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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商標之合理使用 
                   授課教授：謝銘洋教授 
          報告學生：陳柏如（民商法組二年級 R87321028） 
 
壹、 前言 
 
貳、 商標合理使用之概念 
一、 立法旨意 

二、 立法規定與沿革 

三、 商標合理使用要件之析述 

（一） 舊法時期（八十六年修正前之商標法） 

1.須為表示自己之姓名、商號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本

身之說明 

2.普通使用之方法 

(1)司法院解釋 

以使用於「商品」或「商標」上為區別普通使用及非普通使用  

評析  

(2)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 

3.附記於商品之上 

(1)意義 

(2)評析 

（二） 現行法 

1.使用該名稱「僅為說明」（only to describe）其商品或服務 

2.所使用之名稱，非為商標或服務標章使用 

3.係善意且合理使用（fairly and In good faith） 

(1)意義 

(2)評析 

 

參、商標之合理使用與商標法其他議題之關係 
一、 商標之合理使用與商標顯著性之關係（假設並無符合第二層意義之情形） 

二、 商標合理使用與第二層意義之關係 

三、 商標合理使用與商標法第六十五條之關係 

 

肆、 實務相關判決整理 
一、 行政法院判例 

二、 行政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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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四、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五、 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六、 高等法院修法後之刑事判決 

 

伍、 實務見解認定商標合理使用與否理由之類型分析 
一、 說明 

二、 判斷標準 

（一） 以是否附記於商品上作為判斷標準 

（二） 以所使用之文字、圖樣非作為商標之用，或該文字、圖樣不足以表彰、區別商品來源作

為判斷標準 

（三） 以所使用與他人相同或近似之文字、圖樣外，是否還有加註其他說明性之文字以彰顯其

「說明性質」為判斷標準 

（四） 以是否兼標示有自己之商標作為判斷標準 

（五） 以使用該說明性名稱之方式是否刻意強調該名稱之「顯著性」作為判斷標準 

（六） 以商業慣例、同業公會意見據以認定使用者所使用之名稱究否屬於商品之說明及是否符

合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 

三、 小結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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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過去在著作權法方有「合理使用」（fair use）之用語，而商標法上合理使用
之規定見於現行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凡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

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關商

品本身之說明，附記於商品之上，非作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效力

所之拘束。」，過去商標法則稱之以「普通使用」。商標之合理使用常常是被告在

面臨商標侵權追訴時必會提出之抗辯，惟此抗辯是否成立端視被告使用之態樣是

否符合商標合理使用之要件，故本文首先自商標合理使用之概念做一介紹，就合

理使用之立法沿革、合理使用在新舊法下之要件析述之，再者則進一步討論合理

使用與商標法其他議題之關係，以期對商標合理使用之規範範圍更為瞭解，最後

為瞭解實務對商標合理使用之具體判斷標準，故先整理相關實務判決之事實及理

由，並就各個案中理由將判斷標準予以具體化，期能對商標合理使用之判斷提供

一些具體之參考原則。 
 

貳、 商標合理使用之概念 

 
一、 立法旨意 
 

商標法賦予商標權人積極使用商標之權利，同時亦賦予商標權人排除他人侵

害其商標權之權利，惟商標權人就排除他人侵害其商標權之權利行使範圍並非漫

無限制，其排除侵害的範圍應限於禁止他人將商標用於表彰來源的作用上，而不

及於禁止其他方面的使用，此即為對商標專用權之限制。如工商企業者所生產、

製造、加工、揀選、批售之商品，除標示商標以便使購買者易於識別外，對商品

本身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產製主體之名稱、姓名以及其他一切有

關商品之說明等，均分別予以標示，期使消費者更易明瞭商品之特性、價值、使

用方法等，以增加購買者之認知，誘導產生購買之慾望。因之，此等標示，其重

要性並不亞於商標1，此種標示之權利亦應予以肯認，是以倘若未就商標專用權

作一適當之限制，則因此種標示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等若與他人已註冊商標

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相同或近似，遂可能發生侵害他人商標專用

權之衝突，則一般工商業者普遍使用於商品上標示商品名稱、品質、功用、產地、

產製主體名稱、姓名等之使用上即為不便，故商標法特地加以規定，使一般業者

於規定範圍內標示使用說明性之文字、圖樣時，不受商標專用權之拘束。 
 
二、 立法規定與沿革 
                                                 
1 倪開永，商標法釋論，八十三年八月修正三版，第 137頁。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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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有關商標合理使用之規定，係規定於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然舊

法（八十二年）規定為「凡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商號或其商品

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本身之說明，附記於商品之上

者，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但以惡意而使用其姓名或商號時，不在

此限。」，此規定自十九年五月六日公布之商標法第十五條設有規定，中經二十

四年、四十七年、六十一年及七十一年修正商標法，除條號有變更外，內容大致

相同，故商品普通使用方法不受他人商標之拘束，為數十年商標立法之基本原則
2。茲將歷年商標法有關合理使用規定表列如下，並將歷年條文用語更動之部分

以底部加黑線方式表示之： 

 
民國十九年 民國二十四年 民國四十七年 民國七十八年 民國八十二年 民國八十六年 

第十五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凡以普通使用之方

法而表示自己之姓

名商號或其商品之

名稱產地品質形狀  

功用等事者不為商

標專用權之效力所

拘束但自商標註冊

後以惡意而使用同  

一之姓名商號時不

在此限。 

 

凡以普通使用之方

法，而表示自己之

姓名、商號或其商

品之名稱、產地、  

品質、形狀、功用

等事者，不為商標

專用權之效力所拘

束。但自商標註冊  

後，以惡意而使用

同一之姓名、商號

時，不在此限。 

 

凡以普通使用之方

法。而表示自己之

姓名、商號或其商

品之名稱、產地、  

品質、形狀、功用

等事附記於商品之

上者。不為他人商

標專用權之效力所  

拘束。但以惡意而

使用同一之姓名或

商號時。不在此

限。 

 

凡以普通使用之方

法，表示自己之姓

名、商號或其商品

之名稱、形狀、品  

質、功用、產地或

其他有關商品本身

之說明，附記於商

品之上者，不為他  

人商標專用權之效

力所拘束。但以惡

意而使用其姓名或

商號時，不在此限

 

凡以普通使用之方

法，表示自己之姓

名、商號或其商品

之名稱、形狀、品  

質、功用、產地或

其他有關商品本身

之說明，附記於商

品之上者，不受他  

人商標專用權之效

力所拘束。但以惡

意而使用其姓名或

商號時，不在此

限。 

 

凡以善意且合理使

用之方法，表示自

己之姓名、名稱或

其商品之名稱、形

狀、品質、功用、

產地或其他有關商

品本身之說明，附

記於商品之上，非

作為商標使用者，

不受他人商標專用

權之效力所拘束。 

 
故關於商標之合理使用，在十九年至八十二年之法條文字中，均名之為「普

通使用」，而八十六年商標法修正時，因八十二年舊法第一項但書僅就惡意使用

姓名或商號時，方認為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拘束，然就其他說明性文字，如有

惡意使用，實亦難認為得不受他人專用權所拘束，故刪除但書規定，參酌世界貿

易組織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十七條規定及美國商標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於第一

項增列「善意且合理」之要件，並將「普通使用」修正為「非作為商標使用」，

意義均較為明確且周延。另「商號」涵意過窄，是否涵蓋商號以外之法人團體及

組織易生疑義，爰將其修正為「名稱」3。 
 
三、 商標合理使用要件之析述 
 

承前所述，商標合理使用之規定係於八十六年修正後方將「普通使用」之文

字修訂為「善意且合理使用」，況就此文義之修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處亦

                                                 
2 倪開永，前揭書，第 137頁。 
 
3 現行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修正理由，摘自謝銘洋教授主編，八十八年八月出版之智財小
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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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二十三條第一項「普通使用」，在實務上適用並未有任何問題，只是當初美

方在諮商時，認為修正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之「普通使用」在解釋上不夠清

楚，「惡意」在舉證上很困難，而認為條文不好，要我方修正，故我方參考美國

相關法條，其中有所謂「合理使用」「善意使用」，因此加以引用，以另一種法文

形式來規定，事實上立法目的與原來一樣，只是新法較舊法規定更清楚4。故新

法係就舊法用語予以明確化，然其規範之目的均無二致，是以欲探究商標合理使

用之要件即無法略而不論舊法時期商標「普通使用」之概念及要件。 
 
（一）舊法時期（八十六年修正前之商標法） 
 
1.須為表示自己之姓名、商號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
有關商品本身之說明 

 
自己之姓名、商號以及商品名稱、形狀、產地等，其情形較單純，較容易鑑

別，至於商品之品質、功用以及有關商品之說明文字等，其範圍較廣泛，惟亦可

依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原則判例等各項要件而為認定。而在實務

上，往往會借重各商業同業公會之專業意見，藉以瞭解商業習慣上是否確將該種

標示作為商品之品質、功用以及有關商品之說明文字文字、圖樣，如案例二十三

（最高法院 83年度 967號刑事判決）5就「大富翁」是否屬銀行紙上遊戲之說明，

其即援引台灣省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之說明，而採取否定見解；案

例二十四（高等法院 82年度 6546刑事判決）就「油滴狀」圖樣是否表示油品品
質乙事，即採取食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意見，認為油滴狀係表明油品清

純，使用該等圖樣，並無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可言。 
 
2.普通使用之方法 
 
(1) 司法院解釋 
 
以使用於「商品」或「商標」上為區別普通使用及非普通使用  
司法院二十五年第一五三七號解釋：「（一）修正商標法第十四條所稱普通使

用方法謂祇以一般常用之方法表示於商品中。如以某種文字表明其為何人製造、

何地出產，以示與他人有別之類，此種表明，既非商標，故不受商標專用權之效

力之拘束。若竟以他人已註冊之商標完全相同之文字用之商標中。自不能僅以普

通使用之方法論。（二）同條但書所稱同一姓名、商號，即姓名與商號相同，或

商號與姓名相同亦包括在內，故雖係普通使用方法，而以惡意使用與他人已註冊

                                                 
4 參照，新商標法給企業的新方向，月旦法學雜誌第四十七期「企業講座」，一九九九年四月，
第 89頁智慧財產局商標處陳淑芳處長之發言。 
5 詳參本文後段所述「肆、判決整理之附表」，又以下案例事實均係摘自判決整理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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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標同一之姓名或商號者，即與本規定相合。」觀此解釋可知普通使用方法乃

指以「一般常用之方法」表示於商品中，若以他人已註冊之商標完全相同之文字

用之商標中，自不能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論。故普通使用之方法與非普通使用之方

法之區別，就該解釋意旨在(1)標示內容方面：所使用之文字如表示一般品質、
功用、產地等則屬普通使用，非該等文字而為商標使用；(2)標示位置方面：所
標示之文字、圖樣係表示於商品中屬普通使用，標示於商標中而為商標使用。而

