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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著者自2013年開始潛心於商標法之研究，迄今已超過6
年，但隨著時間之推移，心中一直有個遺憾，那就是未出

版個人有關商標法之專論。而從2017年轉換至臺北科技大
學任教，著者不僅在心境上有新的轉變外，更強化了撰寫

並出版商標法專論之念頭。 

就在檢視這幾年所撰寫之商標法論文後，並承蒙元照

出版公司義不容辭地承接著者之出版計畫。因此，著者特

將個人研究論文區分成六編亦即：商標使用之判斷、商標

耗盡原則及平行輸入之爭議、商標混淆誤認新型態之判

斷、商標形成與使用之判斷、商標善意先使用之理論與實

務、商標特殊使用之合理使用與侵權判斷等，並分成兩冊

出版之。 

其實，本書是第一編至第三編議題之匯集，特別從是

否構成商標侵權之商標使用判斷開始談起，進一步涵蓋商

標權效力所不及之耗盡原則與平行輸入案例，更討論如何

判斷新型態之商標反向混淆及售後混淆，且以歸納探討國

內外學說理論、整理剖析國內外法院實務為研究途徑，讓

讀者得以深入淺出地了解現行商標法一些重要之研究課

題。 

本書能夠順利地付梓，必須要特別感謝著者之父母及

家人，因為他（她）們給了我源源不絕的動力，來完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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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版專書之夙願，另外更感謝這一路走來，學校、師長

朋友之提攜照顧，讓著者在平穩的環境下，致力地研究商

標法。著者還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編輯團隊和其他同

仁，一同協助編校本書之內容及引註，本書若沒有他

（她）們之協助，就不會如此順利地出版。 

 

陳匡正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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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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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使用之判斷 

第一章 網路關鍵字廣告的商標使用爭議 
──評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商訴字 
    第1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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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網路關鍵字廣告的 
商標使用爭議 

──評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 
    民商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 

壹、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商訴字第1號 
民事判決 

一、案例事實 

原告知名藝人「葉○真」（本名趙○君），為避免藝名

「葉○真」等文字被不肖業者侵害，故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

冊商標，且註冊商品類別為第三類及第五類，並於2010年12月

1日取得商標權（以下稱系爭商標），權利期間從2010年12月1
日至2020年11月30日止。 

惟被告城○整合行銷有限公司（原名澄○整合行銷有限公

司），乃銷售和「葉○真」商標註冊商品類別相同之化妝品，

且未經原告之同意，於被告行銷之網站「愛合購」上，設定

「葉○真」三字為關鍵字。由於原告以「葉○真」為藝名，在

全國享有極高之知名度，被告之行為有意圖誤導消費者將「葉

○真」商標與「寶○」品牌化妝品（即被告自身之商品）作出

聯結，誤認該商品乃由原告所生產、銷售或經紀，以達成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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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之效果。 
此外，原告之商標既經註冊，均得以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網站查詢得知，被告未事前詢問原告是否同意授權，也未行檢

索查詢，構成「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不認識過失，

故被告不能諉稱其不知，而卸除其商標侵權責任。 
又，按商標法第6條（亦即2011年6月29日新修正之商標法

第5條）規定，以及美國司法實務之意旨，認為「將商標用於

商品、服務或其有關之物件」，如使用他人商標為關鍵字，讓

網路使用者搜尋，而後藉此機會刊登廣告，乃商標之商業使

用，所以當被告利用其所行銷之網站，設定「葉○真」商標為

關鍵字，自屬於商標之使用。 
另一方面，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商上字11號民事判決

中，主張網路關鍵字乃以他人之商標作為索引，向搜尋引擎業

者刊登廣告，當使用者鍵入關鍵字搜尋後，所出現之結果不僅

出現「廣告」字樣，亦無他人之商標文字或圖樣；但原告主

張：被告不僅在「愛合購」網站上設定「葉○真」商標為關鍵

字，並且直接在銷售自身商品的網頁上，積極使用「葉○真」

商標文字，卻未以廣告之字樣區分系爭商標與被告品牌之化妝

品，其意圖係在誤導網路消費者，將系爭商標與「寶○」品牌

化妝品作出聯結，藉以推銷其自身之商品。而被告之行為，自

屬將系爭商標作為商業使用，是故原告向智慧財產法院提出被

告商標侵權之訴訟。 
然則被告之抗辯指出：雖然商標法第62條第2項，對於明

知為他人商標，卻使用該商標文字作為公司、商號名稱、網域

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來源之標識等侵害商標權行為，有

明 文 之 規 範 ， 但 於 本 案 中 「 葉 ○ 真 」 三 字 僅 被 認 知 為 「 藝

名」，並非為「商標」之使用，所以不符合商標法第62條第2
項「明知他人之註冊商標」要件，而為商標之使用，因而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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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結果。 
進而言之，被告亦主張系爭商標字體渺小而不醒目，只佔

