賣仿冒盜版商品，並以小額販賣，降低實體店面被查獲的機率。

（二） 商標侵權係以實體商品透過各種不同的電子商務進行交易，另
一種侵權為未經商標所有權人授權或同意，擅自使用他人已註

冊之商標提供相關服務。

1、拍賣網站：

如雅虎、露天、淘寶網等，據雅虎奇摩自行統計的資料，其拍賣會員約有

數十萬人左右，透過拍賣網販賣的商品琳瑯滿目，各式各樣仿冒商品充斥其中販

售。因網站業者僅提供網路平台，拍賣者自行管理拍賣商品，這種方式是造成仿

冒品氾濫的原因之一。

2、購物網站：

興奇、PCHOME、雅虎奇摩等購物網，其平台是由管購物網公司管理，商

品則由合作廠商提供，如廠商從國外進口之知名精品，若非由製造商或總公司提

供，而係以平行輸入方式進口，因缺乏鑑定機制較容易批購到仿冒品，而造成消

費者在該等平台上購買到仿冒品，發生廠商誤入法網及與消費者間之紛爭問題。

二、新興侵權型態

（ㄧ）Facebook：

是一個在線社群網路服務網站，除了文字訊息之外，使用者可傳送圖片、

視訊和聲音媒體訊息，現在可傳送其他檔案類型，.doc,.docx,.xlsx等給其他使用

者，以及透過整合的地圖功能分享使用者的所在位置。使用者必須註冊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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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註冊後他們可以創建個人檔案、將其他使用者加為好友、傳遞訊息，

並在其他使用者更新個人檔案時獲得自動通知。截至2012年9月，Facebook內已有

超過十幾億個活躍使用者，其中約有9%的不實使用者。截至2012年，Facebook每

年共產生180拍位元組（PB）的資料，並以每24小時0.5拍位元組的速度增加。統

計顯示，Facebook上每天上傳3億5千萬張圖片4。

由於臉書有半封閉型社群網站的特性，雙方必須互為好友，方能觀看留言

或網頁訊息，由於臉書公司在台未設分公司，如發生侵權案件會增加司法警察人

員調閱帳號使用人資料的困難度，從保智大隊101年統計數據，發現224件臉書侵

權案件，僅查獲19件，破獲率為8.5%，破獲率低之原因主要係因為利用Facebook

社群網站販售仿品的帳號，90%以上是帳號遭到盜用而盜用者多是駭客盜取本國

人之Facebook帳號，再利用其社群脈絡散佈販售仿品訊息，由於Facebook使用頻

率極高，遭盜用者通常大約數天後發現向警方提出檢舉，而該使用者也同時透過

Facebook網站功能重新取回該帳號之使用權，該持續散布販售仿品訊息者，通常

是第三地人士所申請之Facebook帳號，由上可知，仿冒業者為規避查緝，近年來

多將觸角從拍賣網站轉至社群網站，成為新的侵權型態。

（二）Line：

是一款流行的智慧型手機和個人電腦即時通訊軟體，於2011年6月發表，具

有「簡單、好用、可快速傳達」服務軟體的特性。用戶間可以通過網際網路與其

他用戶進行語音通話、傳送簡訊、圖片、影片等。2013年11月25日，官方宣佈全

球使用人數突破三億。2014年4月2日，使用人數突破四億，LINE最初為Android

和iOS平台的應用程式，後期陸續擴展至BlackBerry（2012年8月）、Nokia Asha

（亞洲和大洋洲，2013年3月）、Windows Phone（2013年7月）和Firefox OS

（2014年2月）。除此之外，還提供Microsoft Windows和Mac OS平台下載5。

目前仿冒業者利用Line販售仿冒商品案件數不多，Line雖然可一對多立即傳

送訊息及圖檔，但還是要民眾依提供訊息者所張貼之網址點選瀏覽，這與臺灣電

子消費型態有很大的差異，消費者只要透過電腦連結拍賣網站、電子購物平台，

4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5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F%9E%E6%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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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5%B8%E4%BD%8D%E8%A6%9
6%E8%A8%8A%E8%BD%89%E6%8F%9B%E7%9B%92。

再從中瀏覽比價，點選所想購買之商品，故Line販售仿冒品在網路侵權上的侵害

性遠遠低於拍賣網站（包含國內的兩大拍賣網及大陸之淘寶網），但我們仍需密

切注意其後續發展，仿冒業者用Line發送仿冒商品訊息，並與網路連結，使消費

者購買仿冒品更加便利。

（三）媒體盒：

將數位訊號轉換為電視機可顯示之格式，有稱數位視訊轉換盒、數位電視機

上盒或機上盒，是一個連接電視機與外部訊號源的設備。它可以將壓縮的數位訊

號轉成電視內容，並在電視機上顯示出來。訊號可以來自有線電纜、衛星天線、

寬頻網路以及地面廣播。數位電視機上盒接收的內容除了類比電視可以提供的圖

像、聲音之外，更在於能夠接收數據內容，包括電子節目指南、網際網路網頁、

字幕等等6。

目前媒體盒侵害著作權類型有二：

1、媒體盒儲存盜版軟體：

若媒體盒內已存在非法重製內容，該媒體盒可被認屬為非法重製物。因此，

對該媒體盒所為之製造、販賣、散布、公開陳列行為，均可能構成著作權法第91

條、第91條之1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犯罪。

2、媒體盒內建連結境外盜版網站功能：

依現行著作權法等相關法令，若媒體盒僅係具自動連結境外盜版網站功能，

則進口、出售、出租或公開陳列此種媒體盒其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侵害犯罪，仍

須依個案事實而定。

目前司法警察機關查獲案件較少，主要原因係台灣網路侵權案件多屬終端

使用者由境外網站取得侵權內容之類型，除非封鎖境外網站實難杜絕這類型的犯

罪，因此目前僅得從出租或大量招募會員等業者進行追查，以號稱網路第五台即

銷售機上盒及提供連網業者為例，高雄市刑大偵七隊於101年5月查獲台中市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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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優○國際媒體有限公司利用數位機上盒連結海外伺服器，播放熱映中未經著作

權人授權之影片，宣稱每月只需450元，就可收看原本家中的「第四台」電視頻

道節目，也可以免費隨選隨看電影影片，並以「樂○第五台」於全台各縣市設立

據點對外招收業務或由用戶推薦新的使用者加入，可獲得免費收視或酬金等方式

運作牟利。經查負責人所提供的隨選隨看電影或影片，均未經過著作權人的授

權，有些影片甚至連正在上映的「3D大白鯊」、電視劇「真愛找麻煩」等皆在

其內，每月獲利60萬餘元，初步估計嫌犯的侵權市值逾三千萬元以上，訊後依違

反著作權法罪嫌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地檢署偵辦提起公訴。當時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並特別強調，最近坊間有不肖業者搭上頻道數位化的熱潮，發展出「第五

台」、「數位機上盒」等數位商品，惟其以機上盒連結海外伺服器，播放熱映中

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之影片，已違反著作權法規定，呼籲消費者慎選數位影視頻道

商品，以保障著作權人合法權益。

本案嗣經臺中地方法院102年度智易字第32號判決無罪，其理由「本件證據

既無法證明優○公司客戶經由上開數位機上盒連結網際網路所觀看之視聽著作，

係由被告上傳至相關網站，或被告與上傳之視聽著作至相關網站之行為人間，具

有犯意聯絡，亦或有出於幫助之意思而提供該行為人助力之事實，而該院在得依

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

指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之犯行，要屬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按諸前揭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7」。

肆、司法警察機關查緝網路面臨的困難問題

一、網站架設於境外

司法警察人員查緝侵權網站，如網址設立在境外，透過IP（資訊流）查詢

該位址所在地，向該地之ISP公司請求提供網站管理者的登入資料，若無法提供

犯罪者之相關資料，IP這條線索恐無法繼續偵辦，如再從金流及物流方面進行查

處，仍無所獲，案件無法結案。

7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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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由時報電子報，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81130。
9 東海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網站，http://www3.thu.edu.tw/ipr/detail.php?newsID=4994&prevID

=628&subID=。

二、Proxy代理伺服器
（ㄧ） 仿冒業者常利用轉址隱藏真實IP，以間接的網絡連接到其他網絡服務，

例如甲先生在北京所使用IP為61.29.128.255，如以日本Proxy代理伺服器

（119.63.192.0）為跳板，登入露天拍賣網，因此從露天伺服器，僅能辨

識登入日本IP區段，露天無法封鎖到大陸甲先生的IP。目前台灣有不少小

型的Proxy代理伺服器公司，以代理伺服器為營業項目，有人承租作為拍

賣跳板。

（二） 學術網路（TANET）是駭客最喜歡使用殭屍電腦攻擊控制的目標，因為學

術網路頻寬最大、使用者（學生）警覺性最低，很容易遭駭客入侵植入木

馬程式，遠端控制電腦成為代理伺服器，進而控制佔有某區段網路IP，作

為犯罪用途或真實身分之隱匿及販售租賃獲利。

三、P2P軟體問題
（ㄧ） 由於P2P軟體（或是相容性的軟體）係經由點對點的搜尋後傳送所需要的

檔案，並進行下載、上傳的行為，其侵害最嚴重不外是音樂、電影、數位

書籍等權利，此侵害除非有告訴權人針對犯罪行為人提出告訴，否則難以

繩之以法，而且司法警察人員也不宜主動介入告訴乃論的侵權行為。

（二） Foxy是繼「Kuro」與「Ezpeer」後，第3個由國內外共20家唱片公司和

電影片商集體指控其提供免費安裝侵害著作權，經檢舉由檢察官提起公

訴，嗣經板橋地方法院於99年3月19日判決景昌資訊負責人李○○1年6個

月徒刑，併科罰金70萬元，法院主要理由，認為FOXY軟體一經下載，

於使用端電腦上已設定「強制分享」功能，提供的軟體商等於是非法下

載的間接正犯，論以公開傳輸侵害著作權之罪8。惟案經上訴後，被告在

二審與業者達成和解，強制關閉網站，法院判處5個月有期徒刑，並緩刑

5年。這也是繼Kuro、Ezpeer後，達成和解的第3個案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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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於P2P軟體發展至今，雖歷經許多了阻礙與轉變，但用於非法傳輸盜版

音樂、電影等檔案，仍難逃法律的制裁。雖然目前Kuro等改採合法下載收

費經營，這也無助根本解決P2P已成為自由軟體，在網路上流竄，所面臨

被不法業者非法使用或任人下載使用等問題。

四、IP帳號調閱受限國外公司
（ㄧ） Facebook帳號使用人登入IP及註冊資料調閱規定，依內政部警政署與

Facebook新加坡亞洲辦事處協定，以殺人、擄人勒贖、毒品、妨害電腦使

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與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為主，侵害

智慧財產權案件不在調閱之內，此外，偵辦阻礙尚有不易加入好友，係因

Facebook為社群網站，非屬營利事業，其帳號申請人個人資料受隱私權之

保障，非涉及上述重大刑事案件，均不開放調閱帳號資料之權限，導致偵

辦未能持續進行與有效突破。因此司法警察機關目前破獲Facebook社群網

站販售仿冒商品案件，均非以查詢IP帳號資料，而以傳統方法，透過電子

郵件、行動電話、物流、金流等方式進行查證。

（二） Line也與Facebook有同樣的調閱帳號資料的問題，依內政部警政署2013年

曾發函表示，因Line臺灣分公司尚未與警政署建立資料調閱窗口，對有追

查利用Line通訊軟體進行犯罪案件之需要，仍請自行函請Line臺灣分公司

協助調閱。另外，Line日本總公司亦曾回應，須先與日本警視廳聯絡，並

經日本法院許可後，始得調閱帳號資料，內政部警政署認為緩不濟急。因

此內政部警政署對於司法警察機關調閱臺灣使用者Line資料部分，仍將持

續與臺灣分公司及日本總公司洽談，而近期將會有一個折衷方式。

五、媒體盒連網提供盜版影音問題

（ㄧ） 由於媒體盒本身係提供連結網站之產品，並非被設計為專用以侵害著作權

之工具，因此，進口、銷售、使用及散布媒體盒之行為是否構成侵害著作

權犯罪，仍須依個別案件之事實而定，雖然生產製造或銷售廠商有提供連

網功能，但102年度智易字第32號卻判決這種情形不構成犯罪。

（二） 智慧財產局對於媒體盒連網問題，於2013年12月6日作成解釋，為維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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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2年 12月 6日智著字第 10216005990號解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
tw/ct.asp?ctNode=7448&mp=1&xItem=503034。

國積極建立之保護智慧財產權形象，呼籲生產製造或銷售廠商勿在多媒

體播放器（電視棒或機上盒）連結侵權網站或提供盜版影音檔案，其內

容如下10：

1、 近期本局接獲陳情，指部分多媒體播放器（電視棒或機上盒）內建侵

權網站之連結或提供APP軟體，供使用者連結盜版影音內容，其中部

分國外權利人多次反映使用者利用多媒體播放器（電視棒或機上盒）

連結到境外非法網站下載或觀看盜版影音內容（電影、電視節目、電

視劇、MV等），侵害其著作權，影響我國積極建立之保護智慧財產權

形象。

2、 依著作權法規定，建置侵權網站提供盜版影音內容固屬侵害著作權，

然明知係侵權網站而仍提供連結或APP軟體供使用者連結觀看，亦可

能構成侵害著作權之共犯或幫助犯。請生產製造或銷售多媒體播放器

（電視棒或機上盒）時，勿內建侵權網站之連結或提供APP軟體供使用

者連結侵權網站，並約束所屬代理商或經銷商不應為促銷而宣傳可提

供或下載APP軟體連結上述侵權網站，以維護我國積極建立之保護智慧

財產權形象。

（三） 惟目前仍有業者鋌而走險，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於2013年9月就出租媒體

盒問題，起訴某犯罪集團出租媒體盒涉嫌侵害著作權案件，其起訴事實細

節如下：於2011年11月起至2013年4月間，該犯罪集團自行將媒體盒內設定

自動直接連結特定網站，並將未經授權之媒體檔案上傳至上開特定網站。

再將上開媒體盒出租予客戶供其直接連結上開網站撥放媒體檔案。因此，

檢察官認為被告的行為涉嫌非法公開傳輸未經授權著作而違反著作權法第

92條，並對其提起公訴。

（四） 至於法院如何看待此類供消費者將數位訊號轉換為電視機可顯示之格式之

機上盒，且非僅供用於輔助網路侵權之設備，又基於科技中立原則，亦有

人認為不宜就機上盒之販售予以不當限制，而須就具體個案情形為相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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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因此本案是否構成著作權之違反，仍需靜待法院的見解及判決結

