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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非傳統商標涉及功能性

或專利技術之審查實務

與案例探討 
陳冠勳* 

壹、前 言 

一、研究動機 

為因應多元化之商業活動，提供一保護新型態商標之法律途徑，我國商標法於

2003年正式納入保護立體、單一顏色及聲音商標之具體規定；2011年修正公布之商

標法進一步擴大保護範圍，只要是足以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包括顏色、立

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之非傳統商標，皆可能透過本法取得商標權。 

一般而言，非傳統商標申請案之審查通常面臨兩大課題：識別性及需不得僅具

備功能性。前者通常可透過廣泛使用商標，證明已取得後天識別性之手段加以解

決。後者係一絕對事由之排除規定1，即使已通過識別性之檢驗，仍不得註冊。 

                                                        
DOI：10.3966/221845622015040021003 
收稿日：2014年11月1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審查官，專利師考試合格。本文為個人看法，不代表任職機關意見。 
1 2003年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4款：「商標或包裝之立體形狀，係為發揮其功能性所必要

者」，或2011年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之功能所必要者」，不得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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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實務上，於申請人所檢送之使用證據中，不乏出現標榜申請標的類似具備

實用功能性之廣告文句、宣傳資料，甚或出現專利證書號或專利技術文件。 

審查人員面臨前述情形，可能陷入一連串的思考漩渦： 

◎ 應如何權衡審視該等技術文件？ 

◎ 審查人員再次核發OA所負舉證責任的程度？ 

◎ 是否得通知申請人應揭露完整之技術文件資料，還是需自行檢索專利資料

庫？ 

◎ 是否因部分標榜功能性廣告資料，或本國／外國專利文件上所出現之相近圖

式，即判斷商標具有功能性？ 

◎ 專利文件之圖式相較於商標圖樣若稍有不同，該如何比對分析，是否仍適用

該絕對事由？ 

◎ 申請人若答辯舉出市場上已存在具有相近功能之替代性商品，說明即使商標

註冊，不會造成市場獨占地位，亦不致影響公平競爭，該如何衡量評估？ 

◎ 歐美國家多已將具備功能性列為絕對不得註冊事由，申請人若檢附他國商標

註冊證，該如何權衡？ 

◎ 申請人若答辯商標並非僅由具功能性部分所構成，尚具備其他識別特徵？ 

◎ 甚或本質上，有關實用功能性之真正定義？ 

其次，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2提到，只要立體形狀已取得發明或新型專利權，無

論專利屆期與否，均得作為判斷參考之引證資料。 

但是在實際審查工作上，商標審查人員該如何確定立體形狀已取得發明或新型3

專利權？此判斷過程涉及兩種不同領域智慧財產權文件之權利範圍解釋及比對工

作，審查人員是否只要說明專利文件之圖式4係與商標申請標的相同／高度近似者作

                                                        
2 詳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第3.2.4小節功能性內容。 
3 詳專利法第104條：「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

作。」 
4 圖式為申請專利應備文件之一，詳專利法第25條第1項，申請專利應備文件包括：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必要之圖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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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引證文件則已足？還是需要以引證專利申請範圍為基礎5，進行詳細說明與比對等

複雜工作，才算完成階段性之舉證責任？ 

存在此許多疑點，經智慧財產月刊6、商標新知月訊7及代理人實務報導8介紹歐

美地區對於非傳統商標之功能性理論發展，與美國TTAB涉及專利技術之非傳統商

標案件所持的最新見解9，對於非傳統商標之未來發展趨勢，筆者認為是一項頗值得

研究之課題，因而形成本專題之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專題報告首先簡介我國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涉及功能性之內容，蒐集2則我

國法院判斷立體商標案件是否具有功能性見解之判決10，續考量歐美地區發展非傳

統商標已有相當時日，藉由分析美國最高法院11及歐洲法院12、13曾經處理過的商標

                                                        
5 詳專利法第58條第4項：「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專利係一保護技術創新之智慧財產權，專利文件之申請專利

範圍（Claims）主要功能係定義專利權範圍，說明書之發明說明（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目的為明確及充分揭露發明內容，圖式（Drawing）目的則為輔助前述發明說明

文字，前述之發明說明與圖式均得作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依據。 
6 許慈真，立體商標之功能性排除規定——從歐洲法院LEGO案判決談起，智慧財產權月刊，

2014年1月，181期，90-110頁。 
7 陳宏杰，歐盟：一些平面的商品外觀商標因係獲得技術結果所必要者而遭核駁，商標新知月

訊，2012年7月，9頁。 
8 洪燕媺，論立體商標之註冊須具備非功能性要件，聖島國際智慧財產權實務報導，2006年6

月，8卷6期。參網址http://www.saint-island.com.tw/report/data/IPR_200606.htm#a01，最後瀏

覽日期：2014年8月22日。 
9 陳宏杰，解釋美國商標案件及商標審判與上訴委員會的趨勢（關於賀喜巧克力商標及Delta T

風扇商標），商標新知月訊，2014年5月，6-9頁。 
10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468號判決「FERRERO ROCHER box T-24 device（ three-

dimensional device）（in colours）」立體商標，及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商訴字第96號判

決「瓶子立體圖」立體商標。 
11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TrafFix Devices, Inc. v. Mktg. Displays, Inc., 532 U.S. 23, 33, 58 

USPQ2d 1001, 1006 (2001). 
12 ECJ preliminary ruling of 18/06/2002,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Remington Consumer 

Products Ltd, Case C-299/99 (2002). 
13 ECJ judgment of 14/09/2010, Lego Juris A/S v OHIM - MEGA Brands Inc., Case C-48/09 P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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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訟重要案例，以及介紹USPTO14及OHIM15現行審查手冊中涉及專利技術功能性之