實務上以文字、圖樣用於「商品」或「商標」之標準作為認定是否符合合理使用

者之案例非常多，如案例一、案例三、案例四、案例八、案例十一、案例十二、

案例十五、案例三十一等，均重申前開司法院第一五三七號解釋意旨，此以案例

一（行政法院 51年度判字第 254號判例）為代表：「原告既係以參加人註冊商標
中主要部分『可樂』『COLA』等文字為其商標之構成部分，並非以可樂或 COLA
表示於商品中，以表明其商品之品質，依司法院院字第一五三七號解釋，亦不能

認為原告係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而表示自己商品之品質等事，而謂可不為參加人商

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再者案例八（行政法院 70年度判字第 438號判決）謂：
「商標法第二十三條所謂普通使用，係指將自己之姓名、商號⋯⋯附記於『商品』

之上，並非附記於『商標』之上，原告將加列之說明文字暨公司名稱，附於商標

本體，於法亦有不合。」亦強調普通使用所用之說明標示位置係在「商品」而非

商標上。 
 
評析  
司法院解釋及前開實務見解，以用於商品或商標中來辨別是否係普通使用或

商標使用。惟商品中必然有商標，故司法院此種解釋不無誤謬之處6，況商標本

係標示於商品之上，並無規定應標示於商品何處，既無規定，則商標自可任意標

示於商品之上下左右前後等部位，事實上，今日商標所標示之位置亦形形色色，

並無固定型態，於是所謂「商品中」與「商標中」，即無固定之分野，則前開解

釋在適用上所會面臨之頭號問題，即是使用位置無法作一明確區分，適用上將形

成困難7。 
 
(2)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所謂普通使用之方法，係指商業上通常使用

之方法，在主觀上無作為商標使用之意圖，客觀上一般商品購買人亦不認其為商

標之使用而言。此規定較前開司法院解釋之單純二分法標準，替普通使用方法畫

出一較清晰之輪廓，此所稱之商業上通常使用方法即一般商業上習慣通用之標示

方法，如將商標置於包裝之最明顯引人注意之處，而將廠商之名稱、地址、電話、

產品說明等附加事項，使用較小字體，置於包裝之下方或側方等較不顯著之地

                                                 
6 鄭中人，如何正確使用商標，月旦法學雜誌八十四年三月，第 96頁。 
7 倪開永，前揭書，第 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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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而，倘如某一商品之標示竟將廠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產品說明等附加

事項，置於包裝上最明顯引人注意之處，反而將自己之商標置於不明顯之處，此

種與眾不同刻意設計之使用方法，即非所謂之普通使用方法8。是以此商業上之

使用習慣即可由說明文字圖樣之大小、標示位置就個別案例而為斟酌審究，如案

例十七（最高法院 75年度台上字第 5223號刑事判決）：「將某一商品他人已註冊
之商標置於最顯明醒目之處，而將自己之商標置於不明顯處，此種刻意設計之方

法，即難謂為普通使用方法，應為商標專用權效力所拘束。」即為是例。 
 
3.附記於商品之上 
 
(1) 意義 
 

所謂附記於商品之上，論者有謂乃指附屬記載於商品之上。此種情形應係標

示於商品不顯著之部位而言。如商標係標示於商品正面之中間部位，則該等表示

商號名稱及商品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等之文字，應標示於中間部位以

外之其他邊陲不顯著部位。如案例三十三（高等法院 86年度上易字第 654號刑
事判決）：「被告所代理銷售之藥布，在商品包裝之正面以放大之特殊字型方式印

制被告自行申請註冊之『百痛藥布』商標，而在產品包裝之左上角印制有與告訴

人享有商標權相同之圖樣，於圖樣中間加註『全方向伸縮』字樣，並於圖樣周圍

環繞印制有『易貼於手足關節各彎曲部位．伸縮自如彈性特佳高透氣佳』小字樣，

其設計方式將被告本身享有之商標，以醒目引人注意之設計方式，列置於包裝

上，另在較不醒目之包裝左上角，以較小之方式標列告訴人之享有商標權之圖

樣，在客觀上，顯不足以使一般購買者對商品之來源與信譽發生混淆，係以普通

使用之方法，表示其商品功用之說明」即為一例。 
 

(2) 評析 
 

前所謂「附記於商品之上」係屬舊法條文中判斷商標是否為普通使用之標準

之一，然此概念實際上可被前揭「普通使用方法」之概念所涵蓋。蓋承前所述，

普通使用方法係指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在主觀上無作為商標使用之意圖，客

觀上一般商品購買人亦不認其為商標之使用而言，則判斷是否屬於普通使用時自

會就其標示之位置、字體大小、是否故意以顯著性方式標示等具體情形加以判

斷，則所謂「附記」等情本即會在判斷普通使用方法時一併加以注意，故實無必

要特別在條文中加註此一要件。再者條文僅稱「附記於商品之上」，則就文字意

義而言，似僅將附記於「商品」上，始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拘束，但普通使用

                                                 
8 蔡秀雄，侵害商標犯罪之研究，台灣高等法院研究報告，七十四年度印行，第 35頁。轉引自
張玉希，侵害商標權益之類型及救濟，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七十八年五月，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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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文字並非僅限於標示在商品之上，有些商品根本無法標示，因而將該等文

字標示於包裝容器上，亦所在多有，故條文本身亦應將其擴張解釋包括至此等情

形。而工商業者於實際使用標示或產品之說明時，甚或在廣告、標帖、說明書上，

將自己之姓名、名稱、商品之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有關商品本身之說明標

示其上，則此種情形是否亦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拘束，即值得斟酌，就實質意

義而言，本條所規定之附記範圍，應包含上述情形，方屬合理9，而實務上亦採

此種看法，如案例十六（最高法院 74年度台上字第 6933號刑事判決），認為在
「廣告」上所使用之文字、圖樣亦可產生普通使用規範效力，不受他人商標專用

權之拘束。然正本清源之道應將此開「附記商品之上」之法條文字做一修正，是

以智慧財產局研擬之商標法修正草案第六版即將此段文字刪除，其修正說明理由

係因應推陳出新之各種商業活動，有關商品說明之表示樣態，不以附記於商品上

為限，故刪除「附記於商品上」等文字，以符合實際交易情形，此修正理由確屬

的論，可資贊同。 
 
（二）現行法 
 

我國新修正之商標法第二十三條，係參考美國商標法第三十三條 b第二項而
來，商標合理使用，從美國商標法觀點，係一種保全之抗辯（a preserved defense），
縱使註冊人之專屬使用權係具有不可對抗性（incontestable），亦可主張之，此係
將普通法原則（即不生混淆商標之使用，不構成侵害）予以成文化，是以可參考

美國法分析我國新法之要件10： 
 
1.使用該名稱「僅為說明」（only to describe）其商品或服務 
 

即條文中所述之「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功

用、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本身之說明」，所使用文字、圖樣並非在表彰商品之來

源，其目的僅為說明商品或服務，故無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可言。 
 
2.所使用之名稱，非為商標或服務標章使用 
 

新法中加註「…非作為商標使用」，即將舊法中之「普通使用」之文義更予
明確化，事實上舊法中之「普通使用」本即與「商標使用」為一對立概念，意即

「普通使用」即是「非作為商標使用」，此觀諸於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

「普通使用之方法，係指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在主觀上無作為商標使用之意

                                                 
9 倪開永，前揭書，第 145~146頁。 
10 參照蔡明誠，論商標之合理使用，全國律師八十六年十一月，第 68頁，惟蔡明誠教授於此尚
另附有「原告商標係屬『說明性』名稱、地理說明性名稱或個人姓名、企業或團體名稱」之要件，

但本文擬於後段再討論此問題，故於此並不將此要件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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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客觀上一般商品購買人亦不認其為商標之使用者。」更可徵明之。故欲判斷

何謂「非作為商標使用」，即可參考前揭述及有關「普通使用方法」之概念及實

務判決而為認定。 
 
3.係善意且合理使用（fairly and In good faith） 
 
(1) 意義 
 

首先此所謂之「合理使用」，解釋上為合理且非商標使用方法，即著重使用

方式，客觀上不具有區別商品來源之功能，故就此而言，實與舊法「普通使用」

之意義並無歧異，只是新法更明確肯定商標合理使用原則之適用。但法文中所謂

之「善意」究竟意涵為何，則需進一步探討，因所謂之「善意」、「惡意」在民法

上是以知情或不知情作為判斷的依據，但商標法此所稱之「善意」不應與民法作

相同的解釋，商標法上之善意、惡意是指有無不正競爭之意思11，故所謂善意可

解為(1)不知他人以註冊某商標；或(2)雖明知人已註冊商標，但未以惡意方式使
用。此所謂「惡意」，係指知情而而有不正競爭之意思而故意為之，如以特別或

顯著之方法所為標示即屬一例。簡言之，倘以「商標的型態來使用」就是惡意，

而非以知悉他人註冊商標而使用稱之，此亦為目前智慧財產局之意見12。 
 
(2) 評析 
 

商標法修正後，實務上判決其實大多未就「善意」之意涵多做著墨，其判決

所持理由及論據與修法前實無太大差異，惟法文中既有「善意」二字，法院若欲

對此名詞加以解釋時，可能會根據一般民法上的瞭解，認為所謂的善意係指不知

情之人13，如案例三十八（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五四三三號刑事判決）

判決理由即稱：「被告之前已得知『中將』二字係告訴人公司業已取得指定使用

於茶商品之註冊商標後，竟仍於同一商品之茶包及其外包裝盒，使用近似於上開

『中將』註冊商標圖樣之「『點中將』等字圖樣，銷售、散布予不特定之經銷商，

顯有『惡意』。」，及案例四十二（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七六號刑事判決）：「被告

係以『三元』名稱作為其黑板行之『店號』，顯非作為商標使用，且市面上又無

人以『三元』為名義出產之黑板等商品，足證被告係以善意且合理的使用該名稱

作為店號」，法院在論述到「善意」、「惡意」時，即傾向以是否知悉他人註冊商

標之存在為判斷，故法院實際在判斷「善意」、「惡意」時對條文之解讀可能與智

慧財產局就本條文之解釋有所不同，故本條條文未來在修正時，最好能將智慧財

                                                 
11 前揭註四文，第 89頁，李欽賢教授之發言。 
12 前揭註四文，第 90頁，智慧財產局商標處陳淑芳處長發言謂：「所謂『惡意』在實務上認為
以商標的型態來使用就是惡意，而非以知悉他人註冊商標而使用稱之。諮詢本局的意見時，我們

都是做這樣的說明。」 
13 前揭註四文，第 89~90頁，謝銘洋教授之發言。 



 10

產局對「善意」之解釋列於條文或施行細則中，避免適用法律上滋生疑義及困擾。 
 

參、 商標之合理使用與商標法其他議題之關係 

 
一、 商標之合理使用與商標顯著性之關係（假設並無符合第二層意義之情

形） 
 

商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商標需有顯著性（有稱區別力、識別性等）始得

核准註冊，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款本文規定：凡文字、圖形、記號、顏色

組合或其聯合式，係表示申請註冊商標所使用商品之形狀、品質、功用、通用名

稱或其他說明者，不得申請註冊。故原則上得註冊商標非為一般使用商品之形

狀、品質、功用、通用名稱或其他說明之文字或圖樣至為顯然。因此，商標合理

使用所附記之文字、圖形或記號在不考慮第二層意義（或稱次要意義）（secondary 
meaning）時，理論上與註冊商標應無相同之可能，但商標之保護包括近似在內，
故註冊商標與商標合理使用所使用之文字、圖樣即有可能發生近似之情形，於是