果，我們也期待法院能參考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P2P條款之規定，

做出合宜的判決。

（五） 本文認為媒體盒提供連結非法侵權網站問題，除非能夠封鎖背後的侵權網

站外，恐難以杜絕其犯罪，因此目前僅得要求執法機關大力查緝，嚇阻不

法業者利用媒體盒遂行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之目的，亦或是智慧財產局加

大宣導，持續呼籲國人應以我致力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為念，勿走法律邊

緣，以戕害我所建立良好的保護智慧財產權形象。

伍、查緝網路侵權的可行性做法

我國現階段查緝仿冒盜版工作，係以查緝網路販賣仿冒盜版商品為主要重

心，並依據行動計畫所訂的目標，如健全智慧財產權政策及法規，提升我國法制

品質；加強執行查緝仿冒盜版及辦理司法人員專業訓練，落實智慧財產權保護；

加強邊境管制，減少仿冒品及盜版品交易；持續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落實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合法使用電腦軟體等著作、強化網路著作權

保護及輔導建立著作利用授權機制；強化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建立國人正確的

智慧財產權觀念等策略，多層級多管道多面向，協調聯繫檢、警、調、海關及行

政機關，全面執行修法、查緝、教育訓練、宣導等相關工作，並透過保護智慧財

產權協調會報定期檢討查緝成效，持續統合司法、行政等機關推動智慧財產權保

護工作。

惟面對網路犯罪型態的日新月異，網路使用者年輕化的趨勢，以及人工智

慧與科技應用在未來的虛擬世界所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們相信網路侵權問

題仍會不斷的發生，因此如何有效執法，對保護智慧財產權格外重要，但是要如

何因應與提出可行對策，對司法警察或行政機關更是一大挑戰。所以在快速變化

的環境裡，首先認識到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及範圍，勢必隨環境更迭而為更張調

整，並要與時俱進，適時推陳出新得宜的做法與措施，也要提高執法機關的機動

性與應變能力，方能有效嚇阻網路侵權犯罪，茲提出幾點淺見，期能對查緝網路

侵權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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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熟習網路新知，提升執法人員專業偵查能力

（ㄧ） 智慧財產局持續辦理智慧財產權研習專業課程的教育訓練，以提升員警偵

查知能，目前課程內容聚焦在網路侵權問題，並自2014年起除初、中級班

外，亦開辦高級班，針對新修法令、侵權發展趨勢及態樣，並著重於法令

介紹、實務查緝、網路侵權偵辦技巧、電腦實作、個案演練、案例研析等

問題探討，尤其是網路這塊，邀請具實務經驗豐富的檢察官或刑事警察局

警官經驗傳承，以及影音、電腦軟體等相關權利人團體及科技業，講授最

新的社群網路發展、侵權現況及犯罪手法，擴展查緝人員對智慧財產權認

識之廣度與深度，以提升員警的查緝知能，但未來應增加課程時數及內

容，如提升偵查技巧、探討犯罪心理層面的探討，因科技如水一般，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他可成為偵辦利器，亦能成為犯罪工具，所以回歸犯罪

心理層面的探究，對突破心防是很重要的，也是案件突破的不二法門。

（二） 執法機關應持續舉辦在職專業訓練，如「基層及幹部刑事講習班」、「電

腦網路犯罪偵查暨研習班」，以加強偵查技巧、資料分析、證據保全、刑

事鑑識能力、網路犯罪偵蒐及數位鑑識、進階網際網路應用、進階網路安

全與管理、進階軟體工具應用、如何進行IP監控等，以及不定期辦理專家

教授「網路偵查」及「資金追查」課程，強化追查境外IP、追查境外製造

工廠、資金流入等。

二、 建立團隊合作，相互支援，有效打擊網路侵權
犯罪

網路世界的犯罪已朝集團化發展，因此執法機關應強化團隊合作，透過分工

方式，成立各種偵查小組，並將其串連一起，透過組織學習，經驗傳承，學習成

長，成為團隊共同的知識、技能與價值，以利查緝網路侵權工作的順利推展。

（ㄧ） 「網路科技偵查小組」11：針對網路犯罪，追查境外IP、集團共犯、販售網

絡及境外製造工廠，透過跨境合作，國內、外同步執行查緝組織性、跨國

性犯罪。

11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未來工作展望，10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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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金追查小組」12：專責調閱資金帳戶資料，分析並追查不法所得款項

流入帳戶或藏匿處所，以瓦解不法集團。

三、突破法令限制，調閱申請者帳號及相關資料

由於Facebook、Line等帳戶之申請者資料及IP調閱問題，一直受限於美國、

日本個人資料保護法或隱私權保障，該等公司不願提供或資料回復時間超過數

月，以致錯失偵查契機，甚至無法再繼續深入追查，因此有必要透過司法互助合

作，並簡化查辦程序，及時取得犯罪嫌疑人帳號資料，方可對日新月異之科技犯

罪型態達到及時、有效率之遏止。

四、 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建立查緝網路侵權共同打
擊犯罪聯繫窗口

（ㄧ） 由於網路無國界的特性，執法機關常因侵權網站架設在國外或調閱帳號資

料等，就無法繼續偵辦，不得不將案件結案，因此為解決這類問題，司

法、行政機關應主動與各國執法機關進行查緝網路侵權相關方面的交流合

作，並透過參與其民間組織或業者的網路相關發展的研討會、論壇，或是

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參加這類型研討會，建立雙方之友誼關係，透過吸

收各國之查緝侵權經驗外，進一步爭取交流合作、侵權犯罪情資交換的機

會，朝建立網路侵權犯罪聯繫窗口之方向努力，以利案件之偵辦。

（二） 依「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兩岸應逐步落實兩岸智慧財產

權聯繫窗口的運作，以展現跨境合作偵辦智慧財產權案件之決心，目前智

慧財產局為使民眾瞭解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第7點之著作權

協處機制，已於網站首頁著作權兩岸協處專區，刊載兩岸著作權協處制度

說明外，並轉載大陸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及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

法等資訊，供外界利用參考。此外，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

議，亦是一個可以運用的方法，我們可以參考打擊詐騙案件合作的成功模

式，進一步推行到查緝網路侵權犯罪的合作，未來應再加強兩岸協商談判

合作模式，使兩岸四地就保護智慧財產權問題，能有重大的突破，共同合

作打擊網路侵權案件。

12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未來工作展望，10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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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保護智慧財產權是政府既定之政策，雖我國在遏止仿冒盜版已獲致良好成

效，但要持續維持良好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實非易事。因此，在面對網路侵

權的犯罪，身為執法機關的內政部警政署或主管智慧財產權的智慧財產局，仍應

一秉過去合作打擊仿冒盜版的精神，以及所建立良好又密切的合作關係上，持續

在網路侵權防制、國際交流合作、查緝專業訓練等面向上能有所創新，並加大努

力，透過確實可行的策略措施或做法，以因應網通科技發展，所衍生出仿冒盜

版品交易行為藏匿在更隱密的社團或以合法掩護非法的商業體或第三地的犯罪方

式，因此在這樣瞬息萬變的智慧財產權環境，也需要凝具共識，促使執法機關能

更有效的打擊網路仿冒盜版，以防範侵害智慧財產權的發生，並共建更完善的智

慧財產權保護環境。

此外，身為執法機關的內政部警政署，在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的知識與素養

上應有所精進外，並在科技的發展層面上亦應與時俱進，尤其是與網路相關的各

項技術與發展，更應俱備一定的專業知識，並藉由學長帶學弟的組織學習方式，

就偵辦案件進行團體研討，啟迪思維與經驗分享，激發創新做法，透過對案件的

深入剖析，共同提升偵辦案件的知識技能與查緝技巧，發揮執法機關團隊力量，

有效打擊國內及境外網路犯罪組織或跨國性等重大網路侵權犯罪集團，期以對落

實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貢獻所長，以回饋國家對執法機關的栽培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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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改制為刑事警察大隊後
未來工作展望

吳宗衡*

摘要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於103年1月1日起

改制為刑事警察大隊。保護智慧財產權是政府既定之政策，雖然我國在查緝侵害

智慧財產權案件已有良好的成效，但隨著時代演變及犯罪型態改變，惟有透過組

織變革、強化團隊能力及提升偵查能力方能因應。本文除就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

大隊於過去10多年之查緝成果進行分析，並對於改制後大隊現況及工作展望作介

紹，以正視聽並安定權利人團體的疑慮。

關鍵字： 保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e Team (IPRP)、

網路犯罪。

收稿日：103年 6月 25日
* 作者為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分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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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以列入301條款，作為制裁貿易伙伴的手段，我國於90年被列入301條款

「優先觀察名單」，91年1月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履行會員國義

務，遵守智慧財產權協定，並鼓勵創新研發，促進產業升級，提升國家競爭力，

經濟部商請內政部警政署同意由保安警察第二總隊成立「掃蕩盜版光碟行動小

組」。92年1月1日，奉行政院指示成立專責警力「保智大隊」，93年11月1日完

成法制化正式成立「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全天候專責查緝侵害智慧財產

權案件，執行成果績效卓著，順利讓我國從美國301條款「優先觀察名單」降為

「一般觀察名單」，98年1月17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再將我國從「一般觀

察名單」中除名。美國AIT及日本交流協會等各國在臺代表更盛讚保護智慧財產

權警察大隊的獨特性及優異表現，放眼世界實屬罕有，更為東南亞各國之楷模。

但隨著時代演變及犯罪型態改變，早期是以早（夜）市、店面販售盜版、仿

冒商品為大宗，自97年起侵權犯罪轉變為網路型態，犯罪熱點也由實體店面轉為

網路、雲端之態樣，以傳統之組織架構及偵查作為，已漸感無法因應。故於103

年1月1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將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改制為刑事警察大

隊，除了象徵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邁入新的里程碑，更於改制同時，將舊有

人員編制及組織架構配合調整，以因應新的犯罪發展趨勢，保障人民智慧結晶，

1 於改制後，「IPRP」仍標示在標誌上，亦即宣示刑事警察大隊主要且唯一的任務就是－保護智
慧財產權，與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的任務是一致的。

圖1. 刑事警察大隊標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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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92年至102年查獲商標法、著作權法案件數及犯罪嫌疑人數

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彰顯國家對於此領域之重視。

貳、趨勢分析

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自92年1月成立後迄102年12月止，計查獲各類侵權

案件2萬2,528件，嫌犯2萬2,760人，盜版光碟片623萬6,983片，侵權市值金額約新

臺幣1,378億元，對於國內不法盜版、仿冒業者，產生相當遏阻作用。本大隊歷年

來執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良好成效，現今已成為各國政府相關機關及民間團體規

劃執行保護智慧財產權學習參訪的對象，對提升我國整體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形

象助益良多。

92年至96年以查獲遍佈大街小巷的夜市、店面、攤販、市場販售各類影音光

碟、電腦軟體、精品服飾、鞋子、包包等盜、仿品為主，占查獲案件數之82%，

且能循線破獲上游製造工廠及倉庫。但自97年起因強力取締及基本工資調漲等因

素，大型工廠逐漸外移至大陸及東南亞國家，加上中華電信ADSL、第四台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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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93年至102年查獲傳統犯罪與網路犯罪案件數量

深入每個家庭及人手一台的智慧型手機等高科技產品問世，網路使用率大幅增

加，且大陸淘寶網、阿里巴巴等網站大量提供販售管道、國際物流業發達及網

路拍賣資本門檻低等因素，致網路犯罪成為侵權犯罪主要趨勢。至102年12月底

止，網路犯罪案件比例已占取締案件總數之63%以上，犯罪模式、場所及時間都

與夜市、店面、市場等傳統型侵權犯罪有異。其中又有37%是販售精品包包及手

機週邊商品的小額非法網拍案件（查獲侵權物品數量3件以內）。

賣家及大型店面（如五分埔）利用網路平台，提供目錄公開展示各種仿冒名

牌精品、服飾及3C週邊商品供消費者選購，透過國際快遞、宅配業者、貨到付

款，賣家再與境外仿冒工廠分攤獲利。此網路拍賣供銷模式，可快速銷售商品，

也減少囤積商品造成滯銷的壓力。此外，網路非法重製、散布、公開傳輸、播放

等侵害著作權的侵權手法也不斷翻新，儼然成為侵權犯罪的主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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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刑事警察大隊組織架構

透過近10年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查獲各類智慧財產權案件統計資料分析

得知，犯罪趨勢因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犯罪手法日益複雜，案件偵查的專業知能

及技巧勢必跟著改變。且利用網路侵害智慧財產權的個體戶增加，但查緝個體戶

卻無法有效斷絕犯罪發生。因而於103年1月1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將保護智

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改制為刑事警察大隊。

參、刑事警察大隊現況及未來工作展望

一、組織概況

保護智慧財產大隊成立初期為了全面性查緝盜版、掃蕩夜市、攤販、店面

及工廠，特於全臺分別設置了7個駐地。但缺點是指揮層級低，組織架構分散，

無法發揮團隊力量。為因應新型態之犯罪模式，故將原來分散在台北、桃園、台

中、嘉義、高雄及花蓮之分、小隊，集中設置偵一隊、偵二隊及偵三隊3個偵查

隊於台北、台中及高雄三大都會區，人員集中，統合、提升指揮層級，由偵查隊

長直接統合指揮案件之偵辦，而業務亦集中由大隊辦理，偵查隊則專責偵辦各類

重大侵權案件。

藉此變革，簡化組織、統一事權、發揮團隊力量、整合行政資源，提升整體

查緝效能，以組織力量對抗未來的集團性、跨國性犯罪。

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刑事警察大隊

行政組業務組

督察組

偵一隊 偵二隊 偵三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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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刑事警察大隊法定業務職掌如下：

（一）全天候受理有關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之檢舉事項

（二）專責處理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之檢舉案件

（三）有關侵害著作權、仿冒商標等犯罪之偵查與處理

（四）依法執行侵權犯罪之取締、扣押、逮捕等任務

（五） 配合協助經濟部光碟聯合稽查小組處理有關光碟工廠之查核
工作

目前刑事警察大隊警力編制為218人，於102年底透過首次辦理偵查佐甄試，

由原本保智大隊遴選出具有熱忱及專業偵查能力之刑事菁英，除具有豐富查緝經

驗外，偵查作為亦可無縫接軌。另中、長期將陸續辦理偵查佐招考並對外招募具

刑案偵查專才之刑事警察人員加入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列。

改制之後，原本各分隊隊員改序為偵查佐，除官階提高外每月亦加領刑事加

給，具實質激勵效果。且在政府預算相較去年減縮15%的情形下，本大隊預算仍

維持不變，也獲得警政署核撥刑事裝備、經費，以提升偵查配備外，同時也確保

執法資源，顯示政府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重視。

二、提升專業技能

犯罪型態的日新月異，實際執行查緝工作人員對於法制面及執行面的動態，

惟有透過研習訓練及刑案件偵辦，方能隨時掌握法律修定動態及最新侵害智慧財

產權型態，以應付各類型侵權案件：

（一）「智慧財產權研習專業課程」初級、中級、高級班課程

仿冒盜版型態隨著科技進步與商業模式而有所不同，為增進查緝人員之專業

知能，大隊每年遴派幹部參加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與警政署每年共同辦理之智慧財

產權研習專業課程班，研習智慧財產權最新法令規定及查緝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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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人員講習班」