內容，試著釐清處於商標識別與功能性／專利技術雙重介面之非傳統商標案件，是

否確具有功能性的判斷過程，希望供作為我國審查人員審理非傳統商標案件之補充

資料，並作為未來可能修訂審查基準之參考，使商標審查人員與申請人得以明確知

悉判斷功能性所引據之範圍界線。 

貳、我國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涉及功能性之主要內容 

一、功能性之定義 

我國審查基準對於功能性的定義，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指達成商品用途、使

用目的或技術效果所必要的設計或特徵，或(二)會影響商品或服務的成本或品質者

而言。 

功能性包括實用功能性及美感功能性。大家對實用功能性的概念較為熟悉，例

如，輪胎上的胎紋，主要功能係提供抓地力，以及特殊胎紋甚至具有強力排水功

能，可下雨天高速行駛不打滑16。 

而美感功能性，是指特徵雖不具實用功能性，不能增加商品服務的效能或降低

其成本，但是明顯具有其他的競爭優勢，基準舉例：(一)黑色的船尾外掛馬達，黑

色雖不能增強馬達效能，但是黑色易與任何船隻顏色搭配，同時還可以使馬達看起

來比較小；(二)柳橙口味的藥物，雖不會使藥物在治療疾病上達到更好的效果，但

是可以遮蓋藥物的味道，皆屬美感功能性的情形。 

根據以上案例，筆者將美感功能性，理解為物品特徵係對「人類感官之視覺、

聽覺、嗅覺、味覺」產生一「附帶具體效果」之競爭優勢，並藉此與實用功能性產

生區別。 

                                                        
14 USPTO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 1202.02(a) Functionality of Trade Dress. 
15 OHIM’s Manual of Trademark Practice - 2.5.3 Shape of goods necessary to obtain a technical 

result - Article 7(1)(e). 
16 筆者自行舉例。 



非傳統商標涉及功能性或專利技術之審查實務與案例探討 45 

專利師︱第二十一期︱2015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智慧財產權對於功能性標的、技術創新之保護方式 

一般來說，商譽由商標法保護，立法目的「包括」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與公共利

益，並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17。技術創新則透過專利法保護，立法的「主要目

的」（或者說「唯一主要目的」），是促進產業發展18。 

專利法賦予功能性商品有限的保護期間，且在這段期間內，權利人享有威力強

大之排他權19，以此法定權利吸引發明人向社會大眾揭露其技術研發成果，產生一

對價關係。該有限保護期過後，該發明技術成果即成為公共財，任何人均能自由使

用，以達成前面說的主要目的：促進產業發展。 

而商標權得藉由延展取得永久保護，若具有功能性的商品設計或特徵能取得商

標註冊，產業即無法利用該功能技術，不能達成前述「促進產業發展」的目的，且

有礙於同業的公平競爭。因此為避免此種情形發生，商標法於第30條第1項第1款明

訂，商標若「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之功能所必要者」，則不能取得註冊。 

三、與識別性之競合關係 

基準特別指出，識別性與功能性為二個需要個別判斷的事項，具有功能性的商

品設計或特徵，縱使因取得專利保護，於市場獨占使用，進而取得後天識別性，但

因具有功能性，仍不得核准註冊為商標。此係向權利人明白宣示，功能性特徵即使

已取得後天識別性，亦無法藉由商標法的保護傘，無限期地延續其權利生命。 

                                                        
17 詳商標法第1條：「為保障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

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特制定本法。」 
18 詳專利法第1條：「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

定本法。」 
19 詳專利法第58條第1項：「發明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

實施該發明之權。」及第2項：「物之發明之實施，指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

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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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體商標功能性之判斷條件 

基準明定的具體考量因素如下： 

(一)該形狀是否為達到該商品之使用或目的所必須 

意思是，該形狀無其他的替代形狀，例如：圓形是輪胎設計的唯一選擇，縫衣

針必須一頭是尖的，另一頭是可穿線的橢圓形孔所組成。 

(二)該形狀是否為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 

意思是，該形狀主要的功能特徵僅係用以達到特定的技術效果，例如電風扇葉

片之形狀，係為達到空氣流動效果所必備的形狀，故不得指定使用於電風扇商品申

請註冊。 

1. 存在與立體形狀相關之專利技術文件 

基準提到，關於引證資料，可由立體形狀是否已取得發明或新型專利權，無論

專利屆期與否，均得作為其判斷標準之一，因專利權之存在，可顯示該形狀之實用

功能，因此可以作為該形狀具有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的表面證據20。 

2. 申請人或競爭同業之廣告行銷方式 

基準指出，若申請人在其廣告或促銷活動中，曾明白強調該立體形狀具有特定

的功能或該形狀可達到某種技術效果，而該說明並非僅是為了達廣告效果所為之誇

大陳述，則此事實得作為判斷該立體形狀是否為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的佐證。

此外，競爭同業或業界刊物關於相同或近似於該特定形狀或技術特徵的廣告及報導

等，亦得作為功能性判斷的參考。 

3. 市場上存在其他替代形狀之抗辯 

這是最常見之抗辯理由，申請人具體舉出在市場上存在具有相同功能的替代形

狀。基準提到，即便有其他的替代形狀可達到相同的技術效果，亦無法克服該形狀

                                                        
20 英美法上之Prima facie，主要涵義是：原告已經完成了提供證據的舉證責任，除非被告反

駁，在表面上足以證明原告特定主張或待證事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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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功能性的核駁事由，其主要理由在於，如果具有特定技術效果的立體形狀取得