與註冊商標即有發生抵觸之可能，故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即有訂定必要
14。 

 
但能合理使用該文字、圖樣並不代表該文字、圖樣即可予以註冊商標，此觀

之行政法院五十四年判字第一八四號判例謂：「按申請人不得以文字、圖形、記

號、或其聯合式，表示申請註冊之商品本身習慣上所通用之名稱、形狀、品質、

或功用，作為商標，申請註冊。商標法第二條第十款（即現行法之第三十七條第

一項第十款）定有明文。此與同法第十二條前段（即現行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而表示自己之姓名、商號、或其商品之名稱、產地、

品質、形狀、功用等事，附記於商品之上者，不為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

之情形，截然有別。故以普通使用之方法即文字圖形等，表示其商品之名稱、形

狀、品質或功用，附記於商品之上，固非法所不許；要不能以表示此等事項之文

字圖形等，作為商標之內容，而申請註冊。所謂不為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

束。係指他人註冊商標之內容，雖有同樣之文字圖形等，此仍不妨使用此等文字

圖形，以附記於商品之上。但並非可推論謂他人之商標內容，亦得以此等文字圖

形等以表示其註冊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或功用。例如甲以花瓶二字，作為其

製銷布疋之註冊商標，乙如販賣花瓶，仍不妨使用花瓶字樣，附記於花瓶商品之

上。但不能推論謂甲如製銷花瓶，亦得以花瓶二字作為花瓶商品之商標而申請註

冊。」是以商標合理使用與商標申請註冊之要件不得混為一談，商標申請註冊時

仍應受到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款之拘束。 
 
                                                 
14 倪開永，前揭書，第 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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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標合理使用與第二層意義之關係 
 

一般而言，凡以普通名詞（generic terms）、描述性名詞（descriptive 

terms）、地理名詞（geographic terms）、姓氏、顏色本身以及指示商品等級及

樣式之文字、記號、數字、字母等為商品之標誌者，則為欠缺顯著性，而無由將

自己之商品與他人之商品相甄別，致使消費大眾發生混淆，自不具有可註冊性。

惟此等名詞之表示方法，倘若已喪失其原始意義（primary meaning）而具有新

的意義，足以表徵自己之物品來源，消費大眾亦廣泛承認其為該物品之特殊標誌

者，即為具有次要意義而有顯著性，自宜受法律之保護，並得申請註冊15。民國

八十二年之商標法修正全文，於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凡描述性名稱、地理名詞、

姓氏、指示商品等級及樣式之文字、記號、數字、字母等，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

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營業上商品之識別標章者，視為具有特別顯著性。」明文採

用學說上之第二重意義原則。八十六年此次商標法修正時，將該條項修正為：「不

符前項規定之圖樣，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營業上商品之識別

標識者，視為已符合前項規定。」，而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款亦增列但

書「但有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而非通用名稱者，不在此限。」意即以商品

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等文字、記號、圖形等若符合第二層意義時，仍

可申請商標註冊，取得商標專用權。但當這些具第二層意義之說明性之文字、記

號、圖形取得商標專用權後，並不能阻止其他人以首要且說明意義（in its 

primary descriptive sense）方式使用前開文字、記號、圖形，即該等商標僅

於取得第二層意義界限內，始受法律保護，如被告使用該用語不致引起消費者對

商品來源混淆時，原告就不能就該原始性意義之名稱主張專屬權，而排除被告使

用之16。 
 
三、 商標合理使用與商標法第六十五條之關係 
 

商標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惡意使用他人註冊商標圖樣中之文字，作為

自己公司或商號名稱之特取部分，而經營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業務，經利害關

係人請求其停止使用，而不停止使用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

五萬元以下罰金。此所謂之惡意即明知其所使用之公司或商號名稱之特取部分為

他人註冊商標，而仍襲用17。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善意而合理使用之

                                                 
15 曾陳明汝，商標特別顯著性之研究，收於氏著專利商標法選論，四版，1990年 9月，第 367~368
頁。 
16 蔡明誠，前揭文，第 68頁，其以美國 ”Fish Fri ”商標被非商標使用之案例，法院認為被告使
用 Fish Fri 用語於油炸食物上塗料混合粉末包裝，並未侵害原告使用於相關商品之 Fish Fri商
標。因為 Fish Fri係說明性名稱，僅於取得第二層意義界限內，始受法律保護，如被告使用 Fish 
Fri用語不致引起消費者對商品來源混淆時，原告不能就該原始意義之名稱，主張專屬權，而排
除被告使用之。 
17 張玉希，侵害商標權益之類型及救濟，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七十八年五月，第
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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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

有關商品本身之說明，附記於商品之上，非作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專用

權效力之拘束。故商標法第六十五條係指使用「他人註冊商標」於「商號或公司

名稱上」；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係指使用「他人註冊商標」於「商品之說明」

上。有問題的是若以他人註冊商標作為商號名稱，是否有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之適用？高等法院八十九年上易字第七六號判決（即案例四十二）似採肯定見

解，其判決理由以「被告係以『三元』名稱作為其黑板行之『店號』，顯非作為

商標使用，且市面上又無人以『三元』為名義出產之黑板等商品，已如上述，足

證被告係以善意且合理的使用該名稱作為店號，乃合乎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之規定，無侵害到告訴人商標情事，自不受告訴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

惟高等法院此段論述用語似與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範射程有違，蓋商標

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法文雖規定「非作為商標使用」，然此非謂任何不屬於商標

使用之行為皆可落入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範射程內，實則該條適用之範

圍係限縮在使用之目的係為了做「商品之說明」時方足當之，此可由該條條文稱

「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關

商品本身之說明」等得證之。高等法院此開案例所提及之事實既僅有被告以他人

註冊商標作為「商號」，則其不應援引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此

時仍應適用商標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以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要件為判

斷；惟若被告以他人註冊商標作為「商號」，並以該商號使用在商品之說明上時，

此時即有討論有無二十三條第一項適用之必要性。 
 

肆、 實務相關判決整理 

 
首先需加以說明者，係本文判決資料來源為司法院法學資料全文檢索18及司

法院一、二審判決書查詢服務19，檢索方式是在關鍵字分別鍵入「商標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及「普通使用」為查詢，至於八十六年修法後之相關判決全數係以

關鍵字「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在司法院一、二審判決書查詢服務檢索出來

（因鍵入「合理使用」或「善意合理使用」皆無所得），而因商標法八十二年修

法後，商標法第六十二條之法定刑改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案件到高等法院即

為確定，故本文判決整理為呈現終審法院之意見，故暫不將地院判決納入判決整

理之範圍內。又下開判決係以行政法院之判例、行政法院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

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高等法院刑事判決、高等法院修法後之刑事判決為分類，

按年度案號依序排列。 
 
一、 行政法院判例 

                                                 
18 網址：http://wjris.judicial.gov.tw:8000/，於 2000/4/25拜訪。 
19 網址：http://jris.judicial.gov.tw:7000/，於 2000/5/15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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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號 事實摘要 是否構成合

理使用？ 
判決結果 與商標合理使用有關之判決理由 

1 51年度判字第 254 
號 

原告以掬水可樂 CHU SHUI 
CHES COLA商標，指定使用
於果汁類之掬水可樂商品，向

被告官署呈請註冊，公告期

間，參加人認為原告該項商標

與其已向中國政府註冊之英文

「COCA－COLA」及中文「可
口可樂」商標，構成近似，向

被告官署提出異議，經被告官

署審定撤銷原告該項商標之審

定。原告不服，一再訴願於經

濟部及行政院，遞遭駁回，復

提起行政訴訟。 

否。 原告之訴

駁回。 
原告該項掬水可樂商品，確係以可樂

COLA香精為原料，但原告既係以參
加人註冊商標中主要部分「可樂」

「COLA」等文字為其商標之構成部
分，並非以可樂或 COLA表示於商
品中，以表明其商品之品質，依司法

院院字第一五三七號解釋所，亦不能

認為原告係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而表

示自己商品之品質等事，而謂可不為

參加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 

2 54年度判字第 184 
號 

原告以輝瑞包裝商標（金底藍

字）PEIZER PACKAGE MARK 
( IN BLUE LETTERING ON 
GOLDBACKGROUND) 使用
於藥品類之各種西藥及其他應

屬本類之一切商品，申請註

冊。中央標準局予以核准審定

在公告期內，生華化學製藥廠

提出異議，經中央標準局審定

其異議不成立，該藥廠不服，

向被告官署提起訴願，經被告

官署決定將原審定撤銷。原告

不服，向行政院提起再訴願，

行政院決定予以駁回。原告仍

不服，復提起行政訴訟。 

是。 原告之訴

駁回。 
1. 以普通使用之方法即文字圖形
等，表示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

質或功用，附記於商品之上，固非

法所不許；要不能以表示此等事項

之文字圖形等，作為商標之內容，

而申請註冊。所謂不為他人商標專

用權之效力所拘束。係指他人註冊

商標之內容，雖有同樣之文字圖形

等，此仍不妨使用此等文字圖形，

以附記於商品之上。但並非可推論

謂他人之商標內容，亦得以此等文

字圖形等以表示其註冊商品之名

稱、形狀、品質或功用。 
2. 原告商標圖樣中之 25OMG係為
藥品含量，「CAPSULES」係為膠
囊劑，二者均為表示商品本身品質

與形狀習慣上所通用之文字自難

准予註冊。 
3 60年度判字第 261 

號 
本件關係人，臺灣資生堂前以

「資生堂銀紋圖」商標，經中

央標準局核准審定，列為審定

商標，原告以該關係人於實際

使用時，自行加添「女王」附

記，以圖影射其註冊之「女王」

商標，向被告官署申請撤銷該

商標之審定，案經處分其申請

不成立，原告不服，遞向經濟

部暨行政院提起訴願及再訴

願，均遭駁回，仍不甘服，提

起行政訴訟。 

是。 原告之訴

駁回。 
本件關係人在其商品外盒附記「女王

級」外，尚有「豪華級」與「淑女級」，

等標簽，係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表示

其商品之品質，顯不足構成商標法第

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變換或加附

記，意圖影射而使用之情事。 

4 60年度判字第 399 
號 

原告前以「女王」商標，指定

使用於修正前商標法施行細則

第三十八條第三項之商品，並

註冊有案，，嗣於四十七年間

發現關係人臺灣資生堂李進枝

出品之化粧品，在其包裝外盒

及廣告圖片上，除印用註冊之

資生堂文字及花圖商標外，加

添「女王級」三字，認為影射

其「女王」商標，依商標法申

請被告官署撤銷該關係人之註

冊商標，經該官署審定結果申

請不成立，原告不服，一再訴

願，復經經濟部及行政院遞予

駁回，而提起行政訴訟。 

是。 原告之訴

駁回。 
關係人附記文字，均係刊印於包裝外

盒及廣告圖片之上，而非附記於關係

人註冊商標之本體，且「女王級」三

字無非表示其為高級品質，不足以使

商標之本體發生近似或混淆之情

形，核與商標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定撤銷商標註冊之要件，尚有未

合，此種以普通方法表示其品質之附

記文字，自非原告所有商標專用權效

力之所及。 

 