警政署每年辦理「刑事人員講習班」講習，針對全國刑事人員之偵查技巧、

資料分析、證據保全及刑事鑑識等課程規劃完整課程，使受訓人員對刑事工作內

容充分瞭解，以提升各類型事案件偵辦工作知能。

（三）「電腦網路犯罪偵查研習班」及「金流追查研習班」

因應利用網路、電腦設備、網路社群等資訊工具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本

總隊商請智慧財產局提撥經費，並於102年12月調訓20名員警參加「網路犯罪偵

蒐及數位鑑識」、「進階網際網路應用」、「進階網路安全與管理」、「進階軟

體工具應用」、「如何進行IP監控」等課程，以加強網路偵查能力。另外，於本

（103）年3月亦商請刑事警察局教授網路犯罪偵查及資金帳戶金流追查與分析等

課程。

（四）「查緝仿冒講習班」

於每年上、下半年持續辦理「查緝仿冒講習班」，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警察局等單位之專家講授智慧財產相關法令規定、專業

查緝技巧及請「台灣智慧財產權聯盟」等相關權利人講授各類仿品之辨識方法。

三、因應數位化犯罪趨勢，積極挑戰組織性犯罪

由於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已成為現今資訊重要的應用資源。但在缺乏適當

規範且被濫用的情況下，導致網路資訊的不當與不法擷取、應用以及以網際網路

為犯罪媒介，已造成嚴重的智慧財產權犯罪問題；網際網路我國目前於國際上缺

乏完整的合作機制，加上外交因素限制，常造成網路犯罪偵查上的限制。此外商

業模式的改變使得資金交易方式更為多元，不再侷限傳統的ATM匯款或見面交

易，取而代之的有網路ATM匯款、線上刷卡、貨到付款及第三方支付等多種交易

方式，使得金流分析成為案件偵查上不可或缺的證據。而刑事警察大隊也因應此

犯罪型態於各偵查隊成立偵查小組：

（一） 成立「網路科技偵查小組」，針對網路犯罪中，追查境外IP、販售網絡及

製造工廠不易等難題，將提供情資，透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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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商團體等，請求境外執法機關協助查緝。

（二） 成立「金流偵查小組」，專責調閱資金帳戶資料，分析並追查不法所得款

項流入帳戶或藏匿處所，報請檢察官予以查扣、沒入。

四、未來查緝目標

目前對於市場（夜市、早市、商圈）、攤販、店面等型態之公開侵權行為，

持續規劃查緝勤務，並透過與財政部關務署、航空警察局以及郵政總局等機關合

作，深入掌握大批及零星仿冒品輸入之物流運送模式，查出犯罪嫌疑人資料，追

查盜仿品來源，以打擊上游盜仿品輸入集團。

97年至102年，共查獲各類侵權案件8,809件，侵權市值約新台幣790億元，其

中又以販賣仿冒商品及非法重製影音為大宗。各類侵權案件，以企業使用盜版軟

體占最高侵權市值，平均造成每案約新台幣7,400萬元損失，其次為盜印圖書，每

案約造成新台幣2,800萬元損失。偽劣藥案件雖然件數少，共48件，但侵權市值高

達約2億元，嚴重危害人民身體健康。顯示組織性犯罪，對侵害智慧財產權造成

更為鉅大的損失。 

對於公司行號使用未經授權之盜版軟體、盜印圖書及販售偽劣藥等侵權行

為，將持續與各大權利人團體、商會進行合作，並配合發布新聞、預防犯罪宣

導、鼓勵檢舉等措施，提高民眾保護智慧財產權意識。

此外，持續定期執行「緝仿專案」及不定期針對國內、外民生必需品、社會

矚目及重點國際精品，等進行專案查緝工作，多管齊下，強化打擊力道。

五、多邊合作、建立共同打擊犯罪管道

（一） 結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地方法院檢察署專股檢察官及各大權利人團體，

積極參與國內、外研討會、論壇及邀請專家學者提出專案報告，吸收各國

之查緝侵權經驗，作為偵辦案件之參考。102年計有7次參訪，並於7月8-10

日至澳門參加兩岸四地著作權暨網路犯罪研討會，會中提出三則專案報

告，獲得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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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中國大陸簽訂之「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

護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落實建立兩

岸聯繫窗口，並提供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情資，經由刑事警察局兩岸科及

國際科，請求境外執法機關協助案件查緝，展現跨境合作偵辦智慧財產權

案件之決心。今（103）年1月15日大陸浙江省知識產權局一行14人及2月6

日北京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一行12人至本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參訪，除交

換執行查緝經驗外，期能建立聯繫窗口，開啟未來兩岸共同偵辦侵權案件

之契機。 

肆、成果分享

於改制刑事警察大隊後，由偵查隊長統籌調派警力，分工執行跟監、埋伏、

偵查及調閱資料等文書處理工作，完成蒐證，即統合警力全面出擊，圓滿達成任

務。全案偵處作為即展現改制後提升指揮層級，統合警力運用之特點。

ㄧ、 本大隊偵一隊偵破翡○公司未經授權販售ELLE
品牌商標手錶，違反商標法案

告訴人法商ELLE公司，發現翡○公司及其分店販售未經授權之ELLE商標商

品。經查該公司前為ELLE商標在臺授權之製造商及經銷商，惟於授權合約截止

多年後，仍持續對外銷售，甚至將大量未經授權款式之手錶，以設立專櫃、舉辦

特賣會方式，低價傾銷於市面。案經偵查隊長統合警力，分派各小隊至各地執行

偵查、跟監、蒐證，於事證蒐集完備後，報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

揮偵辦，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核准搜，於103年1月17日持搜索票，兵分3路，

同步執行搜索。共計查扣ELLE商標手錶2,410支及錶帶、錶面錶殼等相關零配件

4,777件，侵權市值初估約新台幣200萬元。

二、本大隊偵二隊偵破盜版光碟網站，違反著作權法

楊姓嫌疑人加入盜版光碟集團，在新北市出租公寓作為盜版光碟燒錄工廠，

每天接單燒錄各式盜版應用軟體、遊戲、影音及色情光碟，且為規避警方查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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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改制為刑事警察大隊後未來工作展望

該集團將網站設立於境外，且採會員制，非會員無法訂購，顧客下單後，訂單資

訊由大陸共犯提供給楊嫌進行盜拷，再配合宅配業者以貨到付款方式販售。案件

歷經數月跟監埋伏，終於鎖定楊嫌住址，並持搜索票至其出租公寓搜索，一舉查

獲燒錄機167臺及光碟母片、盜拷光碟等約5萬餘片。

三、 本大隊偵三隊偵破和○資訊公司使用盜版軟體，
違反著作權案

和○資訊公司及其4間分店涉嫌未經取得正版合法授權，以違法安裝盜版軟

體，致侵害美商微軟公司所擁有之著作權。案經偵查隊長調派警力，分派各小隊

至各地執行偵查、跟監、蒐證及調閱相關資料，俟證據完備後，於103年2月20

日，兵分5路，持搜索票，由隊長、副隊長帶隊至高雄市5個處所執行搜索，當場

查扣電腦主機、筆記型電腦、重製盜版光碟片、燒錄機、客戶訂單及70套重製軟

體等大批證物，侵權市值初估約新台幣1仟萬元。

伍、結語

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是一項長期性工作，攸關促進產業發展、提升國家競

爭力、引進國外產業及外資投資意願，是以應長期持續大力推動。同時，由於國

際社會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議題高度重視，國際間相互簽署「反仿冒貿易協定」

（ACTA），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有更嚴謹的規定，為經貿談判的重要議題，亦

為我國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之重要依據之一。我國歷經

多年努力，從美國特別301條款觀察名單中除名，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

隊亦將秉承過去優良的傳統，繼續全力投入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工作，建構更優

質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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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標審查實務之探討——以識別性及地名、著
名已逝人名作為商標不得註冊之事由為中心（下）

呂姝賢*

～承前期～

參、 不得註冊事由―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至8款
規定

一、 國旗、皇室菊花徽章、國徽、國際組織標誌及官
方用以表明品質管制標誌

商標雖符合第3條之規定，但有第4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情形，仍不能取得

商標註冊：第4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有關與國旗、皇室菊花徽章、勳章、獎章或

外國之國旗相同或近似之商標；與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大臣所指定聯合國或其

他國際組織的相關標誌相同或近似的商標；與國際紅十字會的標誌或頭銜相同或

近似之商標，或是與「有關日本國民在受武裝攻擊時的保護措施法案」中第158

條第1項的具識別性標誌相同或近似之商標；相同或近似於經濟產業省／經濟產

業大臣所指定巴黎公約成員國、WTO會員國、商標法條約締約國的軍徽或其他徽

誌；與著名的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及其機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從事業務之公益

團體或事業的標誌相同或近似之商標等規定，相當於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

2、4、5款之規定內涵，日本在認定與外國國旗或標誌是否近似時，基於尊重國

際間誠信的考量，審查上會盡可能的從嚴認定。第6款相關著名商標包括：東京

首都、縣府城市、鎮、村、大都會地鐵公司、大都市的巴士公司、自來水公司、

大學、宗教組織、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15及日本外貿組織（JETRO）16等

之標誌，皆有該款之適用。

收稿日：102年 9月 4日
* 作者為現任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第三科之商標審查官。
15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16 Japanese Olympic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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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較不同者，則屬其皇室菊花紋章之適用：判斷與日本皇室菊花徽章是否

近似之基本原則如下，整體商標圖樣若呈現：（1）菊花飾章其花瓣數在12片至

24片之間，或（2）商標圖樣有部分很明顯地呈現出皇室的菊花飾章，或（3）該

菊花飾章被認定與皇室菊花飾章徽記近似，則該當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不得核准註冊。

若該菊花圖樣有下面4種情形之一者則不適用本款：（1）菊花中心直徑大

於花瓣17，（2）菊花超過1/3被遮住，（3）中心偏離的長度超過花朵1/4半徑，

（4）菊花並不清楚地構成徽章，商標圖樣本身不像徽章，或是整體商標圖樣仿

真實的鮮花。

17 日本商標審查基準：第 3第 4条第１項及び第 3項 一、第 4条第１項第１ （国旗、菊花紋章
等），菊花の紋章でその花弁の が 12以上 24以下のもの及び商標の一部に菊花紋章又は前記
の菊花の紋章を 著に有するものは、原則として、菊花紋章に類 似するものとする。ただし、
次のものは、この限りでない。（1）「花心の直 が花弁の長さより大きいもの」

18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日本皇室徽記，共 16片花瓣，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8A%E8%8A%B1%E7%B4%8B%E7%AB%A0
 （最後瀏覽日：01/08/20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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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公序良俗

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商標若有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不得

註冊。此條款為日本商標法之帝王條款（blanket clause），若第1款至第6款之理

由皆不適合時，有可能會落入本條款。另隨時空變遷，一般社會觀念或習知的習

俗亦可能會有所改變，因此過去已准過的商標，現今有可能會落入本條款而不得

註冊。此款相當於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7款，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不同於我國審查實務，日本公序良俗條款之適用，除商標本身的組成是極不道德

的、無恥的、淫穢的、歧視性或予人觀感不愉快之圖樣禁止註冊外，對於商標本

身的組成不屬於前項情形，但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公認的道德觀念者亦在本款適

用之列，並將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與商標之間的關係予以納入考慮，適用

範圍包含以下情形：

（一）案例：

1.商標圖樣：

本商標指定使用於第29類「豬肉、雞蛋、蔬菜、水果」等商品。母衣旗

（Horohata）為一日本福島縣石川郡的一個舊地名，一般消費者認為周邊任何

企業或任何人都可以使用「Horohata」文字將其標示於自己的產品上，以表示該

產品產自該地，且該鎮周邊的企業長久以來都一直被鼓勵使用「Horohata」。申

請人以「Horohata」為商標圖樣提出商標註冊申請，並獲得了註冊。高院認為

「Horohata」商標的註冊，使其他企業無法或難以使用該字作為產品的標示，形

成該文字之獨家使用，意圖壟斷「Horohata」獲得的利益，抑制了該鎮的經濟發

展和損害公共利益，因此，法院認為該商標有損公平競爭秩序和違反公共秩序和

道德。依據1998年11月29日東京高等法院（Tokyo High Court No.18 of 1998）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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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旨，本件商標藉由搭便車心態意圖獨佔市場，損害公平競爭秩序和違反公共

秩序和道德，本案應予撤銷。

2.商標圖樣：

本商標指定使用於第9類「實驗室的設備和儀器」等商品。戴爾．卡內基

（Dale Carnegie，1888年11月24日－—1955年11月1日）為美國著名的人際關係

學大師，西方現代人際關係教育的奠基人。其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卡內基溝

通與人際關係——如何贏取友誼與影響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70年來始終被西方世界視為社交技巧的聖經之一。他在1912年創立

卡內基訓練，以教導人們人際溝通及處理壓力的技巧。戴爾．卡內基的名字在

世界已廣為人知，包括在日本境內，商標申請人明知卡內基課程有著悠久的歷

史，是著名的且擁有良好的信譽。申請人以之為商標圖樣作為申請，有詐欺的意

圖，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依據2002年8月29日東京高等法院（Tokyo High Court 

No.529 of 2001）之判決意旨，本件商標之註冊無效，因其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

該商標被判定為有欺詐意圖，企圖利用著名作家戴爾•卡耐基的名望提升自己的企

業聲譽，利用搭便車心態意圖獨佔市場，有損公平競爭秩序和違反公共秩序和道

德，本案應予撤銷。

（二）違反其他法規所禁止事項

本款適用前提為當商標圖樣無法適用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誤認誤信

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條款時，若商標包括其他法規（銀行法、私立學

校法、國立大學法）所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名稱時，例如：「銀行」、「教育」

或「公司」等字眼，則會落入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規定。若商標為表示

一個國家的認證資格，或可能誤導消費者認為獲得國家執照、認證，例如：「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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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弁理士」、「博士」等，有違律師法、專利代理人法等法規，則不得

註冊。

商標若有可能會造成誤導其公司名稱是根據專門法律所建立的，例如：商

標圖樣中有「工業安全與健康協會」等字眼，可能誤導消費者該商標權人是依

據工業安全與健康協會相關法律所成立的「日本工業安全與健康協會」，亦不

得註冊。

案例（適用本款）：

1.