商標權，將限制競爭同業以該形狀作為技術解決方案的選擇自由，而妨礙市場公平

競爭，有違商標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 

(三)該形狀的製作成本或方法是否比較簡單、便宜或較好 

若該製作成本或方法較簡單、便宜或較好之形狀，經特定人士註冊取得商標專

用權後，其他業者為避免侵害該商標，勢必增加製造成本或使用較困難之製造方式

製造其他形狀，浪費社會經濟資源，如此一來顯將造成不公平競爭。 

五、小 結 

一旦審查人員認為立體形狀具有功能性，申請人即使檢送廣泛使用證據，證明

申請標的已取得後天識別性，亦無法取得商標註冊。因此，審查人員若以功能性為

核駁理由，應負擔某種程度之舉證責任，在OA中應進行相當程度之論證說理，但

在實務上，舉證責任究竟應達到何種程度？哪些資料可作為引證資料？利用引證資

料之論證究竟應達到何種程度？ 

基準提到，只要立體形狀已取得發明或新型專利權，無論專利屆期與否，均得

作為判斷參考之引證資料。 

但是在實際審查工作上，商標審查人員該如何確定立體形狀已取得發明或新型

專利權？此判斷過程涉及兩種不同領域智慧財產權文件之權利範圍解釋及比對工

作，審查人員是否只要說明專利文件之圖式係與商標申請標的相同／高度近似者作

為引證文件則已足？還是需要以引證專利申請範圍為基礎，進行詳細說明與比對等

複雜工作，才算完成階段性之舉證責任？ 

對審查人員而言，如果能在現行審查基準中，向審查人員提示明確的標準審查

作業流程，相信在功能性核駁理由之運用、蒐證、解釋及判斷說理上，能有較一致

性之標準，也有較高機率獲得申請人之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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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法院涉及功能性之判決 

一、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468號判決 
（金莎巧克力包裝盒立體商標） 

(一)案情簡介 

1.立體商標異議案 

系爭商標：「FERRERO ROCHER box T-24 device（three-dimensional device）

（in colours）」立體商標21，經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取得註冊第1200294號，指定

使用於「巧克力糖、巧克力糖果、巧克力杏仁糖、糖果」。 

 

2.異議理由 

以系爭商標有違（修正前）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第4款22及第13款之規定，

對之提起異議。 

(二)最高法院判決理由 

系爭商標之包裝形狀是否為發揮其功能性所必要者？對此，原審參考被上訴人

訂頒之「立體、顏色及聲音商標審查基準」2.5.1及5.2意旨，認為商品或其包裝之立

                                                        
21 商標圖樣描述：本件立體商標之設計係一個裝有24粒金黃色球狀糖果之長方形且盒頂透明並

有金黃色、紅色、白色及金黃色條紋環繞之包裝容器。條紋上有白色滾有金黃色及紅色邊及

含外文“FERRERO ROCHER”字樣之橢圓形標籤，外文“ROCHER”下方是一個裹有金黃色包

裝紙之球狀糖果為主，糖果左半部是未包裝之咖啡色球狀糖果及右半部則是一個咖啡色榛果

粒及綠葉。 
22 商品或包裝之立體形狀，係為發揮其功能性所必要者，不得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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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形狀具具特定功能性而為業者所需要之商品或包裝之立體形狀，若由一人所獨

占，將嚴重影響同業權益，產生不公平後果，不得准予註冊。惟若申請之立體商標

非僅由具有功能性特徵之形狀所組成，尚包含其他具有特色的形狀，且申請人很明

顯地並無取得該具有功能性部分獨占權之意圖，並從其指定使用商品之實用功能之

角度觀之，該功能並非主要者，如果就立體商標整體觀之，具有識別性，縱使該立

體商標之某一部分具功能性之特徵，仍可核准其註冊。而原審衡酌一般市場交易情

形，經營巧克力糖業者有以「片狀、塊狀、圓球狀、心型狀」等不同之大小形狀生

產巧克力商品，並搭配各式顏色、圖案設計包裝「單顆」販售；至於多顆商品外包

裝上，業者有以「紙、塑膠膜、壓克力」等材質，以「袋、盒、罐」等不同形狀包

裝販售，因認在一般行銷市場上即有「多種可替代性」之巧克力商品單顆或多顆包

裝樣式，且系爭商標非單純僅由透明外盒之形狀組成，尚包含文字、商品本身形

狀、外包裝、標籤等特殊設計等因素，進而據以認定系爭商標即非為發揮功能性所

必要，並無影響相關事業之公平競爭之情事，難謂系爭商標之包裝形狀具發揮其功

能性所必要者，亦無違誤，其認定事實，難謂與論理及經驗法則有違。 

(三)判決評析 

最高法院認定系爭商標非為發揮功能性所必要之理由： 

1. 非僅由功能性特徵（透明外盒包裝之形狀）所組成，尚包含其他特殊設計

（文字、商品本身形狀、外包裝、標籤等）； 

2. 從其指定使用商品之實用功能之角度觀之，該功能（透明外盒包裝之形狀）

並非主要者，就立體商標整體觀之，具有識別性，縱使該立體商標之某一部

分具功能性之特徵，仍可核准其註冊； 

3. 一般行銷市場上存在「多種可替代性」之巧克力商品（以「片狀、塊狀、圓

球狀、心型狀」搭配各式顏色、圖案設計之「單顆」包裝樣式，或以「紙、

塑膠膜、壓克力」等材質，以「袋、盒、罐」等不同形狀包裝之「多顆」包

裝樣式），反駁上訴人有關巧克力做成圓球狀，以錫箔紙包裹外部，係屬發

揮其功能性所必要者之主張。 

其次，可注意到判決時所依據之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4款並無「僅由」二字，

但判決內容已充分運用「僅由」之概念，與2011年修正之現行商標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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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商訴字第96號判決 
（蘋果西打汽水瓶立體商標） 

(一)案情簡介 

1.立體商標申請註冊案 

系爭商標：申請第101039830號「瓶子立體圖」立體商標23，指定使用於第32類

之「不含酒精的飲料；啤酒；製汽水配料；製飲料香精；製飲料配料；製礦泉水配

料；水（飲料）；水果飲料；水果醋飲料；沙士；汽水；果汁；果菜汁；清涼飲

料；等滲飲料；運動飲料；蔬菜汁；礦泉水；蘋果汁；蘇打水」。 

 