二、 行政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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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號 事實摘要 是否構成合

理使用？ 
判決結果 與商標合理使用有關之判決理由 

5 69年度判字第 333 
號 

原告申請註冊之總源「全封易

開式」商標，指定使用於商各

種沙拉油商品申請註冊，作為

註冊「總源文字及圖」商標之

聯合商標，惟其圖樣上之中文

「總源」二字為原告公司名稱

之特取部分，其餘「全封易開

式」五字既為瑞士包裝機，此

種情形可否准予註冊？ 

是。但本案

主要討論商

標法第二十

三條前段與

商標法第三

十七條第一

款規定之關

係。 

原告之訴

駁回。 
「全封易開式」為一商品所可通用，

係對購買使用者表示申請註冊商標

所使用之各種沙拉油等商品本身習

摜上所通用之包裝形狀有關之說明

文字不限於原告產製之沙拉油，自不

應准其註冊。倘原告以「全封易開式」

使用於各種沙拉油商品係以普通使

用之方法，表示有關商品本身之說

明，而附記於商品之上，固非法所不

許，要不能表示此等事項之文字作為

商標之內容，而申請註冊，本院五十

四年判字第一八四號判例即已表示

此意旨。 
 

6 69年度判字第 726 
號 

原告商標原准註冊之圖樣為圓

環內置類似水滴之圖形下置中

文「力必隆」三字所構成，惟

原告實際使用於鮮乳、牛乳商

品時，則刪除「力必隆」三字，

而於上述水滴圖形下加附記

「統一」二字及英文

「 PRESIDENT 
」，致該加附記後之商標與參加

人之註冊「統一」商標及 
統一及圖」商標構成近似。 

否。 原告之訴

駁回。 
就原告附記之方式以觀，應屬商標之

使用，而非商標法第二十三條所謂之

普通使用，當受參加人商標專用權效

力之拘束。 

7 70年度判字第 1146 
號 

原告以「駿馬 608CB」商標，
指定使用於軸承等商品，其商

標圖樣，係以橫書中文「駿

馬」，並在其下，綴以橫書阿拉

伯數字及英文字母「 608CB」
所構成圖樣申請註冊，主管機

關評定其註冊無效。 

是。但本案

主要討論商

標法第二十

三條前段與

商標法第三

十七條第一

款規定之關

係。 

原告之訴

駁回。 
1. 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款
規定與同法第二十三條前段規

定，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

之姓名、商號或其商品之名稱、形

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

關商品本身之說明，附記於商品之

上者，不為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

所拘束之情，截然有別。故以普通

使用之方法即文字、圖形等，表示

其商標之名稱、形狀、品質或功

用，附記於商品之上，固非法所不

許，要不能以表示此等事項之文

字、圖形等，作為商標之內容，而

申請註冊。 
2. 所謂不為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
所拘束，係指他人註冊商標之內

容，雖有同樣之文字、圖形等，此

仍不妨使用此等文字、圖形，以附

記於商品之上。但並非可推論謂他

人之商標內容，亦得以此等文字、

圖形等以表示其註冊商品之名

稱、形狀、品質或功用。 
8 70年度判字第 438 

號 
原告之審定「速霸光罐裝圖樣」

商標，係由中文「速霸 
光」，外文「 SPARKLE─ 999」
與圖形等三部分所組成，惟於

實際使用時，則有擅自將中文

「速霸光」三字及黑色長方形

框與框內外文「 SPARKLE─ 
999」刪除，而該改變使用後之
圖樣復與關係人指定使用於同

類商品之 
註冊「台吉公司包裝蓋圖案」

商標圖樣上之圖形構成近似。

否。 原告之訴

駁回。 
商標法第二十三條所謂普通使用，係

指將自己之姓名、商號⋯⋯附記於

「商品」之上，並非附記於「商標」

之上，原告將加列之說明文 
字暨公司名稱，附於商標本體，於法

亦有不合。 

9 72年度判字第 1218 
號 

「中國工商會計師事務所」服

務標章與「中國商標專利事務

所」服務標章近似。 

否。 原告之訴

駁回。 
原告稱「中國」二字人人皆可使用一

節，按以普通使用之方法將之附記於

營業之上者，依商標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固不為他人商標或服務標章專用

權之效力所拘束，惟以之作為服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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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圖樣及名稱之特取部分申請註

冊，仍應受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各

款之拘束。 
10 85年度判字第 1008 

號 
關係人寶利徠光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於以「GIA 及 
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

標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第七

十六類之眼鏡、眼鏡架、眼鏡

框、眼鏡套、眼鏡鏈、太陽眼

鏡、近 眼鏡、鏡片商品申請

註冊，經被告機關審查核准，

列為註冊號商標。嗣原告以該

商標實際使用時，自行變換加

附記太空二字，致與其註冊「太

空梭 TS」商標構成近似，有違
商標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規定，故對之申請撤銷。案經

被告機關審查為申請不成立之

處分，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訴

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

遂提起行政訴訟。 

是。 原告之訴

駁回 
1. 太空鏡片予消費者之印象顯係使
用於太空活動之材質製成之鏡

片，具有不同於以往鏡片之特性及

功能，為商品材質之說明文字，而

非表彰商品來源或產製者可與他

人商品相區別之商標。 
2. 太空鏡片既係為表示商品材質之
說明，即無太空與太空梭是否近似

之問題，與系爭商標一併使用，自

無使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為他人

之產品予以購買，無違商標法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11 85年度判字第 1821 
號 

關係人德商．具克釀造廠股份

有限公司以「 BECK'S   
（ Back Labe）」商標，指定使
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七條第十七類之各種酒、啤

酒商品申請註冊，列為註冊第

商標。嗣原告以該正商標及其

註冊聯合商標，於實際使用時

附加中文「鎖匙」，致 
與原告使用於同一商品之註冊

「金鎖匙 GUNNY」商標近
似，有違當時商標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對之申

請撤銷。被告為申請成立處

分，關係人循序訴由本院判決

將該處分及訴願、再訴願決定

撤銷，被告重為審查後，為申

請不成立處分，原告不服，一

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提起

行政訴訟。 

是。 原告之訴

駁回。 
1. 若於自己註冊商標本體之外，以普
通使用方式，附記文字以表示其商

品之名稱、產地、功用及品質，依

同法第二十三條前段規定，不受他

人商標專用權之拘束，不得據為撤

銷註冊商標之原因。 
2. 關係人啤酒實物及其雜誌廣告顯
示，其中瓶裝啤酒背面在鎖匙圖形

下加添「鎖匙啤酒」，「鎖匙啤酒是

遵照嚴格的

REINHEITSGBOT:-1516 年德國
純淨釀造法案－精釀而成。只有用

高品質的大麥、啤酒花、酵母三種

原料，加上天然純淨的水質，才能

獨特釀製成為： BECK'S 
BEER」，另鋁罐裝啤酒蓋上加添
「原裝進口德國鎖匙啤酒」，「中華

民國總代理：大道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及雜誌上廣告則除鎖匙圖樣

外其下加添「鎖匙啤酒 BECK'S四
季暢飲，醇美舒爽」等字樣。核其

情形，僅係就行銷我國之商品，為

便於國人了解其鎖匙商標圖形之

產品，於其商標本體（即圖樣）以

外所為之說明，屬於以普通使用方

法，附記文字表示其商品名稱（其

鎖匙圖樣商標之啤酒）、產地及品

質。 
12 86年度判字第 854 

號 
緣關係人法商‧瑪莉寇公司以

「MARY COHR 」商標，指定
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七條第六類之美容化粧

品、香水、香油、化粧品及髮

水暨應屬於本類之其他一切商

品申請註冊，列為註冊商標。

經再審被告審查核准，列為註

冊商標。原告以該商標於實際

使用時附加外文「MC」，致與
其註冊「丹頂股份有限公司標

章」商標構成近似，依商標法

規定申請撤銷關係人之商標專

用權，主管機關做成申請不成

立之處分，循序提起一再訴

願，遞遭決定駁回，提出行政

是。 原告之訴

駁回 
1. 若於自己註冊商標本體之外，以普
通使用方法，附記文字以表示其商

品之名稱、產地、功用及品質，依

同法第十二條前段（舊法）規定，

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效力之拘

束，自不得據為撤銷商標註冊之原

因。 
2. 關係人之包裝瓶、包裝盒及外包裝
紙盒正面及側面之商標本體，均係

印有外文MARY COHR ，或
MARYCOHR 與 PARIS並列或上
下分列，雖其瓶蓋或盒蓋上另標示

有外文MC，然其標示之位置係在
瓶蓋或盒蓋上面積狹窄處，以MC
各為MARY COHR 二字首一字母
之縮寫標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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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三、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編號 案號 事實摘要 是否構成合