相關國家資格等規定

Patent manager（特許管理士） Patent attorney（弁理士）

Doctor of pat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特許理工 博士）

Doctor of engineering（工 博士）
Doctor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c.（理工 博士）

Doctor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c.（理工 博士）

Doctor of patent engineering（特許工 博士）

Doctor of patent philosophy（特許哲 博士）

Doctor of patent political economics（特許政 博士）

Doctor of patent architectonics, etc.（特許建築 博士等）

Master of patent（特許修士） Master（修士）

Dietitian manager（管理食養士） Nutritionist manager（管理 養士）

Dietitian（食養士） Nutritionist（ 養士）

2.商標圖樣：

本商標指定使用於第16類「印刷品、書籍」等商品。商標圖樣是由外文

「PATENT」及「UNIVERSITY」所組成，中譯有「專利大學」之意，以現今國

內一般消費者之外語程度而言，屬簡單易懂的外文。因此，諸多消費者查看該商

標的人明白它的意思是「專利大學」，並把它連想到是一個依據學校教育法所設

立的正式教育設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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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若以其為商標圖樣，指定使用於書籍、報紙、雜誌期刊等

商品，一般消費者有可能誤認該印刷品為一個依據學校教育法所設立的正式

大學所發行的。因此，該商標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依據1981年8月25日東京

高等法院（Tokyo High Court No.181 of 1980）之判決意旨，本件以「PATENT 

UNIVERSITY」為商標，指定使用於書籍、報紙、雜誌期刊等商品，一般消費者

有可能誤認該該商品為大學所出版、發行，有違學校教育法規定，該商標違反公

共秩序和道德。

3.商標圖樣：

本商標指定使用於第16類「印刷品、書籍」等商品。根據學校教育學位條例

第68條第1項規定，授予博士學位有其規定的基本要件及類型。由於多數消費者

不一定瞭解博士學位全名的精確稱呼，本案商標由「特許理工學博士」組成，消

費者可能會誤認其為「博士」學位中的其中一種，將受到大眾的尊崇，提高其尊

貴地位，並景仰、讚賞其榮譽。因此，如果一個標示「特許理工學博士」，雖然

它實際上非真正獲得博士學位，可能會誤導消費者誤認其為經認許而授予博士學

位，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依據1980年8月25日東京高等法院（Tokyo High Court 

No.95 of 1980）之判決意旨，本件商標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

案例（不適用本款）：

（1）Ofuro-no-biyoushi （お風呂の美容士）

日本並無美容師法

（2）Ume-hakase （梅博士）

日本沒有博士學位是授予有關「梅」方面的專業知識

（3）Omutsu-hakase （おむつ博士）

日本沒有博士學位是授予有關「尿布」方面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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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euchi-udon-hakase （手打うどん博士）

日本沒有博士學位是授予有關「手打烏龍麵」方面的專業知識

（三）商標可能會對某一個特定的國家或人民不尊敬

商標由外文「Jap」所組成，現今日本普遍認為有汙衊、詆毀日本民族之

意涵，而一般消費者多數亦認為「Jap」為「Japanese」的英文縮寫，有「日本

鬼子」之意，乃羞辱日本的一個用詞。該詞彙源起於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對日

本的一種貶義詞稱呼，之後二次大戰日本投降，該詞彙遂延用至今。另外，商

標由外文「Ketou」、「Ketou jin」所組成，日本一般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外文

「Ketou」、「Ketou jin」為一種組合自創詞，存在著鄙視或羞辱西方人之義涵。

（四） 商標被認為違反國際誠信（contrary to the international faith 
and trust）

商標由外文「FBI」所組成，指定使用於「衣服、布料、床單、被褥」等商

品，或商標圖樣中包含著名的外國人名，而未經該著名的外國人或其後嗣的同

意，例如：商標名稱「Marilyn Monroe」（瑪麗蓮．夢露），指定使用於「服

裝」等商品，適用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規定。

案例：

1.商標圖樣：

本商標指定使用於第9類「眼鏡」等商品。「Anne of Green Gables」（清秀佳

人）是一部由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馬利（Lucy Maud Montgomery）所編

著的長篇小說。這個故事於1908年首度發表，其背景是在作者蒙哥馬利童年成長

的愛德華王子島。安妮．雪莉是一個紅髮的少女，她是一個孤兒。故事起源於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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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對兄妹要領養一個男孩來幫忙農務，但領養中心卻誤送了一個女孩給他們，

但這個女孩安妮最後還是住了下來，安妮有著豐富的想像力且能言善道，更有著

創作的天分。

「Anne of Green Gables」這項作品是加拿大一個重要的文化遺產，在日本

和加拿大的友好合作關係之下，如果日本允許該商標註冊，可能有損該作品名

聲或聲譽，有違兩個國家的國際信念友好關係，並可能損及這兩個國家的社會

公共利益。

本件商標圖樣「Anne of Green Gables」為該小說的名稱，在加拿大受到保

護，並禁止無關的私人企業或某個人獨占使用。依據2006年9月20日智慧財產高

等法院（Intellectual Property High Court No.10349 of 2005）之判決意旨，本件

「Anne of Green Gables」商標申請註冊缺乏社會合理性，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

2.商標圖樣：

本商標指定使用於第7類「高壓清洗器」等商品。「Kranzle」為Kranzle 

GmbH of Germany的主商標，任何第三人未取得Kranzle有限公司的同意無權以該

商標註冊。但是，原告以「Kranzle」為商標圖樣提出申請，並獲准註冊，因此被

認為是搶註Kranzle有限公司的商標。

原告取得商標註冊之後，禁止Kranzle有限公司的產品進口和銷售，原告的

Kranzle商標在日本取得獨家使用權，其目的明顯涉及詐欺，缺乏社會和理性，擾

亂商業交易和社會秩序，違反國際誠信。依據2006年1月26日智慧財產高等法院

（Intellectual Property High Court No.10668 of 2005）之判決意旨，本件商標之註

冊無效，因為其商標申請實屬惡意，被認定為違反國際誠信，且該商標註冊申請

明顯有詐欺之意圖，使其得以在日本禁止他人進口和銷售，達到壟斷之效果，有

違公平競爭秩序和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本案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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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標相同或近似於幫派標誌

由於幫派標誌在社會大眾的印象中，普遍具有反社會觀念及具威脅性，因而

有違公序良俗。相關審查要素如下： 

1. 幫派的名稱會被公開，但是幫派的標誌則不會被公開，因此特許廳審查人

員有疑慮時會行文要求警政署提供參考資料。 

2.不論申請人是否為幫派本身來申請商標。 

3.不論指定在任何的商品或服務。 

4.不論該幫派的標誌是否為著名。

（六）商標圖樣由「已故」且「著名」的歷史人物所組成

1.判斷之六項因素

歷史人物名稱指該人物已經死亡，但具有知名度而言，外國歷史人物亦包含

在內。該等人物名稱包括全名、縮寫、別號、藝名等，但皆須被廣泛認識為特定

人物的表示。當審查人員審查由歷史性的文字、圖形所組成的商標圖樣時，應特

別注意是否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普遍接受公序良俗。若商標圖樣係由歷史人

物名稱所構成，是否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一般道德觀念而該當商標法第4 條第1 

項第7 款規定，判斷時應綜合考量以下六項因素：

（1）歷史人物眾所周知或著名的程度

審查人員在審查時會考量知名歷史人物在消費者心中的名譽、聲譽及吸引

力，審查人員同時也會考量申請人對知名歷史人物的認知程度，及申請人的意

圖，是否企圖利用知名歷史人物的聲譽來獲取公共利益。

（2）歷史人物為全國知名或當地居民所熟知之程度或認同度

考量到與該歷史人物有關之國家或地方的人民，對於此一知名歷史人物的認

同感，以及是否將該知名歷史人物當作其共同資產。若將該人物的名字當作商標

使用時，是否會傷害或冒犯到該國家或地方人民的一般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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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歷史人物利用狀況、出現的頻率

歷史人物的家鄉或相關地區利用狀況，以及是否有使用其姓名於商業上的利

用情況是審查人員的重要考量，例如：地方政府機構、商會或企業利用歷史人物

的名稱在家鄉或相關地區舉辦慶典、展覽或促進觀光的活動。 

（4）歷史人物利用狀況、出現的頻率與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間的關係

① 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若係來自該歷史人物的家鄉或相關地區，若由申請

人取得商標權將會影響當地人使用該著名歷史人物姓名的權利，此為審

查人員考量的要素之一。 

② 需考量某些申請人可能會利用取得商標權，將歷史人物的姓名使用在當

地紀念品或特定的商品上之情況，進而對歷史人物之家鄉或相關地區造

成的不利影響。 

③ 需考量到使用該歷史人物姓名與所指定使用的特定商品或服務，可能會

令當地人民感到不悅或被冒犯。 

④ 最重要的是要考量申請人是否有損公共利益、想利用該歷史人物的姓名

獨占市場利益，擾亂公平競爭的秩序，以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傷害。 

（5）商標註冊申請案提出的背景、目的和原因

商標註冊申請案提出的背景、目的和原因同時亦為審查重點項目之一，申

請註冊是否會擾亂公平競爭的秩序，申請人為什麼選擇該歷史人物的姓名作為商

標，目前如何使用商標，以及延伸至所申請的該商標在一般大眾之間是屬知悉或

著名。

（6）商標註冊申請案申請人與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

著名歷史人物與申請人之間的關係，或是前述第3點所提及與商標使用有關

的人物與申請人之間的關係，也是決定申請人目的、背景環境，或是否有損害社

會或公共利益之主要要件。

2.考量狀況

在審查有關上述商標註冊申請案時，若被認為是企圖利用歷史人物的盛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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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車，意圖壟斷市場利益，危害社會公共利益，則應被認定落入商標法第4條第1

項第7款規定，因為它會破壞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和違反社會公共利益。

除了前六項考量因素外，關於以歷史人物姓名作為商標，在行政機關及實務

判決上也增加了一項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已故知名歷史人物的配偶尚存活，該

案若未得該配偶的同意，則應以該當本款規定加以拒絕註冊。

3.案例

（1）日本實例：

本商標指定使用於第29類「豬肉、雞蛋、蔬菜、水果」等商品。吉田松蔭

（西元1830年9月20日至1859年11月21日）乃日本的長州藩出身的武士，是日本

江戶幕府末年的思想家、教育家、兵法家，名列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

者。吉田松蔭乃一般國內社會大眾所普遍知悉的歷史公眾人物，對於現今現代化

的日本有很深遠的影響，在其家鄉至今仍受到當地居民崇高的尊重及景仰，且當

地之地方政府也利用歷史遺址推廣觀光旅遊和地方經濟發展。

本案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中，包括當地盛產的產品，由於申請人與歷史人物

吉田松蔭無任何關係，考量公共利益、促進旅遊業及地方經濟發展，利用歷史人

物吉田松蔭的名字作為商標，有違社會公共利益。依據2010年1月13日日本特許

廳異議案（Opposition No.2008- 900061）之意旨，本件商標違反社會公共利益，

有礙觀光旅遊業及地方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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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實例：

  商標圖樣：

商標名稱：賈伯斯
申請案號：100055080
申請日：1001027
 指定使用服務：手機、相機、筆記型電腦包膜、貼鑽、彩繪服務。

本件商標圖樣為直書、未經設計之「賈伯斯」三中文字所組成，查史蒂芬．

保羅．賈伯斯（英語：Steven Paul Jobs，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通

稱史蒂夫．賈伯斯（英語：Steve Jobs），世人常以「賈伯斯」稱之，為美國商

業鉅子及發明家，蘋果公司的創辦人之一，曾任該公司董事長及執行長等職位，

亦是皮克斯動畫製作公司的創辦人並曾任執行長。在他生活的年代裡，賈伯斯被

認為是電腦業界與娛樂業界的標誌性人物，同時人們也把他視作麥金塔電腦、

iPod、iPhone、iPad等知名數碼產品的締造者。曾七次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

被認為是當時全球最為成功的電腦科學家以及商人之一。2007年，賈伯斯被《財

富》雜誌評為了年度最強有力商人。賈伯斯的生涯極大地影響了矽谷風險創業的

傳奇，他將美學至上的設計理念在全世界推廣開來。他對簡約及便利設計的推崇

為他贏得了許多忠實追隨者。本件商標以「賈伯斯」申請註冊，有利用已故著名

人物之名聲，獨占使用於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影響市場競爭秩序，自有背於社會

公共利益，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7款（相當於修正前

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0款）及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應予核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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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樣：

商標名稱：李小龍人像圖 QUAN 專用標章
申請案號：096050016
申請日：0961024
指定使用商品：汗衫、背心、毛衣、羊毛上衣、襯衫、Ｔ恤、
西服、西裝、童裝、洋裝、裙子、褲子、褲子、工作服、休閒
服、大衣、外套、夾克、女裝、成衣、男裝、外衣、衣服、帽
舌、運動帽、帽子。

本款立法意旨在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公共秩序，指國家社會之一

般利益；善良風俗，指社會之一般道德觀念。商標不論在形式上或意義上有妨害

國家利益或社會道德觀念都有本款之適用，但仍然需按照註冊當時的社會環境及

商標使用之具體內容來認定。本件「李小龍人像圖QUAN專用標章」商標圖樣上

之「李小龍人像圖」，由於李小龍是華人社會乃至國際影壇均有影響力的演員和

武術家，其在武術和電影等方面有卓越的貢獻，亦曾先後在1972年和1973年兩度

被國際權威武術雜誌《黑帶》評為世界7大武術家之一。李小龍被譽為「功夫之

王」、「武之聖者」；其於1972年更獲香港評為10大明星之一，香港報紙讚譽他

為「當代中國武術及電影史上的奇才」﹔美國洛杉磯市將電影《死亡遊戲》開映

日（7月8日）定為李小龍日；是惟一入選的華人獲《時代》雜誌評為「20世紀的

英雄與偶像」。而申請人以「李小龍人像圖」作為商標使用，有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之虞，應予核駁。

三、 商標包含他人的肖像、姓名，或他人著名的藝
名、筆名、姓名的簡稱

（一）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8款

商標包含他人的肖像、姓名，或他人著名的藝名、筆名、姓名的簡稱。但

經他人同意者，則不在此限。此款相當於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3款，有他

人之肖像或著名之姓名、藝名、筆名、字號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

限。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他人的姓名」在日本的商標法並無明訂需符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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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要件；而我國商標法則明文規定「他人著名之姓名」，必需是「著名的」

姓名方有適用。

（二）考量因素

1. 本條款所稱「他人」係指必須是實際上「活著」的人，且包括外國人。若

是「已故」且「著名」歷史人物名稱則適用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

2. 即使申請的商標就是申請人自已的姓名，若該姓名剛好與他人姓名相同，

意即同名同姓，則仍須取得他人的同意方得以核准註冊。

3.在決定著名程度時，須考慮該姓名與商品或服務之間的關係。

四、審查意見交流

寶島台灣是一個位於太平洋的美麗島嶼，島上居住著不同的族群，目前經政

府認定的原住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

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及賽德克等共

14族，其中原住民族約有49萬人，佔總人口數的2％19。鑑於原住民族是寶島台灣

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根源，政府近年來為逐漸重視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促進原住

民族生存發展，建立良好之族群關係，陸續完成「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

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等相關保護原住民族之立法，進而對原住民族族名、

部落名及其傳統之宗教祭儀、音樂、舞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民

俗技藝或其他文化成果之表達等，透過特別法加以保護，認為該等智慧財產之創

作，不專屬於任何個人，而是專屬於全體「原住民族」或「部落」。

目前在審查實務上，若商標圖樣中含有前述原住民14族族名名稱、部落名稱

（包括包含漢字及其拼音文字在內20）、族圖騰時，將依據「原住民智慧創作申

請商標之審查原則」，在審查時會特別留意檢索資料庫已建置的原住民之族名、

19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著民分布圖」，我國目前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 14族，
其 中 原 住 民 族 約 有 49萬 人， 佔 總 人 口 數 的 2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
html?CID=6726E5B80C8822F9。（最後瀏覽日：10/10/2013）。