2.核駁審定理由： 

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24。 

(二)智慧財產法院關於功能性部分之判決理由 

由上開瓶體設計整體觀之，仍僅為市面習見飲料或酒類瓶身形狀之簡易修飾變

化，未產生顯著差異於習知瓶體形狀之印象，……，應不具識別性。 

至於原告所稱系爭商標瓶身中段圓橫形部分及瓶身下段有半圓形隆起形式之肋

條，且瓶底有略微凹陷之設計，係為改善因水氣凝結造成手滑摔瓶之情形，而有利

                                                        
23 商標圖樣描述：本商標係一圓身瓶之立體圖樣，為長形瓶體，在瓶體上段係以平滑線條漸縮

成之具階層狀頸部與瓶口，其中段為圓橫形具適位形成有一略為突出之環緣，至於瓶體之下

段則是自該環繞至底面間形成有複數個呈半圓形隆起型式之肋條，略為凹陷的造型設計。 
24 本件行政訴訟案雖主要爭點在於「系爭商標之註冊是否具有識別性？」，但兩造言詞攻防內

容均涉及功能性事由，法院亦對功能性部分表示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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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手握部分，係屬於功能性之商品設計。 

按具有功能性的商品形狀或包裝可以提升產業整體技術進步25，並帶給社會便

利，若該功能性的設計歸屬於一人所有，將造成市場的永久獨占，不利於市場的公

平競爭與技術進步，但若完全不加保護，也可能損及創新的動機，為在鼓勵創新與

維護公共利益間取得衡平，專利法賦予功能性商品有限的保護期間，時間經過後，

該發明即成為公共財，任何人均能自由使用。至於商標法主要目的，在保護具有指

示商品或服務來源功能的標識，該標識並得藉由延展取得永久保護，而無期間的限

制。若具有功能性的商品設計或特徵能取得商標註冊，則該永久性的保護即有礙於

同業的公平競爭及社會的進步，為避免此種情形發生，商標若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

之功能所必要者，則不能取得註冊。 

故系爭商標兼具有功能性之設計，與其是否具有識別性，事屬二事，上開主張

尚無從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 

(三)判決評析 

雖然原告提出本件立體形狀已取得新式樣專利26，主張具有設計上之獨特性，

與一般飲料容器具有顯著差異，進而具有商標識別性，但原告之支持理由卻是，

「……系爭瓶子立體圖因具有肋條及略微凹陷設計之下段瓶身，該肋條及凹陷實具

有改善因水氣凝結造成手滑摔瓶之情形，且瓶身中段圓橫形部份利於手掌虎口握

瓶，接近平底略微凹陷之設計，亦利於手掌之支撐……」，致法院認為該主張落入

功能性事由，無法作為有效之抗辯。 

                                                        
25 此小段與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第2.3小節內容相同。 
26 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第10.1小節與新式樣專利競合之關係，提到「新式樣專利係指對物品之

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並非屬技術或功能之創作，……，因

此，非傳統商標，尤其立體形狀有可能同時獲得商標法與專利法的保護，但重要的是，該外

觀造形要獲得商標保護，必須具有指示商品來源之功能。……因立體形狀設計是否具備識別

性，並非取得新式樣專利的要件，亦即一項不具識別性的立體形狀設計，可僅因其設計上的

創意而取得新式樣專利權，但卻不可能因此進而取得識別性及商標權，除非該新式樣專利權

人可以舉證證明該不具先天識別性的產品形狀設計，業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指

示申請人商品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基於取得商標第二層意義，所具有之

後天識別性，核准其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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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面2則判決內容，雖提到功能性，但是案情並未牽涉發明或新型專利

案。 

肆、美國法院有關技術功能性之重要判決及USPTO審查

手冊相關內容 

一、美國最高法院2001年TrafFix案判決簡介
27 

(一)事實 

Marketing Displays, Inc.（下稱「MDI」）為美國實用專利US 3,646,696及US 

3,662,482之專利權人，該專利係一採用雙彈簧設計（dual-spring design）機構，可

抗逆風保持直立而不傾倒之臨時路標立牌架或室外招牌架。 

US 3,646,696專利（揭露一具有雙彈簧之立牌架）如下： 

 

                                                        
27 參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TrafFix Devices, Inc. v. Mktg. Displays, Inc., 532 U.S. 23, 33, 58 

USPQ2d 1001, 100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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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3,662,482專利（揭露立牌架之招牌立面與腳架之最佳化尺寸及重量分配）

如下： 

 

MDI公司利用前述專利進行製造及銷售，建立成功之商業模式。該公司主張消

費者能夠充分辨識其產品，因其底座上方之雙彈簧設計相當明顯。 

本件訴訟發生於專利過期後，TrafFix Devices, Inc.（下稱「TrafFix」）開始銷

售一具有類似MDI公司之彈簧設計外觀的標誌立牌。當TrafFix公司開始進行商業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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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前 ， 曾 將 MDI產 品 送 至 外 國 進 行 還 原 工 程 分 析 28。 另 外 ， MDI將 產 品 取 名 為

“WindMaster”，而TrafFix將其產品命名為“WindBuster”。 

    

MDI公司 依 據1946年Lanham法，起 訴主張TrafFix侵害商標權（基於近 似商

標），侵害商品表徵（基於雙彈簧設計）及不公平競爭。TrafFix則基於反托拉斯理

論（antitrust theories）反訴MDI。 

案經密西根東部地方法院29及CAFC30審理，均判決兩造商標名稱構成近似，且

TrafFix之反訴不成立。關於侵害商品表徵一節，地方法院認為雙彈簧設計具功能

性，其作成簡易判決（Summary judgement），駁回MDI商業表徵之主張；惟CAFC

認為，地方法院審酌商業表徵時，僅注意到雙彈簧設計，具有法律見解上之錯誤，

而撤銷此部分之判決。經美國最高法院審理後，於2001年作成判決。 

                                                        
28 還原工程（又稱逆向工程），是一種技術解析過程，即對一計畫標的產品進行逆向分析及研

究，從而演繹並得出該產品的處理流程、組織結構、功能效能規格等設計要素，以製作出功

能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產品。逆向工程源於商業及軍事領域中的硬體分析。其主要目的