理使用？ 
判決結果 與商標合理使用有關之判決理由 

13 55年度台上字第 
140 號判例 

上訴人出品與被上訴人同樣性

質藥品，命名為「得力肥 Toriol」
故意與被上訴人商標「美力肥

Meriol」極相近似，被上訴人
訴請上訴人不得以「得力肥

Toriol」作為藥品名稱，並應收
回市上此項標識之藥品。 

否。 上訴駁

回。 
商標法第十二條規定係指以普通使

用之方法而表示自己之姓名商號，或

其商品之名稱產地品質形狀功用等

事附記於商品之上者始不為他人商

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本件上訴人

係以與被上訴人近似之商標，使用於

同一商品，自與該條規定不符。 

 
四、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編號 案號 事實摘要 是否構成合

理使用？ 
判決結果 與商標合理使用有關之判決理由 

14 73年度台上字第 
3093 號 

上訴人委由第三人在其經營之

長城寢具彈簧床行內連續製造

同一商品彈簧床，使用近似他

人註冊商標圖樣之「長城寢具」

字樣，再由上訴人加以行銷。

認為本案有

構成合理使

用之可能，

原審判決漏

未審酌此

點，理由不

備。。 

原判決撤

銷，發回

高等法

院。 

1. 第三人經營之「長城寢具彈簧床行」
向台北縣政府設立登記，使用該商

號名稱早於原告商標註冊。 
2. 第三人在其製造之彈簧床，標明其
製造廠商「長城寢具彈簧床行榮譽

出品」及被告授權之商標「金寶Ｋ

ｉｍｂａｏＡ級床」「金寶系列」等

字樣，並非專以「長城」二字為標

記，而與該「長城及圖」之商標相

近似，致有混淆誤認之虞。 
15 73年度台上字第 

6535 號 
上訴人未經同意，擅將美商香

檳火星塞該公司已有註冊商標

之香檳牌火星塞套上其已申請

專利之火星塞除濕裝置後，以

石馬牌省油火星塞加價出售，

且在其出售之石馬牌省油火星

塞上仍使用「ＣＨＡＭＰＩＯ

Ｎ」字樣 
；又在原香檳牌火星塞包裝盒

上將原註冊商標部分貼上其申

請註冊之「ΣＳＩＧＭＡ石馬

牌 
省油火星塞」及「錦嶺企業公

司出品石馬牌」之標籤，而未

將香檳牌火星塞原包裝盒上之

說 
明文字及原廠出品標示除去，

以作為其出產之石馬牌省油火

星塞之說明。 

否。 上訴駁

回。 
     

1. 上訴人擅將香檳牌火星塞套上其火
星塞除濕裝置後，以石馬牌火星塞

加價出售，而仍保留「ＣＨＡＭＰ

ＩＯＮ」字樣之行為，係犯商標法

第六十二條第一款之罪；其在原香

檳牌火星塞包裝盒上，將原註冊商

標部分貼上石馬牌省油火星塞及錦

嶺企業公司出品石馬牌標籤，而未

將原包裝盒上之說明文字及原廠出

品標示除去，作為其出產之石馬牌

省油火星塞之說明行為，應成立同

條第二款之罪。 
2. 商標法第二十三條所稱以普通使用
方法附記於商品，不為他人商標專

用權之效力所他有關商品本身之說

明，附記於商品之上者而言，上訴

人既係以與美商香檳火星塞公司已

註冊之相同商標圖樣使用於同一商

品上，要與該法條之規定不相適合。 
16 74年度台上字第 

6933 號 
被告刊登同類商品百事可樂之

廣告，使用相同於上訴人註冊

商標之文字「Ｎｏ．１」、「 
美國第一」等字樣，且在其所

有送貨車上印有大型之「Ｎ

ｏ．１」「美國第一」字樣，且

由電視公司播映之百事可樂廣

告中，亦使 
用顯著之「Ｎｏ．１」，「美國

第一」字樣，而均為之陳列或

散布。 

是。 上訴駁

回。 
1. 被告之廣告畫面之整體觀之，普通
人一望即知乃有關百事可樂飲料之

廣告，而非「Ｎｏ．１．（第一）」

商標飲料之廣告。又電視廣告其中

雖有十一個瞬間穿插畫面而單獨使

用「Ｎｏ．１．」字樣，但其前後

均係百事可樂之廣告畫面，且其旁

白又係有關百事可樂之廣告詞等

情，而就該電視廣告之整體觀之，

一般普通觀眾一望便知該項廣告係

百事可樂飲料之廣告而非「Ｎｏ．

１．（第一）」商標飲料之廣告。 
2. 商品或關廣告上使用之圖樣（文
字、圖形、記號或聯合式），非使一

般購買人認識該圖樣並藉以辨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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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來源與信譽（非因表彰自己之

商品），而係用於表示商品本身有關

之說明者，自非通常之商標使用可

比，理應視為普通使用之方法，不

受他人商標專用權效力所拘束。」，

百事可樂各廣告，係用於表示百事

可樂飲料之商品本身品質第一（Ｎ

ｏ．１．），美國第一之說明，在客

觀上既不足以使普通人對商品之來

源與信譽發生混淆，自係屬於商品

廣告之普通使用方法，而非通常之

商標使用可比，應不受他人商標專

用權效力所拘束。 
 

17 75年度台上字第 
5223 號 

上訴人在其經營之 
公司所印製之汽車零件白金座

型錄內第一二三至一二八號型

式之廣告內，附加相同於上開

他人已註冊之「 
BOSCH 」之商標而散布。 

否。 上訴駁

回。 
1. 商標法第二十三條前段所謂普通使
用之方法，係指以一般商業習慣上

通常所使用之方法表示於商品中，

如以某種文字表示其為何人製造，

何地出產，以示與他人有別之類，

此種表明，既非商標，固不受商標

專用權效力所拘束，若以他人已註

冊之商標完全相同之文字用之於商

標中，或將某一商品他人已註冊之

商標置於最顯明醒目之處，而將自

己之商標置於不明顯處，此種刻意

設計之方法，即難謂為普通使用方

法，應為商標專用權效力所拘束。 
2. 上訴人印製之汽車零件白金座型
錄，其書眉部位雖印有上訴人自己

之「 POWER」商標圖樣，惟就各
個白金座之個別說明上，則完全使

用百許公司之「 BOSCH」完全相同
文字之商標，使人無從辨別究否為

「 POWER」商標之產品，且極易
誤認為「 BOSCH」商標之產品，非
為普通使用之方法，應為「 BOSCH」
商標專用權效力所拘束。 

 
18 76年度台上字第 

3947 號 
被告仿造上訴人已註冊商標之

「MATCH」火柴橡皮擦產品，
並以「MATCH」刊登廣告於雜
誌上。 

是。 上訴駁

回。 
1. 被告等在雜誌上之廣告，確已標示
另一註冊之「TOMCAT」商標，其
不同形狀之橡皮擦，分別使用各該

形狀之英文字，僅在火柴形狀之橡

皮擦鉛筆包裝盒上使用「 MATCH」
文字圖樣，並非各種形狀之產品一

律使用，況且包裝盒上亦印有

TOMCAT」商標，其使用[ MATCH」
字樣自係說明產品形狀而非用作商

標。 
2. 比對上訴人與被告等各自之包裝
盒，其字體圖樣從外觀上亦可加以

區別，不至使一般消費者有所誤認。 
 

19 79年度台上字第 
662 號 

被告公然冒用上訴人美商業已

註冊之「YALE」（耶魯牌）商
標報價，並為達促銷之目的，

公然散布印有「 
YALE」商標之廣告型錄。 

是。 上訴駁

回。 
1. 被告所提鑰匙胚出口公司「The 

Unican Group」發行之「鑰匙胚指
南」一書，亦列舉世界各廠牌鑰

匙胚之溝槽，以利進出口商及鎖

匠之運用。 
2. 報價單上報價之商品為「鑰匙

胚」，為使鎖匠得以分辨何種鑰匙

胚用以刻製何種牌之鑰匙，工廠

或貿易商，必於型錄上，鑰匙胚

上，打上用於何種廠牌之英文

字，例如「FOR YALE」等字樣，
以供鑰匙之打造者正確選用之，

前述文字名為表示商品本身（鑰

匙胚）功用之有關說明文字，應

不為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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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20 81年度台上字第 

3885 號 
被告共同連續於有關中文排版

系統商品之廣告、說明書，附

加相同於上訴人註冊商標圖樣

「雅墨 InkArt」而陳列、散布。

原審認定有

合理使用之

情屬理由不

備。 

原判決撤

銷，發回

高等法

院。 

1. 所謂「普通使用之方法」，係指一般
使用之方法，不特加強調其顯著

性，以吸引公眾注意之謂。 
2. 被告以較粗、較大之字體登載「雅
墨診療篇」、「雅墨交流道」、「雅墨

教室」等標題該等行為之目的，是

否在持加強調「雅墨」名稱之顯著

性，以吸引公眾之注意？是否確屬

商標法第二十三條所稱之「普通使

用」之方法？ 
21 81年度台上字第 

5328 號 
上訴人連續多次將近似美商公

司享有“OCEAN PACIFIC”商
標權於便服上之商標圖樣使用

於運動衫上並售出三百餘件。

否。 上訴駁

回。 
扣案之運動衫，上開字樣印於上方明顯

部位，依通體觀察，客觀上足以引起消

費者認識其為區別商品來源、品質或信

譽之標誌，即足以使消費者誤認係以上

開圖樣為商標之產品，與商標法第二十

三條所謂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表示商品

本身之說明者有別。 
 

22 83年度台上字第 
2818 號 

被告任負責人之保安公司生產

之液化瓦斯流量調節器，其構

造、外觀色系及包 裝等，均與
告訴人公司之產品相似，且其

所使用之商標(PAOANGAS）亦
與告訴人（KOSANGAS）近
似。 

是。 上訴駁

回。 
1. 保安公司所生產之瓦斯調節器，未
在國內銷售，僅於外銷新加坡等國

時，方標示（PAOANGAS）字樣，
使外國人容易辨識而已，此由該公

司之產品中，凡國內可使用之瓦斯

爐與排油煙機，均予標示「保安」

字樣即明。 
2. 保安公司在其 CABLE及 TELEX貿
易通訊，即已使用（PAOAN- 

GAS） 為公司代號，足見其僅係以普
通使用之方法，予以標示。 

23 83年度台上字第 
967 號 

被告在大美公司生產之兒童玩

具中，使用「新大富翁」 
為其商標，然「大富翁」、「大

富翁及圖」商標，業經上訴人

取得商標專用權。 
 

原審認定有

合理使用之

情屬理由不

備。 

原判決撤

銷，發回

高等法

院。 

1. 卷附台灣省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會出具之證明書，內載「經

查於本會所屬會員中，並無使用相

同商標名稱於類似銀行遊戲盤上之

情事，而核『大富翁』一辭，更非

同業間就銀行遊戲盤所共通稱謂，

或為直接說明其遊戲內容者」。 
2. 「普通使用之方法」，係指一般使用
之方法，不特別加強其顯著性，以

吸引公眾注意之謂。被告生產之「新

大富翁」包裝盒上，下方固印有「大

美牌」三字，並註明「本公司為實

行本著作權，以新大富翁為品名，

以大美牌為商標，以產業間諜法大

富翁遊戲為內容」等文字然該「新

大富翁」四字，係以較大、較粗之

字體印刷，其目的是否在特別加強

「新大富翁」之顯著性，以吸引公

眾之注意﹖是否確屬商標法第二十

三條前段所稱之「普通使用方法」﹖ 
 

 

五、 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編號 案號 事實摘要 是否構成合

理使用？ 
判決結果 與商標合理使用有關之判決理由 

24 82年度上訴字第 
6546 號 

被告於裝置食用油之鐵罐上使

用近似於告訴人含有油滴狀註

冊之商標圖樣。 

是。 無罪。 1. 蓋商標乃表彰自己商品之標誌、所
用之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

應特別顯著（商標法第二條、第四

條），主觀上有用以表彰自己商品

之意思外，客觀上足以使一般購買

者加以辨識並藉之區別商品來源

者始足當之，而油滴狀在客觀上實

難使一般購買者以辨識並藉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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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商品之來源，因一般食用油品多

以油滴狀以表示為油品品質。 
2. 中華民國食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亦以「油品包裝及圖案設計