20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政府核定之台灣原住民族列表」。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
html?CID=087A66E6BCDAA2EE&DID=3E651750B400646747600F6F3425541F（最後瀏覽日：
1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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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名稱、族圖騰相關資料，若以非族名、部落名稱、族圖騰之其它可能屬於原

著民傳統智慧創作申請商標者，原則上會先行諮詢原住民委員會提供意見後再續

行審查。當申請人為該族或該部落之族人，針對族名、部落名稱、族圖騰全族均

有自由使用之權利，在整體商標圖樣具識別性的前提下，應聲明不專用後得予以

核准註冊；當申請人非該族或該部落之族人時，若商標「僅由」他族名、部落名

稱、族圖騰所組成，將認為整體商標不具識別性，或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

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又商標係由「包含」該族名、部落名稱、族圖騰

所構成，若整體商標圖樣具識別性，因仍有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

或產地之虞，應不得註冊。

相較於日本，對於原住民族的族名、圖騰及其他智慧創作是否有相關的保護

法律？日本特許廳回覆為目前對於原住民族的族名、圖騰及其他智慧創作並無制

定特別的法律加以保護。在現行制度下，「知識產權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 ）可適用於原住民族的族名、圖騰及其他智慧財產方面的創作；著作權法可

適用於繪畫及雕塑等；商標法可適用於商標註冊申請；而設計法（Design Act）則

可適用於木製品（wood works）和紡織品等。

另外，若以原住民族的族名、圖騰及其他智慧創作作為商標圖樣申請註冊，

日本特許廳的處理方式為：審查人員會特別審慎地依職權審查，包括它是否違反

公共秩序和道德風俗。依職權審查要點包含（1）該商標是否具識別性（商標法

第3條第1項第1至6款），（2）該商標是否是有資格註冊（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

1至19款），在日本沒有特別針對原住民族的圖騰及其他智慧財產方面的創作作

為商標圖樣申請註冊之審查基準，若有相關之申請案，會以圖形商標審查原則處

理。針對案情複雜的申請案，日本特許廳會彙整相關資料開會討論，參與會議成

員為管理階級以上主管（審查人員不與會），於會議中討論該商標是否得准予註

冊。類似以原住民族的族名、圖騰及其他智慧財產方面創作作為商標圖樣註冊申

請案，會經由此種方式處理。此外，若商標圖樣中還包括其他具有識別性的部

分，日本特許廳處理方式與前述作法相同，通常交由主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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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商標包含地理名稱的處理原則，日本審查實務上最常引用條款為商標法第

3條第1項第3款及第6款，在審查基準及審查便覽中，甚至建築物名稱，包括：

「既存的」公共建築物、「公有」「興建中」建築物，以及「著名」的「私有」

建築物等均有細部的規定；而我國實務上對於地理名稱或其他指示地理來源的

標識之相關處理原則，規定於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中，可分為：描述性的地理名

稱、任意性的地理名稱、舊地名與罕見地名，以及含有地理名稱的文字組合等，

只是沒有像日本在建築物名稱或圖樣方面規定的那麼詳盡，相關審查原則或許可

以提供我國在審查上作為參考。另我國保護之產地證明標章或產地團體商標，商

標法逐條釋義亦提及該「產地名稱」可能是既有地理區劃，或是基於自然與人文

因素形成的地理區域。至於「足以指示地理區域之標識」，指具備地理意義的標

識，例如地理圖形（台灣輪廓圖）、著名地標（台北101大樓）、國家標記（加

拿大楓葉）等，只要在一般人的認知，該標識為特定地理區域的表示者皆屬之，

惟國內、外地理名稱可否註冊，日本審查實務偏向嚴謹，除非申請地域團體商標

保護或已不具地理來源指示意涵，皆認為不宜由單一廠商取得商標專用。

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至8款所規範者，乃關於國旗、皇室菊花徽章、

國徽、國際組織標誌及官方用以表明品質管制標誌；違反公序良俗；商標包含他

人的肖像、姓名，或他人著名的藝名、筆名、姓名簡稱等不得註冊事由，我國也

有相對應之法條，規範在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第5至7款及第13款，二者條

文精神及意旨大同小異，其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日本商標法在違反公序良俗方

面，審查基準及審查便覽的規定鉅細靡遺，而我國妨害公序良俗規定之適用則是

定位在一種上位概念，在商標法或審查基準均未詳細臚列，僅於商標法逐條釋義

中簡要說明，也少有適用之案例。但商標圖樣包含「已故」且「著名」的歷史人

物時，如本文所述，在日本判斷時需綜合考量六大因素，其中有關該歷史人物有

關之國家或地方的人民對於此一知名歷史人物的認同感，以及是否將該知名歷史

人物當作其「共同資產」，皆為審酌的重要參考要素。另外，考量知名歷史人物

在消費者心中的名譽、聲譽及吸引力，以及申請人的意圖亦同為重要判斷因素之

一，然而此處的「聲譽」若是屬於負面的聲譽，審查原則是否相同？另日本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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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基準中明文規定，若已故知名歷史人物的「配偶」尚存活，則未得到該配偶的

同意，應以符合本款加以拒絕註冊，然並未提及其「後代／遺族」。惟諸多法

院判決案例是否審視有無後代／遺族的同意?何時適用配偶？何時適用後代／遺

族？有無先後順序？所謂的後代／遺族有無至幾代的限制？因為有些歷史人物經

過長遠時間流逝，確切的後代子孫已不可考，實務上該如何認定，相關議題值得

耐人尋味，實務上的作法值得我們後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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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商標法上「聲明不專用制度」

杜政憲*

摘要
在商標法之聲明不專用制度，自民國80年實施以來，歷經二十餘載，迄今仍

為現行法制所採用，該制度之規範初衷係為事先預防商標權人濫行主張商標權，

以維市場公平競爭之秩序。惟在該制度背後潛藏著諸多實務審查操作上之困難，

且從同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公平交易法現行規範法令中，不難發現在彼等法制

上有其重複規範或評價不一之情事，甚至可能助長第三人遂行不公平競爭行為。

是本文擬從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法制面向探討相關議題，希提供未來商標法修法

時，對於聲明不專用制度之存廢參考。

關鍵字： 聲明不專用、不公平競爭、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濫用商標權、警告

函、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權利濫用、智慧財產權

收稿日期：102年 9月 27日
* 作者現為商標權組之商標助理審查官。



50 103.08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8

論述
論商標法上「聲明不專用制度」

壹、前言

有關商標法上之聲明不專用制度源起註冊商標圖樣中含有部分不具識別性之

商品通用名稱或說明文字等，發生該部分得否有專用權之爭議，嗣為明確權利範

圍，審查實務均要求商標中含有不具識 性之部分均應予刪除，惟若不具識別性

部分與其他具識別性部分結合緊密時，刪除該部分，商標圖樣即發生有鏤空部分

情形，註冊公告時，除易顯得商標有點怪異外，亦與商標權人實際使用含有該不

具識別性部分商標，有不一致之情形，為解決之此問題，爰參考國外聲明不專用

制度，於83年間修正發布之商標法施行細則第28條，明定「商標圖樣中包含說明

性或不具特別顯著性之文字或圖形者，若刪除該部分則失其商標圖樣完整性，而

經申請人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得以該圖樣申請註冊」，嗣復為讓商標權內

容明確，以避免影響同業合理使用該說明性或不具特別顯著性文字或圖形等之權

利，92年5月28日修正商標法時，將該制度提升至法律位階，即於商標法第19條

規定：「商標包含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或立體形狀，

若刪除該部分則失其商標之完整性，而經申請人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者，

得以該商標申請註冊」。此規定歷經多年之實施，商標審查人員肩負著事先預防

商標權人對於註冊商標中包含單獨不得註冊部分濫行主張權利之任務，這當中除

須面臨著沈重的審查業務，又須掌握快速變化之市場動態，對於商標中含不具識

別性之圖樣須逐一縝密審查，並依法要求申請人放棄專用權，以達事先提示公眾

及商標權人就該商標中哪部分不得單獨主張權利之效果，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

序。

商標專責機關，即智慧財產局1從97至98年間研議修法時，即針對當時之聲

明不專用提出檢討、修法之建議版本，從比較法觀察，英國、澳洲、加拿大、日

本的商標主管機關於審查時，已不再要求申請人聲明不專用；歐盟則要求申請人

就商標保護範圍可能引發爭議的不具識別性部分聲明不專用，申請人不同意聲明

時，將拒絕其註冊；美國則規定，得要求聲請人就不具識別性的部分聲明不專

用，法院並肯認實務上申請人不同意聲明時，可予以核駁註冊的作法。擬定三種

修法方向，即「甲案：廢除聲明不專用的規定，關於識別性部分商標圖樣之審

1 指經濟部智慧產局，本文以下將簡稱為智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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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只針對整體無識別性之情形進行核駁，若商標圖樣部分不具識別性者，將允

許：（一）申請人自願聲明放棄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內，並依聲明為註冊公告。

（二）不作任何聲明，整體准予註冊。」、「乙案：採取類似歐盟立法方式，僅

針對可能引發保護範圍爭議的不具識別性部分，要求申請人聲明不專用，並於商

標法施行細則為相關細節性的規定。」、「丙案：仍維持強制聲明的制度，但對

於明確不具識別性的事項，而申請人未於申請時主動聲明不專用時，由主管機關

逕依職權聲明不專用，無須通知申請人取得同意，並於商標法施行細則就明確不

具識別性事項，為細節性的規定。」2在研議過程中，並充分徵詢智慧財產法院法

官、律師、商標代理人及商標審查品質諮詢委員等各界人士，最後統合各界人士

之看法及期待，智慧局採用乙案，即現行100年6月29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29條

第3項規定：「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

虞，申請人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未為不專用之聲明者，不得註冊。」繼

續肩負起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第一線守門員之角色。

然而，有關聲明不專用制度之立法目的，據現行商標法第29條規定之立法理

由所述，在於避免申請人於商標註冊後，濫行主張權利，造成第三人之困擾。基

此，該制度之目的，乃為事先預防以避免商標權人濫行主張權利而設。惟商標識

別性之取得，係就商標整體觀察，即使其中包含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如果整體圖

樣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指示及區別來源的標識，即具有商標的識別性3，而

聲明不專用制度，則係就商標圖樣中包不具識別性部分，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

疑義之虞者，申請人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4。惟審查機關既同時肯認商標權

利之取得係整體觀察而來，同時又要求申請人就商標圖樣中單獨不具識別性，且

有商標權範圍疑義之部分聲明不專用，此一透過割裂之方式，而區分其商標權之

權利範圍，是否有本質上之矛盾？及在實務上是否有割裂認定權利範圍及操作上

之困難？似非無疑。尤其商標圖樣就不具識別性，且經聲明不專用之部分，可能

經商標人之實際使用後，而產生識別性，除了造成註冊簿上形式上的權利與實際

使用後其實質上的權利落差外，尚可能造成商標權人欲主張該聲明不專用部分之

2 參「商標審查品質諮詢委員會」97年第 1次、98年第 1次會議議程及其附件。請參訪智慧局官
網 www.tipo.gov.tw→商標→商標修法專區。

3 參智慧財產局民國 101年 4月 20日修正發布，101年 7月 1日生效之「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 4」。
4 參現行商標法第 29條第 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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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利時的障礙，進而助長他人遂行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況且，倘若無「聲明

不專用」制度，是否即無其他法令可茲規範商標權人之濫用權利行為，以收嚇阻

之效，亦待探討。最後，從立法論之觀點檢視，倘若無「聲明不專用」是否必然

造成「商標權人濫行主張權利」？在市場商業競爭行為之經驗上是否具有堅強之

立論基礎，以符合立法規制之必要性5？誠非無疑。甚至，該制度之存在可能造成

另一種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此一副作用，亦應予正視。

本文擬分別就聲明不專用制度與商標權利本質的矛盾、審查實務操作上的困

難，從競爭法規範檢視法制上之衝突，並探討聲明不專用制度在立法規制上之必

要性等議題，希提供未來修法時之參考。

貳、 聲明不專用制度與商標權權利本質的矛盾、實務
審查操作上的困難

「商標」為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

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而識別性，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

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的特

性，此為商標法第18條所揭示之內涵。故商標的功能主要在於指示商品或服務的

來源，而以之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且商標整體具有識別性，即具備商標

功能6。是以，商標識別性應整體判斷，縱使商標圖樣中包含說明性、通用標章

或通用名稱或其他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倘整體觀之，並無礙其作為識別來源之標

識，則仍可取得商標註冊，實務上之運作亦是如此7。從而，商標權之排他權，其

權利範圍係商標整體具識別性，進而取得權利，而非割裂各別部分取得排他權。

基此，「聲明不專用制度」要求申請人就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識別性，且「有致

商標權範圍產生疑慮之虞」之「部分」圖樣，應聲明不專用，實乃混淆了商標權

利範圍係「整體具識別性」而來，並非得「割裂」其中一部分而取得權利，或不

5 有關立法規制之必要性論述，請參李惠宗，「案例式法學方法論」，頁 125，新學林出版，2009
年 10月。

6 參智慧局民國 101年 5月 2日修正發布，101年 7月 1日生效之「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2.1」。
7 參商標法第 29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三、(一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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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權利8，難謂無違反「商標權」係因「整體具識別性」而取得「整體」權利之

原則。

或有論者主張商標整體具識別性，然其中部分圖樣為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

者，本質上就該不具識別性者，本非商標權所及，故非不得要求申請人聲明不專

用。惟應予釐清及強調的是，就商標圖樣中之不具識別部分聲明不專用，係自商

標圖樣中「割裂」一部分而來，並非「整體」觀察而來，若謂得「割裂」而排除

之，實則已就該被「割裂」出之部分，以另一「獨立」之商標予以觀察，進而評

價該部分為不具識別性，核已脫離原完整商標圖樣之整體觀察。若要謂此一「割

裂」觀察之方法具有其說理上之正當性，則諸多商標圖樣將可能透過審查上認定

標準不一的「割裂」，而使得商標權利範圍顯得「支離破碎」且更不明確，反而

更顯有「疑義」。

茲以92年修正之商標法第19條規定「聲明不專用」制度，只要商標包含說

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圖樣，即一概應聲明不專用之註冊案為例，按註冊第836956

號商標，其圖樣為未經設計之外文「CALIFORNIA PIZZA KITCHEN」所構成，

指定使用於「義大利脆餅；烤餡餅；麵包；鬆餅；三明治；各種形狀之義大利

麵⋯⋯」等商品，依智慧局所註記之聲明不專用部分為「CALIFORNIA」、

「PIZZA」、「KITCHEN」，經圖樣割裂後之「CALIFORNIA」係「美國加洲」

之意，為商品提供者之產地說明，無識別性；「PIZZA」為「義大利脆餅」之

意，係商品通用名稱，無識別性；「KITCHEN」則為「廚房」之意，為商品產

製之場所，無識別性。以上聲明均為割裂後觀察其不具識別性之文字，而言之成

理，然而「PIZZA KITCHEN」，亦有「披薩廚房」之意，同樣亦有表示「商品產

製之場所」之意，而無識別性9，然未要求申請人聲明不專用，則商標人得否主張

其「PIZZA KITCHEN」具識別性，而應為商標權範圍所及？似非無疑。

8 相同之論點，參智慧局委託開元專利法律事務所研究，「商標法整體法制暨具體修法建議之研

究期末報告」，頁 231至 232， 2005年 12月 30日。提及：「因商標是否具有識別性應自整體觀
之，縱某一部份無識別性，不當然影響商標整體之識別性。倘整體有識別性，即應認符合識別