是，在不能輕易獲得必要的生產資訊下，直接從成品的分析，推演出產品的設計原理及過

程。參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Reverse_engineering，最後瀏覽日：2014年8月

31日。 
29 Marketing Displays, Inc. v. TrafFix Devices, Inc., 971 F. Supp. 262 (E.D. Mich. 1997). 
30 Marketing Displays, Inc. v. TrafFix Devices, Inc., 200 F.3d 929 (6th Ci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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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內容 

最高法院將審理重點放在商品表徵（trade dress）問題上，主要爭點在於MDI商

品表徵中的雙彈簧設計。法院初步認為，消費者並未將該雙彈簧設計之外觀與MDI

產生連結。 

在涉及商品表徵侵權之民事訴訟案件，若商品表徵未註冊於主註冊簿，主張商

品表徵之一造負有舉證責任，證明其不具功能性31。因此最高法院認為，若商品特

徵具有功能性，則不得主張商品表徵之保護。 

一般來說，一項標的將會被複製拷貝，除非它受到專利權或著作權所保護。而

保持競爭經濟之法律並非總是阻止或責難這些複製拷貝行為。 

允許競爭者拷貝複製將帶來效益。如在公眾領域進行化學或機械之還原工程，

將帶來產業技術之顯著進展。 

本案之主要問題在於：一過期專利對商品表徵之侵權主張所產生之影響。 

最高法院認為，一實用專利之存在，是特徵具有功能性之強勢證據，將推定該

特徵具有功能性。尋求商品表徵保護之一造將負擔沉重之舉證責任，例如說明係屬

任意性、非主要或裝飾性特徵，證明其不具功能性。 

MDI無法舉證以克服過期專利揭露雙彈簧設計而具有功能性之強勢證據。 

MDI專利中的雙彈簧之位置是分開的，而TrafFix產品的雙彈簧卻緊密相鄰，其

商品外觀顯不相同。在專利權仍有效時，從MDI先前對Winn-Proof所提起之專利訴

訟32來看，雖商品外觀差異極大，不構成文義侵害，惟以均等論33分析，仍落入申

請專利範圍之均等範圍，當時地方法院與CAFC均判決Winn-Proof侵害MDI之專利

權。 

                                                        
31 詳Title 15 U.S.C. § 1125 - False designations of origin, false descriptions, and dilution forbidden 

之(a)(3) (1994 ed., Supp. V)。 
32 詳Sarkisian v. Winn-Proof Corp., 697 F.2d 1313 (1983)。 
33 詳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ical Co., 520 U.S. 17 (1997)。「均等論」係基於

侵害當時之技術水平，以手段、功能及結果等三步驟，適度地擴張申請專利範圍中特定限制

要件至一均等範圍，據以判斷待鑑定對象中，不符合「文義讀取」之技術手段是否落入均等

範圍中。均等範圍的存在，主要是避免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之技術特徵，稍做非實質之改變

後，便得以規避「文義侵害」，致使專利權人之權利受損害。詳李文賢，專利法要論，2005
年，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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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先前判決，最高法院認為，本案中TrafFix的系爭商品被MDI的過期專利

範圍所涵蓋。 

在專利說明書中提到：一般裝置易被強風吹倒。本雙彈簧設計在強風下仍能維

持直立不傾倒，使用雙彈簧較單彈簧具有重要運作技術優勢。例如可抵禦垂直軸方

向之力矩，且該力矩會造成彈簧結構之損壞，造成整個立牌裝置之傾倒。 

MDI在專利申請歷程中，提到本雙彈簧設計同時影響了製作成本，為達到相同

目的，也可設計3個以上之彈簧，但是這樣會增加不必要之成本。 

對於功能性的認定，最高法院採取Inwood formulation，即一商業表徵之特徵對

於商品用途或目的係屬必要的，或影響商品之製造成本或品質，則認為該特徵具有

功能性，不必再進一步考慮該特徵有無競爭必要性。 

本篇美國最高法院TrafFix案之判決，為商業表徵之功能性理論發展，定下一重

要之里程碑。在判決中所揭示之許多重要解釋意旨，目前已納入USPTO商標審查手

冊中。 

二、USPTO商標審查手冊——1202.02(a)商業表徵之功能性
34 

本小節介紹USPTO 商標審查手冊——1202.02(a)商業表徵之功能性的重要內

容。 

若一商業表徵之特徵對於商品用途或目的是必要的，或影響商品之製造成本或

品質，則其具有功能性，此即Inwood formulation35。 

自1998年後，美國商標法增加一技術性修正條款（the Technical Corrections to 

Trademark Act），將功能性明確列為拒絕註冊事由，只要商業表徵其整體具有功能

性，則： 

1. 不論是否已取得識別性，不得取得主註冊； 

2. 不得取得輔助註冊； 

                                                        
34 參USPTO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 1202.02(a) Functionality of Trade 

Dress。 
35 此為美國法院系統一再引用之Inwood formulation，原文為Trade dress is functional, and cannot 

serve as a trademark, if a feature of that trade dress is “essential to the use or purpose of the article 
or if it affects the cost or quality of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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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使註冊超過5年，仍得作為商標無效事由； 

4. 於侵權訴訟中，即使據爭商標已註冊超過5年36，功能性為一法定抗辯事由。 

(一)功能性原則之目的 

功能性原則，目的是希望在鼓勵競爭的商標法與專利法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權利人可選擇商標法以長期累積商譽的方式，或專利法於有限期間獨占一技術功效