普遍採用水滴狀表明清純，系為市

場習慣性，應無所謂禁止他廠比照

使用之限制，否則勢造成同業間紛

擾不已之爭端」足見被告所辯未仿

冒告訴人之商標。 
25 83年度上更(一)字

第 102 號 
被告平行輸入藥品後，在藥品

包裝上，使用「ZANTAC」及
「善胃得」等他人已註冊之商

標圖樣，再將藥品販售予他人。

是。 無罪。 1. 依當時行政院衛生署規定一種藥
只能有一個名字，也就是藥品只能

有一個品名，不管進口商為何人，

同樣的藥品只能有一個中文名

稱，則被告進口本件原廠之善胃

得」錠，依行政院衛生署規定，貼

用中文「善胃得」的標籤，是一種

普通使用方法，並不構成仿冒。 
2. 被告平行輸入上開「善胃得」錠包
裝盒上之英文(ZANTAC)商標乃
係原廠之商標，尚難認被告有仿冒

該英文商標圖樣及仿冒商標商品

之故意。 
26 83年度上訴字第 

5480 號 
被告在雜誌上刊登其公司生產

之鬧鐘廣告時，使用近似於告

訴人已註冊之「康別

COMBAT」商標 
 。 

是。 無罪。 被告之前開商品除於包裝盒上列印

「U.S.ARMY COMBAT TROOPS 
FOR THE LAZY  BUG USE ONLY」
（直譯為美國陸軍戰鬥部隊，只有讓

懶人使用），及於所刊登之廣告中，

使用「COMBAT ALARM CLOCK」
或「COMBAT」之 述文字外，並於

包裝盒或廣告上，同時標明被告之

「DYNAMITE」註冊商標等情觀
之，則其辯稱因前開商品本質上寓有

戰鬥之意，故於所刊登之雜誌廣告

上，使用通常解釋為戰鬥之意之

「COMBAT」一詞，作為前開炸藥型
鬧鐘商品特性之說明文字，使消費者

增加購買之認知與 
慾望，達到促銷之目的，依商標法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應不受告

訴人前開商標專用權效力之拘束。  
   

27 83年度上訴字第 
952 號 

被告製造販賣外觀包裝上清楚

標示「北斗」二字之香油致與

自訴人註冊之「北斗及圖」之

商標近似。 

是。 無罪。 1. 自訴人與被告二者產品外觀包
裝，予以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兩者

不論顏色、字體、編排方式，均有

極大差異。 
2. 被告包裝編排方式，於圍框內連以
「北斗名產香油」，與自訴人商標

之北斗，並非同一使用方式，被告

所稱以普通使用地名方式可採。 
3. 被告客觀所顯露在外之使用方式
既為普通使用北斗地理名辭作為

商品之說明附記地點文字，所予消

費   者之客觀外在認知並無發生
「被告用作商標之使用型態」，不

能論被告違反商標法罪責。 
28 83年度重上更(三)

字第 42 號 
被告共同連續於有關中文排版

系統商品之廣告、說明書，附

加相同於上訴人註冊商標圖樣

「雅墨 InkArt」而陳列、散布。

否。 有罪。 1. 所謂普通使用方法係指以一般常
用之方法表示於商品中，如以某種

文字表明其為何人製造，何地出產

以示與他人有別之類即是，此種表

明既非商標，故不受商標專用權之

效力所拘束。若竟以他人已註冊之

商標完全相同之文字用之商標

中，自不能僅以普通使用之方法

論。 
2. 被告之公司印製之使用手冊封
面，「雅墨」二字之字體不但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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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頁「中文桌上排版系統使用手

冊」之字體數倍，其字體、筆勢、

架構及形態亦與自訴人之商標註

冊證、服務標章註冊證上圖樣所示

「雅墨」二字，至為近似，被告強

調「雅墨」名稱之顯著性，以吸引

公眾之注意。 
         

29 84年度上易字第 
1395 號 

被告在其公司產製之防盜器、

保證書及包裝盒，附加近似於

告訴人「守 護神ＴＯＲＥＡ」
註冊商標圖樣之「守護神」字

樣而陳列或散布。 

是。 無罪。 被告於包裝盒上已標明有其專利號

數及商標「ＵＴＦ安里齊」，而「守

護神」三字，乃一般人非常通俗易解

之文義，有若一般人對各地皆有之

「土地公廟」之瞭解者然。商標之作

用，乃在表彰自己所生產、批售之商

品，使購買者認識該商標之產品，並

藉以辨別商品之來源與信譽。是若關

於商品之廣告上使用之文字、記號，

僅係用以表示產品本身功能有關之

說明者，尚非通常之使用商標可比

擬。被告既以其產品之功能，自詡有

如「守護神」之作用，自屬於商品廣

告說明之普通使用方法。 
30 84年度上易字第 

812 號 
被告在其經營之牛頓公司出版

之綠色行銷、電腦爭霸戰、穩

操勝算、改造企業等四冊圖書

上使用相同於自訴人「新視界

NEW VISION」註冊商標之「新
視界」圖樣，印行廣泛行銷。

是。 無罪。 1. 商標使用之目的， 乃在於使一般
商品購買人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

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

別。 
2. 牛頓公司出版之前開四冊圖書，在
書側下方均已附記其本身之「牛頓

NEWTON及圖」註冊商標圖樣，
至於前述之「新視界１─４」則係

於封面及書側分別冠於書本上，就

該等圖書外觀、 形式觀察，牛頓
公司在圖書上附記「新視界１─

４」顯係作為「新視界」系列圖書

說明，為促銷廣告之使用，並非作

為表彰其商品標識之用，且一般消

費者亦不致因而與自訴人出版之

其他圖書商品產生混淆之虞。 
3. 「新視界」之文字意義，在一般通
常觀念之理解，亦屬於描述性及說

明性之文字，並不具備營業上商品

識別表彰之特殊性。出版界亦舉辦

各種系列叢書帶領讀者進入新視

界，擴充知識領域視野，「新視界」

三字應具有上述涵義之描述及說

明性。核與「新視界」加「NEW 
VISION」成為自訴人之商標，專
供區別商標附麗產品之來源、出

處、品質、 保證、瑕疵擔保、商
業信譽、廣告功能，俾益消費者選

擇使用者，顯有不同。 
31 85年度上易字第 

1751 號 
被告將近似告訴人註冊之「開

喜及圖」之烏龍茶商標圖樣，

使用在所製造生產之烏龍茶飲

料包裝上，並銷售予不特定人。

否。 有罪。 1. 商標法第一條之立法意旨可知，目
的在保障商標專用權及消費者利

益，故商標要求有特別顯著性，以

便消費者依各有特色之商標判斷

其背後所表彰廠商之信譽及商

品、之品質，故第二十三該條所謂

「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若容許以

他人商標作為自己商標之一部

分，以行銷於市場上，則消費者易

生誤認，立法之目的無從達成，此

觀之同法第三十七條第十三款「以

他人註冊商標作為自己商標之一

部分，而使用於同一商品者，不得

申請註冊」之規定，可知此絕非「普

通使用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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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以告訴人已註冊之商標圖樣
近似之附表二為商標圖樣使用於

同一商品上，自不能僅以普通使用

之方法論。 
     

32 86年度上易字第 
1156 號 

被告於所販賣之商品上，使用

「拿就吃」係近似於自訴人所

有註冊商標「拿就走」字樣之

文字。 

是。 無罪。 1. 商標之作用乃在表彰自己所生
產、製造、加工、揀選、批善或經

紀之商品，而使一般購買者認識該

商標之商品，並藉以辨別商品之來

源與信譽，若於商品或於廣告上使

用之圖樣係用於表示商品本身有

關之說明者，自非通常之商標使用

可比，理應視為普通使用之方法，

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效力所拘束。 
2. 「就吃」意指馬上可吃，有所指定
商品之說明」，無從認為商標圖

樣，而係屬產品本身之說明，無從

認為屬商標圖樣。              
                               
                               

                               
                               

33 86年度上易字第 
654 號 

被告經銷販賣未經告訴人同意

而使用近似於告訴人註冊商標

圖樣之藥布。 

是。 無罪。 1. 商標之作用乃在表彰自己所生
產、製造、加工、揀選、批善或經

紀之商品，而使一般購買者認識該

商標之商品，並藉以辨別商品之來

源與信譽，若於商品或於廣告上使

用之圖樣係用於表示商品本身有

關之說明者，自非通常之商標使用

可比，理應視為普通使用之方法，

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效力所拘束。 
2. 被告所代理銷售之藥布，在商品包
裝之正面以放大之特殊字型方式

印制被告自行申請註冊之「百痛藥

布」商標，而在產品包裝之左上角

印制有與告訴人享有商標權相同

之圖樣，於圖樣中間加註「全方向

伸縮」字樣，並於圖樣周圍環繞印

制有「易貼於手足關節各彎曲部

位．伸縮自如彈性特佳高透氣佳」

小字樣，其設計方式將被告本身享

有之商標，以醒目引人注意之設計

方式，列置於包裝上，另在較不醒

目之包裝左上角，以較小之方式標

列告訴人之享有商標權之圖樣，在

客觀上，顯不足以使一般購買者對

商品之來源與信譽發生混淆，係以

普通使用之方法，表示其商品功用

之說明，應不受告訴人之商標專用

權效力所拘束，係屬於商品之普通

使用方法。     
34 86年度上訴字第 

958 號 
被告使用相同或相似近如告訴

人註冊                     
商標圖樣之「ＲＯＳＥＴ」等

圖樣於其製造之手錶並加以販

賣。 

是。 無罪。 被告所生產販售之手錶錶面上，雖有

標示「ＤＡＹ－ＤＡＴＥ」、「ＤＡＴ

ＥＪＵＳＴ」字樣，而與告訴人勞力

士錶廠於我國註冊商標第六四八二

三號「ＤＡＹ－ＤＡＴＥ」及第六四

八二四號「ＤＡＴＥＪＵＳＴ」完全

相同，然依一般人觀念，「ＤＡＹ－

ＤＡＴＥ」」係表示手錶具有顯示星

期、日期之功能，「ＤＡＴＥＪＵＳ

Ｔ」係表示手錶準確之意，是「ＤＡ

Ｙ－ＤＡＴＥ」及「ＤＡＴＥＪＵＳ

Ｔ」既只是手錶本身功能之表示或有

關手錶本身之說明，即屬商標法第二

十三條之普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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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等法院修法後之刑事判決 
 
編號 案號 事實摘要 是否構成合

理使用？ 
判決結果 與商標合理使用有關之判決理由 

35 八十七年度上易字

第二九　九號 
被告使用相同於美商摩托羅拉

公司註冊商標之圖樣，將該公

司所生產之行動電話電池之同

一商品上，並以之銷售於各零

售商圖利。 

是。 無罪。 被告之公司所生產電池上雖有「FOR 
MOTOROLA」「FOR MOTOROLA 
MICRO TAC/8200」、「FOR Cellular 
phone MOTOROLA STAR TAC」等字
樣，惟其字體尚較被告之公司商標圖