性的要求。商標中部份是否無識別性，是否聲明專用似已非問題所在。」「另外，聲明不專用

制度似乎引致矛盾。因為既然因為聲明不專用而過關，即暗示商標整體上有識別性，有商標

權；商標的權利存在於商標整體，而不在其中的各部分，則聲明不專用即無任何意義。」
9 參智慧局「識別性審查基準 4.12」：「場所名稱與商品或服務說明文字結合，若給予消費者
的印象為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說明，仍不具識別性。」其中所舉核駁案件為「玩具天地 TOY 
LAND」，使用於玩具商品，及「蜜餞屋」使用於蜜餞商品，均為無識別性之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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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智慧局「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3.1.4」所示之核准案例，                                     使用於飲食店、
小吃店等服務，「鮮炸屋」、「專賣炸物」、「Fresh House」為指定服務所提供內容的品質與特性
的說明，其中「專賣炸物」廣為同業及公眾使用，無須聲明不專用；未經設計的「鮮炸屋」與

「Fresh House」未經同業或公眾經常使用，應聲明不專用，聲明方式為：本件商標不就「鮮炸
屋」、「Fresh House」文字主張商標權。

若以現行商標法第29條第3項規定之聲明不專用制度為例，按註冊第1359160

號商標中有經設計之中文「鮮炸屋」，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等服務，

此為指定服務所提供內容之品質及特性之說明，經要求其未經設計之中文「鮮炸

屋」聲明不專用10，然「鮮炸」表示新鮮食材係以「炸」之方式料理，而「屋」

則為商品或服務之提供場所，顯無識別性可言，惟未要求申請人應就「鮮炸」及

「屋」分別不專用，則商標權人可否主張未經設計之「鮮炸」與「屋」具識別

性，而為商標權範圍所及？甚至，未經設計之「鮮」表示提供「新鮮」食材之

意，「炸」則表示食材之料理方式，而「屋」為商品或服務之提供場所，均為無

識別性之文字，然同樣未經分別要求聲明不專用，此是否同樣意謂著商標權人得

各別主張該等未經設計之文字具商標權？

從上述二案例可知，不論係新、舊法之聲明不專用制度，在實務操作上所面

臨說理及割裂認定權利範圍的困難，可見一斑。

再者，據智慧局公告之「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2.2.2」提到「商標圖樣中特

定事項是否應聲明不專用，審查時係依個案情形，並參酌字典、出版品及網路搜

尋結果等資訊為判斷依據，但囿於取得的資訊有限，倘審查程序中，未要求申請

人就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不具識別性事項聲明不專用，即准予註冊，

商標權人仍不得排除他人關於該不具識別性事項的使用」。由此可知，聲明不專

用制度原欲透過註冊簿之公告，除使商標權人知道不得單獨就說明性、不具識別

性部分主張權利外，亦使第三人得明確知悉商標權人之權利範圍，以事先預防商

標權人濫行主張權利之機制，恐怕亦可能囿於審查上取得資訊之不足而落空，而

特別言明「商標權人仍不得排除他人關於該不具識別性事項的使用」，以試圖填

補未要求聲明不專用之「漏網之魚」，商標權人亦不得濫行主張權利。故聲明不

專用制度確實有其侷限性，而無法全面性或完整的達成事先預防之效果，最終對

於遺漏案件仍須經由法院來認定究竟商標權人主張之商標權是否存在及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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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在無法期待聲明不專用制度得以全面性而無遺漏之實踐下，不如將此一爭

議，留由法院依商標權人所主張之權利事實及證據予以界定，或許更符合商標圖

樣識別性，時常伴隨著市場商業動態變化而生、滅之特性。

另一種審查操作上的困難在於，依目前商標法制上並無允許商標權利人

申請更改或塗銷註冊簿上聲明不專用註記之機制。又商標法第29條第2項規

定，係針對同法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即必須整體商標圖樣「僅由」不具識

別性之說明性或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的圖樣，方有註記之適用。是

以，倘若申請人因經使用取得該原已聲明不專用部分之識別性後，再以含原

已註記聲明不專用部分之商標重新申請註冊，並就圖樣中已因後天使用取得

識別性之部分，請求於註冊簿中註記已取得識別性，則因與上開規定不相符

合，而無法被註記。故此時即便該原先聲明不專用之部分圖樣經後天取得識

別性，似乎僅能以該部分單獨作為商標提出申請時，始得依第29條第2項規定

核准註冊而請求註記11。當然，或許得以相同之商標圖樣重新申請註冊 12，因

均具識別性，無須為聲明不專用，給予完整之權利範圍，然此時不知情之第

三人，若不仔細分辨其取得註冊的始點，恐無法確認前後註冊之二相同商標

圖樣的商標，為何會有不同權利範圍，而滋生疑義。

此外，現行商標權法第29條第3項規定，係就「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識別性

部分，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而所謂

「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者，可能為同業及公眾少見以之說明指定商品

11 根據智慧局「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7.3」:「說明性或其他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在前案經聲明不專
用取得註冊，其後，若該部分經使用取得識別性，商標權人另案以之作為商標或商標的一部分

提出申請時，得依關於後天識別性的規定核准註冊（商 29Ⅱ）或無須再就該部分聲明不專用，
並不受前案不專用聲明的拘束。」觀其所述，其適用應指單獨「以之作為商標」申請時，此時

得「直接適用」商標法第 29條第 2項規定，但若「作為商標的一部分」提出申請時，考慮所稱
第 1款規定係「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之說明所構
成者」、第 3款規定則係「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似乎只能「無須再就該部分
聲明不專用」，而不能依第 29條第 2項規定為核准註冊之註記，但此時若係與原先完全相同註
冊之商標圖樣指定使用於相同之商品或服務上時，是否屬於「重複申請」，意即註冊取得相同

商標權之問題，似有疑問。有關商標審查實務對於「重複申請」之看法，參註 12。
12 依目前商標審查實務上，對相同商標圖樣指定使用於相同商品或服務前後申請註冊者，會將

後申請案視為「重複申請案件」，而要求申請人主動撤回申請，或逕予不受理。但若指定使用

之商品或服務範圍有不同之部分時，則視為非同一商標，允許其二者同時註冊。故這裡所指

的「重新申請註冊」，係指與先前註冊案不同之商標圖樣，但有結合原聲明不專用然後天取得

識別性之圖樣，或與先前註冊案相同之商標圖樣，但所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範圍有不同部

分之情況。



56 103.08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8

論述
論商標法上「聲明不專用制度」

13 參「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3.1.1(2)。
14 參「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3.1.3(2)Ⅲ。
15 另有學者於探討公平交易法第 45條規定之排除適用行為者，究係指「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
爭」行為，容有不同之看法。例如，學者謝銘洋認為該條規定所排除適用者，僅限於「限制競

爭」，至於「不公平競爭」之部分，由於其於維持公平之競爭秩序，任何人皆不得為不公平競

爭之行為，智慧財產權人亦同，因此該部分原則上不應在排除適用之列。參謝銘洋，「智慧財

產權與公交易法之關係－以專利法為中心」，收錄於「智慧財產之基礎理論」一書，頁 199，
翰蘆圖書，1995年 7月。惟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
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三點所揭「事業踐行下列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之一，始發警告函者，為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及第一點所揭「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確保

事業公平競爭，維護交易秩序，有效處理事業濫用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不當對外發布競

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警告函，造成不公平競爭案件，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觀之，有關公平交易法第 45條規定所排除適用者，並不限於「限制競爭」行為，應包含「不
公平競爭」之行為。

或服務之文字13；或申請人所創用，或同業間少有相同組合文字等非用以說明商

品或服務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文字之標語14。而此等並非業界所

必要使用之文字、標語，因同業仍得以使用習見之文字或標語，除較無阻礙市場

競爭秩序之可能性外，亦正因係同業或公眾少見，而較容易透過商標權人之實際

使用，而產生後天識別性，則在現行法之規範之下，反而要求申請人聲明不專

用，彰顯了其事先預防商標權人濫行主張權利制度上之不妥適，毋寧與維持市場

公平競爭秩序之立法意趣，漸行漸遠。

參、 從競爭法規範檢視「聲明不專用制度」在法制上
之衝突

有關競爭法之規範，乃有「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之分，前者為確保

自由競爭，避免濫用獨占力，而後者，則在保障競爭者間之正當競爭。又有關公

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競合規範，當以公平交易法第45條之明文規定為其分

界，即「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

定。」揆諸該條文所揭，智慧財產權人所行使權利之行為，僅限「正當行為」，

方得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15，並非凡行使智慧財產權之行為，不論正當與否，

皆得排除適用。因之，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維護交易秩序，有

效處理事業濫用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不當對外發布競爭對手侵害其著作

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警告函，造成不公平競爭案件，爰已訂定警告函案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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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點：

「（名詞定義及適用對象）本處理原則所稱事業發警告函行為，係指事業以下列方式對其自身或

他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散發他事業侵害其所有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行

為者：（一）警告函。（二）敬告函。（三）律師函。（四）公開信。（五）廣告啟事。（六）其他

足使其自身或他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知悉之書面。」、第六點「（本處理原則亦

適用於事業不當對外發布與其非屬同一產銷階段競爭關係事業侵權之情形）事業不當對外發布

與其非屬同一產銷階段競爭關係之事業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警告函，而造成不公

平競爭情事者，亦有本處理原則之適用。」
17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三點：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之一）事業踐行下列確認權利受侵害程

序之一，始發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一）經法

院一審判決確屬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受侵害者。（二）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

定確屬著作權受侵害者。（三） 將可能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
且發函前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者。事業未踐行

第一項第三款後段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

或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

侵害通知之程序。」第四點：「（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之二）

事業踐行下列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且無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四條規定之違法情形，始發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一）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

於警告函內敘明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系爭權

利於何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

害之事實。事業未踐行前項第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

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

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
18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五點：

「（法律效果）事業未踐行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之先行程序，逕發警告函，且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違反。事業雖踐行第四點規定之先

行程序而發警告函，但內容涉有不公平競爭情事者，本會將視具體個案，檢視有無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原則。且據該處理原則第二條、第六點，其適用之對象係指事業對其自身或他

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及非屬同一產銷階段競爭關係之事業，散

發他事業侵害其所有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警告函行為16，並於第三點、第

四點，正面表列出二種屬於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17，同時亦於第五點，就未依照第三、四點寄發警函之行為所可能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法律效果予以揭示18。

而據智慧局公告之「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2.1所揭示，「商標權人以商標圖

樣中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對競爭同業主張權利⋯⋯競爭同業可能面臨商品被通路商

下架的問題，並須負擔處理爭執及應訴的時間、勞力及費用，有影響市場公平競

爭秩序之虞。」觀之，商標法上聲明不專用制度之立法目的，主要係慮及商標權

人以商標圖樣中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對競爭同業主張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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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就前者「競爭同業可能面臨商品被通路商下架的問題，有影響市場公

平競爭秩序之虞」之規範目的而言。所謂「商品被通路商下架」，應係指商標權

人寄發警告函予自身或他事業之「交易相對人」而言，基此，倘商標權人以競爭

之目的，以商標圖樣中不具識別性的部分主張權利，任意對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

（即通路商）或潛在交易相對人寄發警告函，使其心生疑懼，進而將競爭同業之

商品下架，或致拒與對手交易，造成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則此行為業有前揭公平

交易委員會所頒布之「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

理原則」第二、三、四、六點可資規範，故商標法上之「聲明不專用制度」所要

保護及規範之行為，已有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是否有商標法以立法方式事前規制

之必要，容有商榷之餘地。當然，或有論者主張，商標法若就此另有特別之規

範，亦屬立法形成之自由，惟本文必須強調者，有關規範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必

然係該行為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為其前提，方有立法規範之正當性，否則此一

立法形成之自由，毋寧係一種不當之管制。蓋商標申請人之商標圖樣整體具識別

性，即可取得權利，若由立法者要求執法者事先「割裂」商標圖樣中之一部分，

認定其「不具識別性」，則該被割裂出聲明不專用之部分，或許於智慧局審查時

確實有不具識別性之情事，惟商標經實際使用後，其識別性之有、無或強、弱，

常隨著商標權人在市場實際使用之情況而有變化，故可能因商標權人於商業市

場上之實際使用而使得原聲明不專用之圖樣產生識別性，若囿於當時審查之要

求，而業已聲明不專用在先，此時，倘若商標權人不及適用商標法第29條第2項

規定，就原已聲明不專用之圖樣或含原已聲明不專用之整體圖樣再次申請取得該

權利，但市場上業已出現競爭同業單獨或結合使用該聲明不專用之部分作為其商

標，並有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情事，則此時商標權人即使係在正當行使權利之

情況下，亦即，針對他人具商業倫理非難性行為主張權利，但其所寄發之警告函

必然受當初聲明不專用之限制，而無法視為正當行使商標權，同業競爭者甚至可

能在明知商標權人所聲明不專用之圖樣已具識別性，惟利用商標權人業聲明不專

用之公告，拒絕停止使用，甚至反訴商標權人濫行主張商標權，或主張自己係善

意信賴註冊簿之公告，而無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商標權，此時，恐因該聲明不專

用之立法政策，反而造成另一種「不公平競爭」之結果。

另就後者「競爭同業須負擔處理爭執及應訴的時間、勞力及費用，有影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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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參林洲富，「散佈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正當性－以公平交易法為論述中心」，頁 70，法學
叢刊，第 51卷第 2期，2006年 4月。文中提及「蓋智慧財產人發函與認定有侵權行為之人，
其目的係要求被控侵權行為人停止侵權行為，並作為訴訟程序中證明被控侵權行為人有侵權故

意之事實，故單純寄發警告函與製造或銷售侵權行為人，應認為屬於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
20 以美國法與德國法為例，根據該等國家對於智慧財產權侵害警告函所涉及之限制競爭法及不公

平競爭法行為之規範對象，並不區分智慧財產權人寄發警告函係針對競爭同業或其交易相對

人，而有規範上之不同。參許忠信，「智慧財產權侵害警告函之比較法觀察 -以美國法與德國法
之比較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6卷第 3期，2008年 7月。

21 參王偉霖，「公平交易法限制事業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信之實務與探討」，頁 35，全國律
師，第 15卷第 1期，2001年 1月。文中提及「由美國 Noerr-Pennington原則及其例外可知，權
利人對於侵權人之訴訟或發警告函之行為，可能因欠缺正當性而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同理，