的方式，進行正當競爭。 

其中以專利法進行正當競爭，只要專利權過期，其所揭露之技術手段即屬於公

眾利益，可被第三人自由複製利用，以提升產業界整體設計或製造水平，此亦為專

利法之立法目的。因此，美國最高法院於TrafFix案明白表示，此功能性原則並不被

取得後天識別性之證據所影響。 

故手冊明白指出，即使有證據清楚顯示消費者知悉一具有功能性特徵之商品係

來自單一來源，基於公共政策理由，仍不予商標權加以保護。 

(二)功能性之定義 

在2002年以前，USPTO將功能性區分為事實功能性（de facto）及法律功能性

（de jure）。 

其中事實功能性例如：任何形狀設計之瓶身，所具有盛裝液體的功能，所有燈

具所具有之發光功能等，事實功能性並不必然屬於核駁事由。 

而法律功能性，定義是：商品具有一特殊外型，且該外型設計使得商品運作地

更好、效用更高。 

但後來最高法院在判決中，並未將功能性區分為事實功能性或法律功能性，且

商標法所增列的技術性修正條款，也僅使用“functional”一詞，並未加以區分，故在

目前審查實務上，美國審查律師已不在核駁理由通知書中進行上述區分37。 

                                                        
36 美國商標審查手冊稱之為incontestable registration，即該商標自聯邦註冊時起，已經過連續5

年之使用，而取得不可爭論之地位。 
37 目前美國法律實務界仍常使用事實功能性（de facto）一詞評論案件，因其概念似較具體好

掌握。參MIP報導，網址http://www.managingip.com/Article/3340408/Managing-Trade-marks-
Archive/US-trademark-case-and-TTAB-trends-explained.html，及陳宏杰，註9文，6-7頁。在報

導中的賀喜巧克力立體商標案，大片狀的巧克力所具有之直線狀摺痕，該摺痕具有使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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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定功能性之舉證責任 

為 證 明 一 商 業 表 徵 商 標 具 有 功 能 性 ， 審 查 律 師 負 有 提 出 表 面 證 據 （ prima 

facie）之舉證責任，因此，審查律師必須審查申請標的，包括圖樣、商標描述、指

定商品及服務、使用樣本等，以及進行獨立完整之檢索作業，期獲得充分證據以支

持OA。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商標係具有功能性，卻缺乏證據支持，審查律師得行

使資訊闡明要求38，通知申請人檢附相關資料進行說明。 

舉證責任隨後移至申請人，其需檢附答辯證據（competent evidence），反駁審

查律師所提出之功能性表面證據資料。對於答辯證據之一般要求標準，需達到優勢

證據39。 

有關功能性之認定屬於事實問題，取決於個案所完整呈現之證據資料。 

                                                                                                                                                        
易將巧克力摺成整齊小片之功能，經USPTO審查律師認為具有功能性而核駁。經申請人上

訴至TTAB，並檢送資料顯示，不同廠商均於巧克力刻劃線條，以利消費者將巧克力分解成

小塊食用；另TTAB認為，巧克力商標上所具有的隆起矩形邊界，為商標之顯著部分

（prominent part），且其係屬裝飾性元件，故商標整體視之，非屬達成功能性之必要，而撤

銷原核駁決定。參In re Hershey Chocolate and Confectionary Corporation, TTAB Serial No. 
77809223 (June 28, 2012) [not precedential]。 

38 根據37 C.F.R. § 2.61(b)，審查律師得要求申請人檢附其他資料，以利案件審查；若申請人不

遵守此項要求，將被拒絕註冊，參USPTO網址http://tmep.uspto.gov/RDMS/mashup/html/page/ 
 manual/TMEP/Oct2012/TMEP-800d1e2611.xml，最後瀏覽日期：2014年9月3日。 
39 優勢證據，係指證據能力超過50%以上，亦即可提出超過半數以上證據的一方即可能獲得勝

訴。而證明標準，是指提出控訴的一方說服事實發現者其控訴事實成立的程度，英美法上，

一般可分為下列三種標準（由低至高）：(1)「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標準，其證明力大於50%，亦即有大於50%的可能性可以證明事實成立，在英美民事訴訟中

及證明專利侵權通常使用此標準； (2)「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標準，其證明程度高於優勢證據標準，例如證明專利無效，長久以來都是使用

此標準；(3)「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標準，所提出之證據須排除一切可

合理懷疑之疑點，證明力幾乎近於100%，由於刑事判決造成的結果較嚴重，若誤判將導致

受刑人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所以刑事案件使用此最高的標準。詳李佳怡，由Microsoft v. 
I4I案探討美國專利無效抗辯的證明標準，聖島智慧財產權實務報導，2011年9月，13卷9
期；網址http://www.saint-island.com.tw/report/data/IPR_201109.htm#a02，最後瀏覽日：2014
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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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商標之申請主體，與新型專利（utility patent）所揭露之實用特徵相同，則申

請人承擔一特別沉重之舉證責任（especially heavy burden），以說明該特徵不具功

能性。 

(四)關於認定功能性之證據及考量 

功能性之認定通常包括下列考量因素，又稱為Morton-Norwich 考量因子40： 

1.存在一新型專利（utility patent），其揭露申請設計圖樣之實用功效； 

2.申請人廣告宣傳該設計圖樣之實用功效； 

3.關於是否存在其他設計外型之事實； 

4.該設計外型是否構造上相對簡單或製造成本較為低廉。 

前述考量因子之證據資料，絕大多數為申請人所持有，前面提到，若審查律師

有充分理由相信商標係具有功能性，卻缺乏證據支持，審查律師可行使資訊闡明要

求。若申請人無故不配合檢附資料，申請案將予拒絕註冊41。 

審查手冊已要求審查律師於第一次OA進行前述通知，特別是商品外型設計圖

樣之申請案。通知內容除Morton-Norwich之4項考量因子外，可包括：證物樣本、檢

索 申 請 人 及 競 爭 同 業 之 網 頁 、 產 業 規 則 與 標 準 、 相 關 法 律 資 料 庫 （ 如

LexisNexis）、或USPTO專利資料庫等。 

審查手冊提到，並非每一個案均需完整考量Morton-Norwich之4項考量因子，最

高法院於TrafFix案指出，只要設計圖樣符合Inwood formulation，係屬功能性，就沒

有必要進一步考量該特徵是否具有競爭必要性（competitive necessity）。 

檢核整體商業表徵是否具有功能性相當重要。一般來說，將一完整之設計圖樣

解構為數個獨立特徵並分析其實用功效，並不直接表示該完整設計圖樣係具有功能

性。然而，此一分析方式有時有助於解析整體設計圖樣。 

而當證據顯示整體設計圖樣係具有功能性時，圖樣中即使存在之些許任意性或

非功能性特徵，尚不致影響判斷結果42。 

                                                        
40 詳In re Morton - Norwich Prods., Inc., 671 F.2d 1332, 1340-1341, 213 USPQ 9, 15-16 (C.C.P.A. 