樣之「ＷＦ POWER PACK」之字體
為小，且「ＷＦ POWER PACK」字
體係置於最上方、最明顯    處，部
分且加色加框，消費者顯無誤認之

虞。MOTOROLA上開文字之記載既
僅在供該電池產品功能之說明，並無

以假亂真之意甚明，應認係「普通使

用」。 
36 八十七年度上易字

第五一六六號 
     

被告將告訴人註冊商標「蘇活」

二字使用於其生產之「尊貴純

淨蘇活露」、「尊貴純淨蘇活乳

霜」、「尊貴純淨蘇活乳液」、「尊

貴純淨蘇活肌精」等商品上，

並於該等同一商品之廣告、說

明書等，附加相同於該註冊之

「蘇活」商標而散布。 

否。 有罪。 被告公司商品，是以「蘇活」商標名

稱為其商品名稱之一部分，而所載名

稱之字體較大，其下均以較小字體之

文字說明各商品之功效，其說明並未

使用「蘇活」二字表示其功能，而係

使用「賦活」、「活化」等字說明其功

效。「蘇活」商標二字均係使用於上

開四種商品名稱上，與雅聞公司註冊

之商標「尊貴」二字併列，可見係以

「蘇活」商標及「尊貴」商標併列以

顯示其商品之名稱，「蘇活」二字自

非用於說明該等商品（保養品）之功

能屬性。 
37 八十八年度上易字

第三二八四號 
被告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

權，連續使用告訴人註冊之「同

級生」商標圖樣於被告之公司

所發行之雷射音樂光碟片之類

似商品上。 

是。 無罪。 「同級生」、「同級生２」均原為日本

國之電腦遊戲著作，又現今市售之音

樂錄音帶、光碟片，按唱片業界之習

慣，其主題或主打歌曲名稱，均置於

正面顯著位置，發行公司及商標則反

置於背面或側面，而以較小字題標

示，此為吾人日常生活上可得之經

驗，並經證人即玫瑰唱片有限公司證

述屬實。被告辯稱其標示「同級生２」

係在表彰為「同級生２」之電腦遊戲

音樂，而非在以之為商標使用，應堪

採信，又被告既在以之為該音樂光碟

片之名稱，其使用即合乎商標法第二

十三條第一項善意且合理的使用之

規定，並不受告訴人商標專用權效力

所拘束。 
   

38 八十八年度上易字

第五四三三號 
     

被告之公司製銷「超點中將茶」

之茶包產品，其外包裝盒正面

使用「中將」二字之圖樣（即

外包裝盒正面為「中將茶」三

字），相同於告訴人「中將」二

字註冊商標。 

否。 有罪。 1. 中將湯」實為一日本藥品之商標名
稱，且於其他如檳榔、 鞋子、西
藥等商品，亦有以「中將」二字申

請取得商標專用權者，甚至被告之

公司自身亦以「超點中將」等字之

圖樣，申請取得指定使用於人參

粉、草藥、靈芝粉、決明子、麝香、

燕窩、鹿茸等商品之商標專用權。

故「中將」二字與婦女調理物品，

有絕對之必然關聯性。 
2. 被告之公司所使用之超點中將」等
字圖樣，與告訴人之「中將」註冊

商標構成近似，足使一般商品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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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購買時有產生混同誤認之

虞，且「中將茶」三字亦非表明商

品名稱或性質，被告公司使用「超

點中將」等字之圖樣，顯經刻意設

計，並非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表示自

己之商品，自應受告訴人公司上揭

商標專用權之拘束。 
3. 被告之前已得知「中將」二字係告
訴人公司業已取得指定使用於茶

商品之註冊商標後，竟仍於同一商

品之茶包及其外包裝盒，使用近似

於上開「中將」註冊商標圖樣之「超

點中將」等字圖樣，銷售、散布予

不特定之經銷商，顯有「惡意」。 
 

39 八十八年度上易字

第四九　七號 
     

被告為和信鯨育樂股份有限公

司之負責人，使用近似於告訴

人註冊商標（「海鯨WHALE
    及圖」「WHALE」）並出售
近似於告訴人商標之帽子、Ｔ

恤等運動服裝物品圖利。 

是。 無罪。 和信鯨職業棒球隊係以鯨魚為吉祥

物標誌；而國內各職業棒球隊均以一

種動物為代表標誌，並將該動物圖樣

及英文單字印製於Ｔ恤等體育用品

販售；暨和信鯨公司於販賣之衣帽上

使用之「Whales英文草寫字樣」，與
該公司專用之「鯨魚Whales及圖」
商標中之「Whales」字樣完全一致，
而與告訴人專用之「 WHALE」商標
字樣不同等情，堪認告訴人於衣帽上

使用「Whales英文草寫字樣」，係善
意合理表示和信鯨職業棒球隊之名

稱，屬普通使用，不受告訴人商標專

用權之拘束。 
40 八十八年度上訴字

第一六七八號 
被告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

權，在被告之公司生產之礦泉

水商品上使用    「含氧水」
之商標圖樣，其讀音與告訴人

註冊之「寒氧」、「寒氧水」完

全相同。 

是。 無罪。 被告之含氧水產品，從標籤之表面上

觀之，另有其註冊商標，「含氧水」

三字，予人的直接印象是水中含有氧

氣之意，使用於一般飲用水乃以水中

含有氧氣之意，「含氧水」三字下方

尚有「Ｏ２ ＷＡＴＥＲ」英文字體，
足見「含氧水」三字，係在標榜其產

品特色並說明水中含有氧氣之義，為

品質之說明及名稱使用，於一般社會

大眾而言，尚無法將之聯想為商標圖

案，故「含氧水」三字，亦非視為商

標圖案直接而明顯之表示方式。含氧

水」三字，從產品標籤上，均是表示

商品之名稱、品質、功用、 說明，
非作為商標使用者，自不受他人商標

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 
     

41 八十八年度上訴字

第四二八　號 
     

被告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

權，連續在該公司所生產製造

之魚餌產品外包裝上使用近似

於告訴人之「 子」 註冊

商標圖樣，並販售與不特定之

顧客。 

是。 無罪。 1. 本件商品包裝實物上除「釣卡多」
「好小字」等明顯之標示外，其所

附記之「 子及蝦圖」應就當

事人市場實際交易情形，判斷是否

係業者間基於善意且合理所為表

示有關商品本身之說明。 
2. 本件送鑑印有「 子」及圖商

品上之標示，雖與告訴人已註冊之

商標圖樣，雖構成近似，惟「

子」乃日文之小南極蝦，被告主

要在對商品之內容予以顯示，蝦子

圖亦係商品形狀之表彰，核屬善意

且合理使用之方法，附記於商品之

上，依上述說明，不受他人商標專

用權所拘束。 
42 八十九年度上易字

第七六號     
被告明知「三元」之名稱係告

訴人於七十五年八月一日申請

註冊之商標，被告竟於以上開

「三元」文字作為其商號之特

取部分，申請設立「三元黑板

行」之營利事業登記，經營黑、

是。 無罪。 被告係以「三元」名稱作為其黑板行

之「店號」，顯非作為商標使用，且

市面上又無人以「三元」為名義出產

之黑板等商品，足證被告係以善意且

合理的使用該名稱作為店號，乃合乎

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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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等商品之買賣業務。涉犯

商標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之罪

嫌。 

侵害到告訴人商標情事，自不受告訴

人商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 

43 八十九年度上訴字

第八九號 
     

被告竟未經告訴人即商標專用

權人即許可，於其公司生產製

造之玻璃瓶裝優酪乳及廣告傳

單上，使用近似於告訴人統一

公司註冊商標之「ａｂ」字樣

而散佈。 

是。 無罪。 1. 被告公司出產之優酪乳，確含有
「Acibophilus」與「Bifidus」二菌
種，其瓶身亦註明「低脂雙活菌」

字樣，又觀諸市面上其他優酪乳產

品，有標明「ＡＢＣ三益菌」者，

亦有標明「ａ菌、ｂ菌」者，足證

現販賣優酪乳之各公司均以標明

所含菌種為潮流。 
2. 「ＡＢ」或「ａｂ」等英文單字為
人廣泛使用，並不具有特別顯著

性，亦非任何人可以獨用，是以告

訴人所示之「統一ＡＢ」等字樣申

請商標獲准，實係「ＡＢ」等二英

文單字前，尚有「統一」字樣，致

能引起消費者注意，藉以與他人之

商品辨別，故告訴人並非以「ＡＢ」

等二英文單字取得商標專用權，亦

不得僅以前揭英文單字謂有商標

專用權之保護。被告使用相同之

「ａｂ」二字，亦非侵害告訴人之

商標專用權。 
      

 

伍、 實務見解認定商標合理使用與否理由之類型分析 

 
一、說明 

在商標權侵害案例發生時，被告往往會提出商標合理使用或普通使用之抗

辯，而在各不同個案中因被告使用文字、圖樣之樣態各異其趣，故是否成立合理

使用，仍必須就個案中標示之方式、表達之方式予以檢視其是否符合合理使用之

原則。惟承前所述，商標合理使用之要件無論是舊法所稱之「普通使用之方法」

抑或是現行法所稱之「善意且合理使用」，然其內涵均有抽象模糊之地帶，而最

終是否成立合理使用即全賴法院之「職權」判斷，故本文希冀自前揭判例、判決

中，將目前法院認定該當合理使用與否之理由予以「類型化」，以利應用。又因

前揭判決因多數係發生在商標近似之商標權侵害案件中，是以判決理由即會就商

標近似與否加以認定，然此非本文所欲探討之商標合理使用之課題，故在類型化

過程中，並不把「非近似」之要素納入。又如後之判斷標準彼此間並非互斥關係，

甚至可能出現一案例同時援用數個判斷標準作為判決理由者。 
 
二、判斷標準 
 
（一）以是否附記於商品上作為判斷標準 
 

此種判斷標準係植基於司法院二十五年第一五三七號解釋之見解，所標示之

文字、圖樣表示於商品中屬普通使用（即合理使用），標示於商標中而為商標使

用。故要符合合理使用者，其必須將名稱、說明等附記於「商品上」，而非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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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商標本體」上，此種標準之代表案例如案例八（行政法院 70年度判字第 438
號判決）理由所稱：「商標法第二十三條所謂普通使用，係指將自己之姓名、商

號⋯⋯附記於「商品」之上，並非附記於「商標」之上，原告將加列之說明文字

暨公司名稱，附於商標本體，於法亦有不合。」。又就前揭案例採此標準據以認

定是否符合合理使用者，做一簡表附列如下： 
 
附記於商品上構成

合理使用 
案例三、案例四、案例十一、案例十二、 

附記於商標上不構

成合理使用 
案例八、案例十三、案例十五、案例三十一 

 
（二）以所使用之文字、圖樣非作為商標之用，或該文字、圖樣不足以表彰、區

別商品來源作為判斷標準 
 

此標準可以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做一詮釋，因第十八條規定：「本法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之普通使用之方法指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在主觀上無作

為商標使用之意圖，客觀上一般商品購買人亦不認其為商標之使用者。」故倘被

告所使用之文字、圖樣在客觀上根本不足以表彰、區別商品來源，一般購買者根

本無從藉該文字、圖樣辨識、區別商品來源者，則該文字、圖樣之使用即非商標

之使用，而屬商標之普通使用或合理使用。前揭案例採此標準為說明者，有案例

十、十六、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四十、

四十三。茲舉其中具有代表性者之案例十六及案例二十四之判決理由以資參考。 
案例十六（最高法院 74年度台上字第 6933號刑事判決）：「『商品或關廣告上使
用之圖樣（文字、圖形、記號或聯合式），非使一般購買人認識該圖樣並藉以辨