權利人明知無侵權之事實，卻以杯葛競爭者之營業為目的，率爾對競爭者提起侵權訴訟或濫

發警告函，實難認屬公平交易法第 45條規定之『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當有公平交易法之適
用。申言之，權利人對侵權人或有侵權之虞發警告函，均屬依智慧財產權行使權利之行為，何

以對競爭者發警告函之行為即一律為正當行為，對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發警告函，則可能不具

正當性，並無明確之法理依據。」依該文之觀點認為，對競爭者濫發警告函之行為，亦有權利

濫用之可能，而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45條檢驗其正當性，不得直接排除適用公平法。與其相
同見解，參黃銘傑，「智慧財產侵害警告函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頁 131-132，臺大法學論叢
第 32卷第 5期，2003年 9月。

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虞」之規範目的而言，此可區分二種情況，其一係指對競爭同

業「寄發警告函」，要求競爭同業停止使用疑似侵權之商標，使得競爭同業須負

擔處理爭執的時間、勞力及費用；其次則為因商標權人「向法院起訴」主張競爭

同業疑似侵權，使得競爭同業須負擔處理爭執的時間、勞力及費用。

就第一種情況，參酌前揭公平交易委員會所頒布之「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

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點之適用對象，並無規範商標

權人對「競爭同業」寄發警告函之行為19，且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件處

理原則」第七點，亦明文揭示「智慧財產權人發現市場上有可能侵害其權利產

品，其對直接侵害之製造商或立於相等地位之進口商品之進口商或代理商，為侵

害之通知請求排除，則為依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無論其內容真偽虛實，均屬

智慧財產權爭議」，而認為對於同業競爭所寄發警告函之行為，均無公平交易法

之適用。倘以此論點觀之，似可主張商標法上「聲明不專用」在立法政策上之正

當性。惟姑不論此見解，在比較法上並無支持之論點20，學者亦有檢討公平交易

委員會此見解之看法21，甚至在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官方資料似亦有不甚明確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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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公平會所 2007年出版之「認識公平交易法」一書，頁 26中，提到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所使用之文字，僅將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豁免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意在表明專利、商標、著

作權等權利之行使，並不當然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舉例言之，享有著作權、專利權與商標

權之權利人，常為向侵權者主張權利而發送警告函之行為，即有可能觸犯公平交易法相關規

定，為此，公平會為確保事業間之公平競爭，維護交易秩序，有處理事業濫用著作權、商標權

或專利權之警告函，所造成之不公平競爭，爰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

作權、商標權、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該根據段文字所稱之「侵權者」，在概念上即

包含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所指「對直接侵害之製造商或立於相等

地位之進口商品之進口商或代理商」，而使得公平法對於寄發警告函處理原則在規範對象上似

乎保留模糊之空間。
23 參憲法第 16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與訴訟之權。」此即為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基礎。復
參釋字第 416號解釋理由書首段：「按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訟訴之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
益權，指人民對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

解22，倘若在公平交易法之執法機關認定智慧財產權人對於同業競爭者寄發警告

函之行為，不論其內容「真偽虛實」，均為「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則在商標

法上何以須事先預設立場認為商標權人以商標圖樣中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對競爭同

業主張權利之寄發警告函行為會有「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虞」？因此，本文

認為對於同具有維護公平競爭之不同法規範之間，對於同一行為有著如此矛盾之

評價，這恐怕是亟待立法者及不同執法機關所應重新審思及檢討的。尤其本文須

再次強調者，「聲明不專用制度」本身可能造成商標權人就原已聲明不專用之部

分，經在市場上實際使用後，使該部分之圖樣產生識別性，然因其不及申請註冊

獲得完整之商標權利，或該原不具識別性之圖樣取得權利，使得競爭同業得任意

截取使用該聲明不專用之部分作為商標使用，而造成消費者之混淆誤認，反而造

成「不公平競爭」之結果，故聲明不專用制度似乎並無堅強之立論依據，得以作

為填補公平交易法所「漏未規範」之正當理由，尤其是從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之立

場來看，更是如此。

就第二種情況，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

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三點所認定，事業若已踐行「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

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受侵害者」，便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

權利之「正當行為」。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既已認定商標權人得事先向法院提

起訴訟，以確認其商標權之權利範圍及是否侵權，且此為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則反觀「競爭同業須負擔應訴的時間、勞力及費用，有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

虞」，似乎與公平交易法之間，又產生另一種矛盾之評價。尤其，倘商標權人係

善意相信其權利受到侵害，而本於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23及商標法所賦予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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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24，向疑似侵權競爭同業透由法院主張權利，似無濫訴之問題，換言之，商標

法規範不能一概以「商標權人以商標圖樣中不具識別性的部分對競爭同業主張權

利，競爭同業可能須負擔處理爭執及應訴的時間、勞力及費用」一言，指責商標

權人此一訴訟行為「有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虞」，並加以非難。

肆、「聲明不專用制度」在立法規制上之必要性

按立法規制之必要性，其制度之建立，乃因經驗上可以預見人可能有不理

性之處，透過制度之建構，配合法律上的強制力，使不理性的情況，降低到可

以控制的範圍內25。基此，有關「聲明不專用」制度之立法目的，據現行商標法

第29條規定之立法理由所述，係「在於避免申請人於商標註冊後，濫行主張權

利，造成第三人之困擾⋯⋯。爰參考2009年2月26日歐洲共同體商標條例第37

條第2項規定，予以修正」，揆其立法意趣，核有事先防免商標權人濫行主張商

標權，以達避免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虞之效。此一制度雖於比較法上有國

外立法例之支持，在商業競爭行為之經驗上，縱有極少數的商標權人以商標圖

樣中不具識別性的部分不當對競爭同業主張權利，惟執法機關仍係以有無使用

商標整體致使混淆誤認之虞加以判斷26，故筆者認為，此並無法作為支持此一制

度以防免商標權人濫用商標權之論點。況且，在比較法上，此亦非多數國家所

24 參商標法第 68條：「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為侵害商標權：一、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

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

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商標法第 69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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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25 同前註 5，頁 125。
26 根據智慧局「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2.2.2」:「商標註冊後，雖然商標圖樣中含有聲明不專用的
部分，商標權人仍取得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使用整體商標的權利，而非單獨使用商標中特定部分

的權利，商標是否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其判斷仍應以整體商標圖樣為觀察。商標組成部

分因識別性強弱的差異，在商標混淆誤認之虞判斷時會被施以不同的注意力，因此，商標圖樣

中不具識別性部分，不論其屬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並經聲明不專用，或無疑義之虞而

未經聲明不專用，僅是在判斷時會被施以較低的注意力或忽視而已，但仍不排除因個案的具體

情形，有影響混淆誤認之虞判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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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採行之立法制度27。甚至，誠如前述，「聲明不專用」制度，雖其意在事

先防免商標權人濫用商標權，惟該制度亦可能造成另一種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產

生，更使得該制度存在之必要性，值得再行審思。

伍、結論

鑑於聲明不專用制度無法實質達成商標權權利範圍明確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秩序之旨，復有其本質上的矛盾與審查實務操作上的困難，且從公平交易法目前

之規範可知，聲明不專用制度所要事先預防商標權人濫發警告函予交易相對人，

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規範目的，業有該法可資規範，則是否在商標法上有

立法事前規制之必要，容有商榷之餘地。雖該制度就防免商標權人濫發警告函予

同業競爭者之規範目的，在目前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透過行政解釋的方式而

不予規範，然而，同一行為在同具為維護公平競爭之不同法規範間，卻有著矛盾

之評價，似有重新審思如何與公平交易法調合之必要，尤其我們不能忽略該制度

可能造成另一種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產生。另從立法規制之必要性觀察，立法者所

賦予「聲明不專用」制度之規範價值，到底是否存在?及對於可能造成另一種不

公平競爭現象之副作用，都應該再重新思考。

另本文強調，有關商標權之權利範圍，可能經由商標權人在市場上實際使

用而產生變化，無論商標權人是否就商標圖樣中有權利範圍疑義之部分聲明不專

用，最終仍須透過法院實質認定及實現其權利，在權利人提示證據於法庭活動

中，其權利範圍必然顯現無疑，法院應不致漠視證據而機械式的全憑註冊簿之登

記認定其權利範圍。因此，聲明不專用所欲達成之事先防免機制，似乎並非全然

具有必要性而合乎初衷。此外，有關商標權人是否濫用商標權，本應回歸其行使

權利之行為，是否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而構成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並非全然

得由立法者事先預設立場而予以規制，否則恐將淪為「未審先判」之立法。

27 參前揭註 8，頁 226至 233。根據該報名內容指出，目前僅歐盟、美國及中國大陸尚有此一制
度，日本已廢除，而英國則改為「任意」聲明制度，因此，此一制度似非普遍採行之制度，惟

該期末報告卻表示此一制度目前已為國際上普遍採行，其論據為何？實費詞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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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認為未來修法或可考慮廢除聲明不專用制度，使商標權人之權利

濫用行為能真正回歸到公平交易法之單一規範及評價，以避免在商標法及公平交

易法二法中產生規範及評價上的矛盾；並將商標權之權利範圍爭議回歸法院實質

認定；就商標權人是否濫用權利之行為，回到其行使行為之本質予以認定，方屬

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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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地旨在澄清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及答詢，歡迎讀者來函或E-mail至

ipois2@tipo.gov.tw，本刊將盡力提供解答及回應。

著作權

問：利用考選部公佈的歷年公職人員考試的試題，會構成侵害著作權嗎？ 

答： 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

題，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而「依法令舉行」是依我國法令而言，不包含外

國法令在內。考選部公布的考試試題，如果是屬於高普考、特考或專門職業

考試等依法令舉行的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由於該試題依上述規定，

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因此，利用此試題（例如將考選部公佈之歷年公職人

員考畢試題作成書籍或光碟等販售），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任何人都

可以自由利用。

　　 不過，如果不是依我國法令舉行的考試，例如「托福」考試、補習班的試

題，其試題仍可能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任何人如欲利用他人享有著作

財產權的著作，除有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的規定外，應取得該

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授權或同意，才可以利用，否則有可能構成侵害著作財

產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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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問： 申請中的商標可否移轉於他人？又申請人公司名稱或其公司組織種類異動

時，應如何處理?  

答： 商標申請後，申請人可以將商標註冊申請所生的權利移轉給他人，受讓人應

檢附雙方簽名或蓋章的契約書或同意讓與的移轉證明文件（商標法施行細則

第28條），以變更商標申請人名義方式辦理。至於公司營業主體相同（相同

公司統一編號），只是變更公司名稱或由「有限公司」變更為「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種類情形者，則可以檢附變更證明文件，辦理申請事項變更。若是

共有商標的註冊申請，辦理共有商標申請權或共有人應有部分的移轉時，應

檢附全體共有人同意書。但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定事由移

轉時，則無須全體共有人同意，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商標法第28條）。

問：何謂商標聲明不專用？

答： 商標的功能主要在於識別商品／服務來源，只要商標整體具有識別性，即具

備商標功能，可是申請人往往為了促銷的目的，喜歡將與商品／服務有關的

品質、功能、產地等說明，或廣告標語等不具識別性的事項納入商標圖樣中

一併申請註冊，雖然商標整體具有識別性，但商標權人及競爭同業對於商標

圖樣中所含前述事項是否具有專用權可能看法各異，進而有影響市場公平競

爭秩序之虞。早期對於這種情形，均要求申請人將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的部

分刪除，始准予註冊，惟此種作法並不合理，因而發展出聲明不專用的制

度。也就是，透過不專用的聲明，申請人同意商標中說明性、不具識別性等

依法單獨不可以註冊部分不主張權利，使整體具有識別性的商標，得以保

留該等不得單獨註冊部分於商標圖樣。實務作法請參考「聲明不專用審查

基準」（網址：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85309&ctNode=7048&

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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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根塞小組公布使用者諮詢整合報告，日本特許廳將辦理以優惠期為主題的

研討會

　　由歐洲專利局（EPO）及丹麥、法國、德國、日本、英國、美國等

專利局局長及代表組成的泰根塞小組於2014年4月8日在義大利的里雅斯

特（Trieste），舉行第5次泰根塞專家小組會議，會中核准「泰根塞使用

者諮詢最終整合報告（Final Consolidated Report on the Tegernsee User 

Consultions）」，並同意將該報告公諸於世。

　　泰根塞小組為促進國際專利制度的調和化，於2 0 1 2年1 0月公布四

項研究報告，包括優惠期、1 8個月公開制、牴觸申請案之處理及先使

用者權利等。為廣徵各界對此四項研究的意見，由所有泰根塞小組的

代表團負責在各自的管轄範圍內，以填具聯合問卷（Te g e r n s e e  J o i n t 

Questionnaire,TJQ），及舉辦區域性的圓桌會議或使用者公聽會方式，徵

詢利害關係人對此四項研究的意見。「泰根塞使用者最終整合報告」即為

整合這些意見的報告。

　　整合報告彙整歐洲地區（包含德國、丹麥、法國、英國及歐洲專利

局）使用者意見的調查結果，以比較各區域使用者的差異性，並對美、

日、歐使用者的諮詢結果予以總結及分析，主要目的是整理個別報告的結

果，藉以有意義的比較各區域使用者意見的異同，使這些結果能更為廣泛

且清楚的呈現，提供給有興趣的團體利用。

　　由於每個地區受訪者群體的大小不一，以及提供訊息的方式不同，

因此泰根塞小組的個別報告提供了豐富有趣的數據，但跨區的比較是困難

的，且如何讓這些結果有意義的呈現，則頗具挑戰性，特別是歐洲地區的

調查結果是分布在五份不同的報告中。再者，泰根塞專家小組提醒，該報

告並非科學研究，不能視為是根據經由適當挑選、具代表性的樣本，且具

比較性使用者群，所呈現的實證性的研究結果。報告僅能視為是利用從問

卷調查及公聽會或圓桌會議所獲取的回應，以突顯趨勢。因此泰根塞專家

小組要求草擬一份共同的事實摘要並分析各局的報告結果，包括使用者意

見的異同，並將總結報告提交至2014年4月在義大利泰根塞里雅斯特舉行的

第5次主管會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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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義大利的會議中，各局代表們除了同意公開該報告外，並決議與使

用者討論使用者諮詢的結果，聽取其對結果的意見。基於此，日本特許廳

（JPO）將於2014年7月10日在日本與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協會（AIPPI）

和國際智慧財產權律師聯合會（FICPI）兩個國際組織，合作舉辦一個以優

惠期為主題的研討會。研討會的目的是向使用者報告泰根塞小組的成果，

並且期待從使用者處獲得進一步的回饋。除了討論優惠期的議題外，研討

會中代表們與使用者將思考未來推動專利制度調和化的方向。

日本特許廳

http://www.jpo.go.jp/torikumi_e/hiroba_e/patent_sympo260710/en/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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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局AEP 6月份統計資料簡表