1982)。 
41 詳In re Babies Beat Inc., 13 USPQ2d 1729, 1731 (TTAB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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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案例中若設計圖樣整體不具有功能性，卻包含不明顯且具有功能性之元

件時，審查律師需通知申請人將該部分改以虛線繪製，以表示非屬商標之一部分。 

1. 涉及實用專利或設計專利 

關於專利技術文件之取得，審查律師得行使資訊闡明要求，通知申請人檢附任

何有效、申請中、已過期消滅、拋棄的專利權或自請撤銷43的專利申請案。第三人

之專利技術文件亦可作為功能性之引證文件。 

審查手冊提到，為判別商標申請之標的是否被列入申請專利範圍（Claims），

重點在於詳細閱讀專利技術文件。若被列入申請專利範圍，則該實用專利係屬一強

勢證據。若未被列入申請專利範圍，或者，特徵僅為該專利之參考（referenced in 

the patent），而特徵係屬任意性或非主要特徵（arbitrary or incidental features）時，

該專利作為功能性引證之可能證據力，實質上即減弱或消失了44。 

申請人若希望將已列入申請專利範圍之任意性或非主要或裝飾性特徵，尋求申

請商標註冊，申請人需證明該商標申請範圍，並非作為申請專利範圍的技術特徵標

的。審查律師可進一步藉由申請答辯歷程（prosecution history），確認商標申請範

圍是否屬於專利功能性之一部分（參TrafFix案）。 

審查律師應該綜合考量所涉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發明說明、圖示、及摘要所

揭露之事項，另外，申請人於申請答辯歷程所作關於實用技術優勢之陳述，亦屬於

支持功能性之強勢證據。 

                                                                                                                                                        
42 詳In re Becton, Dickinson & Co., 675 F.3d at 1374, 102 USPQ2d at 1376; Textron, Inc. v. U.S. 

Int’l Trade Comm’n, 753 F.2d 1019, 1025, 224 USPQ 625, 628-29 (Fed. Cir. 1985); In re Vico 
Prods. Mfg. Co., 229 USPQ 364, 368 (TTAB 1985)。 

43 於Valu Eng’g, Inc. v. Rexnord Corp., 278 F.3d 1268, 1279, 61 USPQ2d 1422, 1429 (Fed. Cir. 
2002)案中，CAFC同意上訴委員會的看法，認為自請撤銷的專利申請案件符合Morton-
Norwich的第一項條件，因為尚未獲准之實用專利的專利申請範圍，與已獲准之實用專利相

同，皆具有實用技術優勢（ utilitarian advantages ），而具有證據顯著性（ evidentiary 
significance）。 

44 詳In re Udor U.S.A., Inc., 89 USPQ2d 1978, 80-82 (TTAB 2009)，TTAB將專利文件中之圖示，

與商標圖樣中之「可見特徵」進行詳細比對，發現在專利申請範圍之特徵元件並未出現於商

標圖樣或商標描述，因此認為該專利文件無法作為支持功能性理由之引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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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Design patent）係一新穎、具原創性及裝飾性之物品外觀創作。設

計專利為不具功能性的考量因素之一，因設計專利在定義上，僅保護裝飾性及非功

能性特徵。 

2. 廣告、促銷活動或商品文宣對於功能性之認定 

若申請人廣告係宣傳商品設計或包裝之實用技術，其為支持功能性之強勢證

據。收到核駁理由後，申請人通常會主張該陳述僅為一關於產品實用功能之吹捧誇

示性（puffery）宣傳用語。然而當廣告描述清楚地強調設計之特定實用技術特徵，

且以該設計為記號標示時，TTAB將不採此以吹捧誇示為理由之主張45。 

故審查手冊表示，當存有功能性疑慮時，審查律師需在第一次OA中，要求申

請人提供所有廣告宣傳資料、型錄文本、申請人以及競爭同業之網頁資料等，特別

是任何有關提到申請圖樣所含特徵之資料。 

3. 是否存在替代性設計對於功能性之認定 

為反駁審查律師所提之表面證據，申請人經常提供市場上存在其他設計外型商

品之證據，以說明特定外型在產業上無競爭需求。然而最高法院在TrafFix案中指

出，只要滿足Inwood formulation條件，便不需考慮在未來是否存在競爭需求46。 

因此審查手冊提到，審查律師應該在第一次OA中詢問是否存在其他設計型之

替代品，且該替代品之製造過程是否較為昂貴。 

當證據顯示，申請人之設計外型具有較佳表現時，該證據即屬功能性之強勢證

據。若有證據顯示，競爭者替代品之表現與申請標的相當時，表示競爭者並不需要

採行申請標的以進行有效競爭，因而此考量因素可能無法成為支持功能性之理由。

                                                        
45 詳Gibson Guitar, 61 USPQ2d at 1951，申請人廣告表示：此特殊造型之吉他，相較於一般商

品，可創造出更為平衡協調，較少混濁之音質。 
46 前面提到，功能性原則之目的，是希望在鼓勵競爭的商標法與專利法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權利人可選擇商標法以長期累積商譽的方式，或專利法於有限期間獨占一技術功效的方式，

進行正當競爭。最高法院在TrafFix案中觀察到，以功能性特徵之排他使用，可能使競爭者

處於一與累積聲譽無關之明顯劣勢中（...would put competitors at a significant non-reputation-
related dis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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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存在其他替代品，只要滿足其他Morton-Norwich考量因子而認定具有功