別商品之來源與信譽（非因表彰自己之商品），而係用於表示商品本身有關之說

明者，自非通常之商標使用可比，理應視為普通使用之方法，不受他人商標專用

權效力所拘束。』，百事可樂各廣告，係用於表示百事可樂飲料之商品本身品質

第一（Ｎｏ．１．），美國第一之說明，在客觀上既不足以使普通人對商品之來

源與信譽發生混淆，自係屬於商品廣告之普通使用方法，而非通常之商標使用可

比，應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效力所拘束。」 
案例二十四（高等法院 82年度上訴字 6546號刑事判決）：「蓋商標乃表彰自己商
品之標誌、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應特別顯著（商標法第二條、第

四條），主觀上有用以表彰自己商品之意思外，客觀上足以使一般購買者加以辨

識並藉之區別商品來源者始足當之，而油滴狀在客觀上實難使一般購買者以辨識

並藉以區別商品之來源，因一般食用油品多以油滴狀以表示為油品品質。」 
 
（三）以所使用與他人相同或近似之文字、圖樣外，是否還有加註其他說明性之

文字以彰顯其「說明性質」為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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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標準即是具體化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之「善意且合理使用『表示

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有關產品本

身之說明』」。而在前揭判決中，如案例十一、十九、三十五、四十、四十一、四

十三即以此標準作為判斷所使用之文字、圖樣是否該當於商品之說明。於認定使

用人所表示之名稱究否係屬商品之說明時，若使用人在其使用之名稱外另外附記

其他文字彰顯其「說明性質」時，較可被認定屬於商標之合理使用，如加註「『FOR』 
YALE」、「『FOR』 MOTORLA」之 FOR字，彰顯其商品係可用於刻製 YALE廠
牌之鑰匙胚（案例十九：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 662號刑事判決）及搭配
MOTORLA廠牌之手機電池（案例三十五：高等法院 87年度上易字第 299號刑
事判決）。另外如案例四十（高等法院 88年度上訴字第 1678號刑事判決）以被
告之「含氧水」三字下方尚有「Ｏ２ ＷＡＴＥＲ」英文字體，而認定「含氧水」
三字，係在標榜其產品特色並說明水中含有氧氣之義，為品質之說明及名稱使

用。案例四十三（高等法院 89年度上訴字第 1678號刑事判決）以被告公司出產
之優酪乳，確含有「Acibophilus」與「Bifidus」二菌種，其瓶身亦註明「低脂雙
活菌」字樣，而認定其標明 AB字樣確為標示優酪乳中所含菌種之說明。 
 
（四）以是否兼標示有自己之商標作為判斷標準 
 

若使用人在使用與他人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之文字、圖樣作為自己商品之說

明之同時亦兼標示有自己之商標，則前開使用之名稱較容易被認定係作為「說明

性質」之使用，且因兼使用自己之商標，較無不正競爭及攀附他人商譽之惡意，

亦較符合現行法「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意義，甚且被告之使用不致與商標權人之

商品產生混淆。如案例十二、十四、十八、二十六、三十、三十三、三十五即屬

是例，茲舉其中二例以資參考。 
案例十四（最高法院 73年度台上字第 3093號刑事判決）：「第三人在其製造之彈
簧床，標明其製造廠商「長城寢具彈簧床行榮譽出品」及被告授權之商標『金寶

ＫｉｍｂａｏＡ級床』『金寶系列』等字樣，並非專以『長城』二字為標記，而

與該『長城及圖』之商標相近似，致有混淆誤認之虞。」 
案例三十（高等法院 84年度上易字第 812號刑事判決）：「牛頓公司出版之前開
四冊圖書，在書側下方均已附記其本身之『牛頓 NEWTON及圖』註冊商標圖樣，
至於前述之『新視界１─４』則係於封面及書側分別冠於書本上，就該等圖書外

觀、 形式觀察，牛頓公司在圖書上附記『新視界１─４』顯係作為『新視界』
系列圖書說明，為促銷廣告之使用，並非作為表彰其商品標識之用，且一般消費

者亦不致因而與自訴人出版之其他圖書商品產生混淆之虞。」 
 
（五）以使用該說明性名稱之方式是否刻意強調該名稱之「顯著性」作為判斷標

準 
 



 27

按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謂「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之普通使用之方

法指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在主觀上無作為商標使用之意圖，客觀上一般商品

購買人亦不認其為商標之使用者。」則在判斷使用人是否具備將該名稱作為商標

使用之主觀意圖時，即可以使用人使用該說明姓名稱之方式作一判斷，倘使使用

人將他人註冊之商標置於明顯位置、甚至以放大字體表示，而自己商標卻故意置

於不明顯之處，則此種使用方式即非該當於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甚且此種

使用方式會讓一般商品購買人誤認該商品係為他人註冊商標之商品。 
以此種標準肯定屬合理使用者，如案例三十五（高等法院 87上易字第 299

號刑事判決）：「被告之公司所生產電池上雖有『FOR MOTOROLA』『FOR 
MOTOROLA MICRO TAC/8200』、『FOR Cellular phone MOTOROLA STAR TAC』
等字樣，惟其字體尚較被告之公司商標圖樣之『ＷＦ POWER PACK』之字體為
小，且『ＷＦ POWER PACK』字體係置於最上方、最明顯處，部分且加色加框，
消費者顯無誤認之虞。MOTOROLA上開文字之記載既僅在供該電池產品功能之
說明，並無以假亂真之意甚明，應認係『普通使用』。」 
而否定屬合理使用者，如案例二十八（高等法院 83年度重上更（三）第 42號刑
事判決）：「被告之公司印製之使用手冊封面，『雅墨』二字之字體不但大於同頁

『中文桌上排版系統使用手冊』之字體數倍，其字體、筆勢、架構及形態亦與自

訴人之商標註冊證、服務標章註冊證上圖樣所示『雅墨』二字，至為近似，被告

強調『雅墨』名稱之顯著性，以吸引公眾之注意。」即認為所謂普通使用方法，

係指一般使用之方法，不特加強調其顯著性，以吸引公眾注意。 
再者茲就案例中採取此判斷標準者以表列如下： 
 
使用該說明性名稱時未刻意強調該名稱

之「顯著性」→構成合理使用 
案例三十、三十三、三十五 

使用該說明性名稱時刻意強調該名稱之

「顯著性」→不構成合理使用 
案例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

十八、三十八 
 
（六）以商業慣例、同業公會意見據以認定使用者所使用之名稱究否屬於商品之

說明及是否符合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 
 

使用者所使用之名稱若屬自己之姓名、商號以及商品名稱、形狀、產地等，

其情形較單純，較容易鑑別，至於商品之品質、功用以及有關商品之說明文字等，

其範圍較廣泛，如何加以認定此開文字、圖樣係屬「說明性質」者，又如何判斷

其使用方式係符合「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者，在案例二十三、二十四、三十

七法院即採用同業公會或同業之意見，據此來認定商業上之習慣為何，並進一步

判斷使用者之使用方式是否符合「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實務此種判斷，讓

「商業上通常使用之方法」之認定更為具體，而不致流於空言臆測，此種引用商

業同業公會或同業商業慣例之判斷實值加以贊同，因案例二十三、二十四於本文

前段已有著墨，此不贅述，僅將案例三十七（高等法院 88年度上易字第 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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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援引如下，以供參考：「『同級生』、『同級生２』均原為日本國之電腦遊

戲著作，又現今市售之音樂錄音帶、光碟片，按唱片業界之習慣，其主題或主打

歌曲名稱，均置於正面顯著位置，發行公司及商標則反置於背面或側面，而以較

小字題標示，此為吾人日常生活上可得之經驗，並經證人即玫瑰唱片有限公司證

述屬實。被告辯稱其標示『同級生２』係在表彰為『同級生２』之電腦遊戲音樂，

而非在以之為商標使用，應堪採信，又被告既在以之為該音樂光碟片之名稱，其

使用即合乎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善意且合理的使用之規定，並不受告訴人商

標專用權效力所拘束。」 
 
三、小結 
 

本文企圖自前揭判決、判例中，整理、歸納出前述之六項實務判斷商標合理

使用之標準，惟第一項「以是否附記於商品上」之判斷標準，顯然流於二分法之

形式論斷，以用於商品或商標中來辨別是否係普通使用或商標使用，惟商品中必

然有商標，故此種判斷不無誤謬之處，況今日商標所標示之位置亦形形色色，並

無固定型態，於是所謂「商品中」與「商標中」，即無固定之分野，則前開解釋

在適用上所會面臨之頭號問題，即是使用位置無法作一明確區分，適用上將形成

困難，是以此種判斷標準其實並無助於判斷是否符合商標合理使用要件。而前所

述之第二項至第六項標準，並非相互排斥，其彼此間甚至可能產生相互補充之作

用（最常見者，如第四項與第五項之相互作用），故在實際判斷是否符合合理使

用之情形時，係採取上述第二項至第六項標準做一整體之觀察，但此並非指稱商

標合理使用之該當均需符合前述第二項至第六項之所有標準，如前述案例三十七

中，其標示「商品說明」係在商品顯著之部位，而發行公司之商標反而以較小字

體標示，其未符合前揭第五項之「以使用該說明性名稱之方式是否刻意強調該名

稱之『顯著性』」判斷標準，惟此時因唱片業界之習慣使然，被告之此種使用方

式尚與「商業上通常使用方法」一致，故此時整體觀察參考其他各項標準，認定

本案亦成立商標合理使用。故本文認為在大多數之情形，是否符合商標合理使用

要件，其實是一「量」的考量，意即當其使用之情形符合上述標準愈多項時，其

愈有可能被評價為商標之合理使用。再者，前揭判斷標準大多源自商標法施行細

則第十八條，不過前揭判斷標準係將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之抽象規定予以具

體化，故在實際判斷時，倘前揭判斷標準尚不足作為判斷商標合理使用之充分理

由者，即有必要回歸此施行細則之規定而為斟酌審究。而本文建議智慧財產局實

可參照「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即「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就商標合理使用之標

準及具有代表性之案例訂定「商標合理使用之注意事項」，俾能使商標合理使用

之要件及實務判斷之標準予以明確化、具體化。 
 

陸、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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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合理使用在商標侵權案件中，往往是原、被告兩造爭執之點，被告常常

執此為抗辯理由主張其未做商標之使用，而原告則謂被告之標示方式顯已非善意

合理之使用，故法院於此即必須做一最終之判斷，但由於使用之態樣各異，故法

院必須就個案事實，依據合理使用要件並客觀衡量原告與被告之權益，以認定是

否構成商標權侵害，故首先即必須確認面對合理使用之要件內容，又因現行商標

法已就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文字作若干修正，則實務運用時亦有必要檢討並說明

往昔之「普通使用」與現行之「善意且合理使用」意義與認定標準是否有無不同，

且因針對現行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抽象內容予以具體化，故本文希望由目

前眾多之案例中予以類型化，在其中找出一些具體的原則用以充實商標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之規範內容，以利實務上運用甚至是學說上之進一步探討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