系爭網頁不到三分之一版面，而消費者真正為商標之認識者，

應屬系爭網頁所銷售商品之「寶○」二字商標。況且，除了

「葉○真」三字究竟屬於商標或藝名而有所爭議外，鍵入關鍵

字之使用者，並不因而誤認或混淆所推銷之商品或服務，源於

商標所有人製造及生產，所以不屬於商標之使用行為，並未構

成系爭商標之侵權行為；故原告請求侵害商標之損害賠償，於

法無據，而被告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裁判要旨 

於本案訴訟中，智慧財產法院較著重在探討關鍵字廣告之

使用，是否構成商標法第5條之規定：「本法所稱商標之使

用，指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商品、服務或其有關之物

件，或利用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足以使

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換言之，法院判斷關鍵字廣告之

使用，是否為商標使用之重點，不在於使用商標所透過之媒介

為何，而是如此使用商標之模式，是否以行銷為目的？是否使

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法院對於第一個爭點之態度是：將「葉○真」三字使用於

網路廣告之形態，且該廣告下方記載系爭商品服務之傳真、e-
mail、銀行戶名、代號、分行名稱及帳號，更於網路廣告上標

明系爭商品之價格，此舉無疑將系爭商標使用於網路廣告，乃

以行銷為目的。 
另一方面，法院對於第二個爭點之判斷是：「葉○真」其

人雖為經常參與電視演出之藝人，其有無代理或銷售系爭商

品，相關消費者極易查證與知悉，特別是原告所經營之有樂

網，亦曾代理過系爭商品，而被告僅將系爭商標設為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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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把系爭商品之商標標示為「葉○真」，故難以致使消費者

認識「葉○真」三字為商標。 
另外，於「葉○真」三字獲准註冊為商標之前，消費者可

同時以「葉○真」與「寶○」為關鍵字，上網查詢兩者之關聯

性，由於「葉○真」尚未登記為商標，故無消費者會誤認系爭

商品之商標為「葉○真」；而且在該網站，另一藝人之藝名

「佩○」亦被設為關鍵字，並列於「葉○真」三字之後，足見

「葉○真」於被告之網站，乃作為藝名之使用，而被告原屬合

法之關鍵字廣告使用行為，豈會因原告之登記行為，即變成不

合法？當然，消費者又豈會因原告將「葉○真」三字登記註冊

為商標之行為，即誤認「葉○真」為系爭產品之商標？就此而

論，均未見原告詳細陳明，並聲明其所用之證據。故法院判

定，被告設定「葉○真」三字為關鍵字廣告之行為，並非構成

商標法第5條所定之商標使用行為，難謂被告侵害原告之商標

權。 

貳、評 析 

一、問題緣起 

從本案判決之案例事實，我們不難看出，其乃涉及關鍵字

廣告與已註冊之商標相同或近似，構成商標權侵害之爭議。另

一方面，使用此一相同於已註冊的姓名商標之關鍵字廣告，其

法律性質為何？亦即，關鍵字廣告之使用行為，能否與商標之

使用行為，劃上等號呢？申言之，這應從是否以行銷為目的，

以及是否致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來綜合判斷使用他人

商標之文字為關鍵字廣告，是否屬於商標之使用？ 
也就是說，於本案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考量客觀之網頁

設計情形，判定使用「葉○真」商標為關鍵字廣告之行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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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以行銷為目的此一條件；但此判定，是否須納入行銷目的認

定始點之考慮因素，才能為更充分之判斷呢？ 
特別就認定關鍵字廣告之使用方面，是否致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商標這部分，法院則以「葉○真」乃著名之藝人，大

多數人所認識其為「藝名」，而非「商標」，豈能因為其被註

冊為商標，而使得使用其作為關鍵字廣告時，就從合法變成非

法之行為？雖然法院點出：原告並未對上述之爭議，為進一步

之說明，因此，法院做出認定：使用「葉○真」商標為關鍵字

廣告之行為，並不致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但如此之認

定，是否流於主觀？能否借重其他客觀之檢驗方法，來對關鍵

字廣告之使用，是否致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而為更周

全之判斷呢？ 
是故，以下本文將從商標使用之兩要件：是否以行銷之目

的，以及是否致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等，為論述之重

點，並集中關注於兩大研究方向，分別為：關鍵字廣告之使用

的本質性探討，和關鍵字廣告之使用是否構成商標之「使用」

行為。且結合美國與我國在理論、實務方面之發展，對於關鍵

字廣告之使用，能否視為商標之使用，而為更深入之剖析。 

二、關鍵字廣告之使用的本質性探討 

關鍵字廣告本質性議題之討論，因其攸關關鍵字廣告是否

可受到等同於商標之保護，故此問題之決定，將比較研究美國

商標法之「使用」原則及判例法，並檢視我國現行行政與司法

實務方面，對於「商標之使用」的定義及處理方式；並借鏡美

國商標使用之法制，針對現行國內法之不足，加以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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