　 表一：103年1-6月加速審查申請案申請人國別統計

　 依月份統計：

申請時間

本國
本國
合計

外國
外國
合計

總計事由
1
事由

2
事由

3
事由

4
事由

1
事由

2
事由

3
事由

4

103年01月 7 2 7 6 22 29 2 0 0 31 53

103年02月 15 3 12 1 31 15 1 0 0 16 47

103年03月 20 2 8 4 34 23 1 2 0 26 60

103年04月 24 3 13 1 43 17 3 1 0 21 64

103年05月 17 1 10 4 32 20 0 2 0 22 54

103年06月 9 0 11 3 23 18 1 0 3 22 45

總計 92 11 61 19 183 122 8 5 3 138 323*
*註：包含6件不適格（事由1計5件，事由2計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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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請人國別統計：

申請人國別 事由1 事由2 事由3 事由4 總計

中華民國（TW） 92 11 61 19 183

日本（JP） 61 1 1 0 63

美國（US） 24 2 0 3 29

南韓（KR） 8 1 0 0 9

德國（DE） 6 0 0 0 6

瑞典（SE） 1 2 1 0 4

新加坡（SG） 3 0 0 0 3

中國大陸（CN） 3 0 0 0 3

香港（HK） 0 0 3 0 3

義大利（IT） 2 0 0 0 2

法國（FR） 1 1 0 0 2

英屬維爾京群島（VG） 2 0 0 0 2

瑞士（CH） 1 1 0 0 2

英國（GB） 2 0 0 0 2

巴哈馬（BS） 1 0 0 0 1

以色列（IL） 1 0 0 0 1

盧森堡（LU） 1 0 0 0 1

百慕達（BM） 1 0 0 0 1

土耳其（TR） 1 0 0 0 1

荷蘭（NL） 1 0 0 0 1

巴拿馬（PA） 1 0 0 0 1

奧地利（AT） 1 0 0 0 1

加拿大（CA） 1 0 0 0 1

西班牙（ES） 1 0 0 0 1

總計 216 19 66 2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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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加速審查申請案之首次回覆（審查意見或審定）平均時間

申請事由
加速審查案件
申請時間

首次審查回覆
平均時間（天）

事由1 至103年6月底 73.3

事由2 至103年6月底 79.1

事由3 至103年6月底 143.0
註：事由1係自98年1月至103年6月底，事由2、3係自99年1月至103年6月底。

表三：主張之對應案國別統計（103年1-6月）

國別 事由1 事由2 總計 百分比

美國（US） 142 13 155 64.85%

日本（JP） 41 1 42 17.57%

歐洲專利局（EP） 9 3 12 5.02%

中國大陸（CN） 12 0 12 5.02%

南韓（KR） 6 0 6 2.51%

德國（DE） 3 0 3 1.26%

新加坡（SG） 3 0 3 1.26%

澳大利亞（AU） 3 0 3 0.42%

英國（GB） 1 0 1 0.42%

加拿大（CA） 1 0 1 0.42%

紐西蘭（NZ） 1 0 1 0.42%

總計 222 17 239 100.00%

註：其中有5件加速審查申請引用複數對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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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　專利生物材料寄存兩證合一新制順利轉換

 　　配合1 0 2年修正實施之專利法，專利生物材料寄存證明文件改採

「寄存證明」與「存活證明」兩證合一制度，實施以來，食品所完成存

活試驗並開具寄存證明所需之時間，平均約為10個工作日（相當於14

個日曆天），相較於目前布達佩斯條約認可之42個生物材料寄存機構

(International Depositary Authority, IDA)中，排名居第6位，同年客戶

滿意度調查，顯示專利生物材料寄存業務之滿意度為93%，在制度規範

下，充分體現與國際同軌且符合申請民眾期盼。

 　　舊有制度乃申請者先將生物材料寄存於寄存機構，該機構於受理生物材

料寄存時，同步開具寄存證明書，供寄存者併同申請案向智慧局申請專利，

而寄存機構待完成生物材料存活試驗後，才開具存活證明，由於舊制不符合

國際實務作法，且易衍生當無法存活時專利取得相關問題。

 　　為改善前揭事項，採行之新制於完成存活試驗後，開具寄存證明與

存活證明合一之寄存證明書，可能會延滯專利申請之時效。為減低因兩

證合一施行後，延後取得寄存證明書所造成之影響，食品所除專注專利

法修訂脈動、主動蒐集及研析國外寄存機構資訊外，更是全力動員進行

內部規範手冊、作業流程、實務步驟以及資訊系統改造與調整，使兩證

合一新制得以順利轉換。

 　　食品所為依專利法第27條指定之我國專利生物材料寄存機構，提供

申請人全方位之服務，該所也建置專利生物材料資訊平台，提供寄存與

分讓專利生物材料之資訊服務，用以整合提供生物材料及其相關專利資

訊。申請人如想進一步了解專利生物材料相關資訊，歡迎造訪專利生物

材料資訊平台(網址：http://patent.bcrc.firdi.org.tw/)。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22703&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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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SOｉ自拍 影片徵選」活動開跑囉！

 　　為強化民眾保護著作權的觀念，本局辦理103年度網路著作權宣導活

動「原創e把罩 ，其中有「KUSOｉ自拍影片徵選」活動，邀請全國民眾

發揮創意，製作10~15秒鐘以「支持著作權」為主題之宣傳影片，以行動

支持著作權，期透過影音作品分享與呈現，達到對社會大眾快速宣傳的

效果，徵件日期自103年6月16日（星期一）至8月17日（星期日）止。

 　　民眾只要將符合主題的自拍影片上傳至YOUTUBE，並進入活動網

址報名頁面（網址：https://www.copyright2014.com.tw/vote_02.php）填

寫報名資訊及影片連結，待審核報名成功後，經過8月18日（星期一）至

9月21日（星期日）由網友票選，得票數最高的前10名參賽者即可獲得

宜蘭精品旅店精緻雙人住宿券、西堤套餐券（雙人份）或7-11超商商品

卡（200元），前50名參賽報名者還可獲得7-11超商商品卡（100元）！

另外，參加票選活動的網友也有機會可以得到西堤套餐券（雙人份）或

7-11超商商品卡（100元），這麼好康又有趣的活動千萬不要錯過喔！

活動網站：https://www.copyright2014.com.tw/about.html

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ref=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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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有關「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之共同使用報酬率、單一窗口之決定」一

案，先徵詢相關利用人之意見，俾利後續審議之進行。

 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30條第5項、行政程序法第75條、103

年3月24日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申請函。 

公告事項：

一、 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30條之規定，本局得指定相關

集管團體就特定利用型態，訂定共同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分配方

法，並協商由其中一個集管團體向利用人收取。又本局已於99年10

月19日指定MUST、MCAT、TMCS三家集管團體就「電腦伴唱機公

開演出」之利用型態，訂定共同使用報酬率，惟目前為止仍未協商

完成，合先敘明。

二、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UST）於103年3月24日向本局申

請決定「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共同使用報酬率」一案，三家集管團

體（MUST、MCAT、TMCS）並就本局如何決定「共同使用報酬

率」、「使用報酬分配方法」、「單一窗口」等事項提出建議。

三、 復按集管條例第30條第5項規定：「第三項共同使用報酬率之決定，應

諮詢利用人及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利用人如對電腦

伴唱機公開演出共同使用報酬率、單一窗口之決定有任何意見，請具備

書面理由，寄送本局（地址：台北市辛亥路2段185號3樓）。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23315&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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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北服務處
103年8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8/01（五）09:30─11:30 專   利 陳晃顥

8/04（一）09:30─11:30 商   標 羅逸梅

8/05（二）09:30─11:30 專   利 金烽琦

8/05（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鄭振田

8/06（三）09:30─11:30 專   利 陳昭誠

8/06（三）14:30─16:30 專   利 陳翠華

8/07（四）09:30─11:30 專   利 宿希成

8/08（五）09:30─11:30 專利、商標 鄭憲存

8/08（五）14:30─16:30 專   利 陳群顯

8/11（一）09:30─11:30 商   標 許議文

8/12（二）09:30─11:30 商   標 林存仁

8/12（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金東

8/13（三）09:30─11:30 專   利 閻啟泰

8/14（四）09:30─11:30 專   利 王明昌

8/15（五）09:30─11:30 專   利 彭秀霞

8/15（五）14:30─16:30 專   利 趙志祥

8/18（一）09:30─11:30 商   標 高尹文

8/18（一）14:30─16:30 專   利 陳逸南

8/19（二）09:30─11:30 專   利 白大尹

8/19（二）14:30─16:30 專   利 張仲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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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三）09:30─11:30 專   利 祁明輝

8/20（三）14:30─16:30 專   利 沈怡宗

8/21（四）09:30─11:30 專   利 甘克迪

8/22（五）09:30─11:30 專   利 王彥評

8/25（一）09:30─11:30 商   標 徐雅蘭

8/26（二）09:30─11:30 專   利 卞宏邦

8/26（二）14:30─16:30 專   利 林坤成

8/27（三）14:30─16:30 專   利 李秋成

8/28（四）09:30─11:30 專   利 丁國隆

8/29（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徐宏昇

註：1. 本輪值表僅適用於本局台北局址，服務處地點（106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
段185號3樓）

　　2. 欲洽詢表列之代理人，亦可直撥電話（02）2738-0007轉分機3063洽詢（請
於服務時段內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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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
103年8 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08/05（二）14：30─16：30 商標、專利 周皇志

08/06（三）14：30─16：30 專利 朱世仁

08/07（四）14：30─16：30 商標 陳建業

08/08（五）14：30─16：30 專利 郭夔忠

08/13（三）14：30─16：30 商標 陳逸芳

08/14（四）14：30─16：30 專利 陳鶴銘

08/15（五）14：30─16：30 專利 施文銓

08/20（三）14：30─16：30 專利 吳宏亮

08/21（四）14：30─16：30 專利 趙嘉文

08/22（五）14：30─16：30 專利 趙元寧

08/27（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韓瑞杰

08/28（四）14：30─16：30 商標 周于舜

08/29（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顏永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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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
103年8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8/04（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趙正雄

8/05（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陳明財

8/06（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家復

8/07（四）14:30-16:30 專   利 賴建良

8/08（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彥樑

8/11（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郭同利

8/12（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德安

8/13（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欽堯

8/14（四）14:30-16:30 商  標 劉建萬

8/15（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戴世杰

8/18（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榮貴

8/19（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王增光

8/20（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進福

8/21（四）14:30-16:30 商  標 喬琍琍

8/22（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洪俊傑

8/25（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盧宗輝

8/26（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黃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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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專利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表 
單位：件

月 新申請案 發明公開案 公告發證案 核駁案 再審查案 舉發案

1月 6,479 4,289 6,519 2,166 781 50

2月 5,181 3,898 5,608 2,008 508 39

3月 7,883 4,049 6,662 2,186 532 59

4月 6,414 3,762 6,161 2,101 514 63

5月 6,248 3,998 5,971 2,228 652 44

6月 5,290 4,575 6,097 2,158 546 44

合計 38,125 24,571 37,018 12,847 3,533 299

備註： 自93年7月1日起，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制，自該日以後無新型再
審查案之申請。

103年商標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表

月
申請註冊案
(以案件計)

公告註冊案
(以案件計) 核駁案 異議案 評定案 廢止案 延展案

1月 6,085 7,157 528 68 29 33 3,568

2月 4,735 5,424 531 54 13 30 3,334

3月 6,685 4,439 535 88 17 39 4,602

4月 6,814 5,336 725 71 17 42 4,981

5月 6,603 5,746 790 57 22 76 3,759

6月 6,321 6,010 793 88 17 57 3,245

合計 37,243 34,109 3,902 426 115 277 23,489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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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本局辦理申請核驗著作權文件證明書件數統計表 

單位：件

月 申請核驗著作權文件證明書件數

1月 2,442 

2月 2,554

3月 2,993 

4月 3,103

5月 2,791

6月 2,799

合計 1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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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沈宗倫
專利法之基本用語與法律體系
概述

月旦法學教室 141 2014.07

馮震宇 手段功能用語與專利有效性判斷 月旦法學教室 141 2014.07

沈宗倫
專利授權與使用排他權耗盡－－
以智慧財產法院一○一年度民專
訴字第七三號判決為中心

月旦法學雜誌 230 2014.07

*商標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王敏銓
商標使用──從形式論與脈絡
論的觀點看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7 2014.07

王敏銓
從模組理論看商標通用性與第
二意義的連結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7 2014.07

呂姝賢

日本商標審查實務之探討——
以識別性及地名、著名已逝人
名作為商標不得註冊之事由為
中心（上）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7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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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月刊徵稿簡則

102年12月修訂

一、 本刊為一探討智慧財產權之專業性刊物，凡有關智慧財產權之法制介紹、專

論、問題探討、國際動態、新聞等著作、譯稿，歡迎投稿。

二、 來稿請附10個左右的關鍵字及100字左右之摘要，論述文章應加附註，並

附簡歷（姓名、聯絡地址、電話、電子信箱、現職、服務單位及主要學

經歷）。

三、 賜稿請使用中文正體字電腦打字，書寫軟體以Word檔為原則。

四、 字數以5,000至12,000字為宜（如篇幅較長，本刊得分期刊登），稿酬每千字

1,200元；如係譯稿，本局不另支付外文文章之著作財產權人授權費用。

五、 來稿須經初、複審程序（採雙向匿名原則），並將於4週內通知投稿人初審

結果，惟概不退件，敬請見諒。經採用者，得依編輯需求潤飾或修改，若不

同意者，請預先註明。

六、 投稿需注意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文責自負，如係譯稿請附原文（以

Word檔或PDF檔為原則）及「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書」正本（授權範圍需包含

同意翻譯、投稿及發行，同意書格式請以e-mail向本刊索取），且文章首頁

需註明原文出處、譯者姓名及文章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翻譯等資訊。

七、 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含電子媒體）或將在其他刊物（含電

子媒體）以中文發表者，請勿投稿本刊；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

三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八、 為推廣智慧財產權知識，經採用之稿件本局得多次利用（紙本印行或數位媒

體方式）及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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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稿可採e-mail或書面方式：

　　以e-mail投稿者請寄至：ipois2@tipo.gov.tw

以書面投稿者請寄至：

10637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段185號5樓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資料服務組「智慧財產權月刊」編輯室收。

（聯絡電話：02-2376-6069 林佳芸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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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月刊專論引註及參考文獻格式範本說明

一、 本月刊採當頁註腳（footnote）格式，於文章當頁下端做詳細說明或出處的陳

述，如緊接上一註解引用同一著作時，則可使用「同前註xx，頁xx」。

二、註釋方法舉例如下：

1、專書：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頁90-94，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1998

年8月第2版。

2、譯著： Douglass C. North 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頁45、

69，時報文化，1995年。

3、期刊： 王文宇，「財產法的經濟分析與寇斯定理」，月旦法學雜誌第十五

期，頁6-15，1996年8月。

4、學術論文： 林崇熙，「台灣科技政策的歷史研究（1949∼1983）」，國立清

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

5、法律資料： 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十款但書；大法官會議解釋第245號；最高法

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三一號判決。

6、網路文獻： 謝龍田，【309株「黑珍珠」種苗疑走私到大陸】，2002- 06-10／

聯合報／14版，

　　　　　　  http://udnnews.com/FLASH/73405.htm（20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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