能性，申請標的即無法取得商標註冊。 

4. 製作上是否較簡單或便宜對於功能性之認定 

此考量因子與Inwood formulation精神相同。通常可藉由申請人廣告資料所揭露

之資訊得知47。但即使申請人主張該設計標的製造較困難，或成本較為昂貴，並不

當然表示其設計不具功能性。因為具有較佳表現或具有較多功能之設計標的，在製

造上原本就可能較為複雜，成本亦較高。 

(五)美感功能性 

美感功能性（Aesthetic functionality），係表示該特徵並非提供一單純的實用功

能優勢，不能增加產品效能，但卻具有其他的競爭優勢，因此需保留予公眾使用。

最高法院在TrafFix案中，認為美感功能性係屬一有效之法律概念，將原本Inwood 

formulation之涵義擴充為，「可能使競爭者處於非名譽有關之明顯劣勢中48」。 

審查手冊舉例如下：1.漆成黑色的船舷外掛馬達，因黑色易與任何顏色之船身

搭配，且視覺上體積較小；2.黑色外觀之花束包裝，因該顏色用以表示莊嚴、典雅

之情感，或萬聖節等節慶使用；3.添加薄荷油之具有硝酸甘油的口腔噴霧劑，因薄

荷氣味可有效改善硝酸甘油之刺激性味道；4.柳橙口味的藥物，可以遮蓋藥物令人

不適的原味；5.可發出脈衝音調之鬧鐘，因有證據顯示相較於穩定音調，聲音變換

之脈衝音調將使鬧鈴更有效率49。 

                                                        
47 詳M-5 Steel Mfg., Inc. v. O’Hagin’s Inc., 61 USPQ2d 1086, 1097 (TTAB 2001)，TTAB發現申請

人廣告描述指出，其所設計之設置在混凝土屋頂版之金屬通風管道和通風口，安裝較簡易，

成本較低。 
48 原文為Expanding upon the meaning of this phrase, we have observed that a functional feature is 

one the “exclusive use of [which] would put competitors at a significant non-reputation-related 
disadvantage.” 

49 手冊中特別提到，脈衝音調之於鬧鐘之例，係達成商品用途、使用目的或技術效果所必要的

設計或特徵，尚具備實用功能性。筆者亦認為本例應屬實用功能性而非美感功能性，理由在

於，鬧鐘之主要功能為產生尖銳音調，使用目的為使人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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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歐盟法院有關技術功能性之重要判決及OHIM審查

手冊內容 

一、歐洲法院2002年Philips案預先裁決簡介50 

(一)事 實 

荷蘭商Philips公司自1937年開始研發電動刮鬍刀，至1966年，其等邊排列之三

刀圈產品問世，搭配Philishave之文字商標，在銷售市場上獲得極大成功，占有全世

界約30%之電動刮鬍刀市場。 

自1966年至1995年，雖然該商品銷售量呈現下滑趨勢，在英國市場，其三刀圈

之電動刮鬍刀產品仍然無競爭對手。 

於1985年，Philips公司提出一件由電動刮鬍刀三刀圈圖樣所組成之英國商標申

請案（後取得UK1254208商標51），以加強其獨占性。儘管如此，Philips公司之獨

占地位仍然受到挑戰，於1995年，英商Remington公司推出取名為DT55之三刀圈電

動刮鬍刀產品。因產品外觀與Philips公司之註冊商標構成近似，Philips公司控告

Remington公司侵犯其商標權，而Remington公司則反訴Philips公司之UK1254208商

標具有絕對不得註冊事由52，應宣告無效並撤銷註冊。 

                                                        
50 參ECJ preliminary ruling of 18/06/2002,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Remington 

Consumer Products Ltd, Case C-299/99 (2002)。 
51 詳http://www.ipo.gov.uk/tmcase/Results/1/UK00001254208?legacySearch=False，最後瀏覽日：

2014年9月2日。 
52 依1988年歐盟會員國指令89/104/EEC第3(1)(e)條規定，凡是源於商品本身的形狀（the shape  

which results from the goods themselves）、或為獲得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之形狀（the shape 
of goods which is necessary to obtain a technical result）、或賦予商品實質價值的形狀（the 
shape of goods which gives substantial value to the goods）等，不得取得商標註冊。修正後之

第7(1)(e)條規定與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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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英國上訴法院（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受理此案，審理過程中針對

歐盟指令之若干議題，請求歐洲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進行解

釋。經歐洲法院審理後，於2001年作成預先裁決。 

(二)預先裁決內容重點 

1.指令第3(1)(e)條係基於追求公共利益的目的，一旦具有技術效果所必要之形

狀獲准商標註冊，將使該形狀之所有人持續獨占其技術功能，造成第三人無法自由

地使用該等技術功能於商品上53。 

2.關於指令第3(1)(e)(ii)條「為獲得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之形狀」，係解釋為，

若商標僅由產品之形狀所組成，且該形狀之必要功能性特徵僅歸屬於某種技術效

果，即不得註冊。此外，一旦被認定為獲得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之形狀，即無法以

存在其他可達到相同技術效果之替代形狀的理由，克服功能性的認定。 

(三)後 記 

經筆者至歐洲專利局EPO Espacenet網站檢索，發現一於1990年4月16日公開之

專利案件揭露技術如下54： 

 

                                                        
53 筆者註，若擁有該形狀的永久排他權，將導致以該形狀所獲致之技術功效被永久獨占，此與

賦予有限獨占期間之專利，以換取發明者將技術公開以提昇產業技術水平的重要精神，即僅

能以有限時間獨占某種技術功效的原則相悖，是以，若該形狀係達成某種技術功效所必須具

備之形狀，歐盟商標指令TMD Article 3(1)規定，不得取得商標註冊。 
54 參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publicationDetails/biblio?DB=worldwide.espacenet.com&II= 
 46&ND=3&adjacent=true&locale=en_EP&FT=D&date=19900416&CC=JP&NR=H02102693A& 
 KC=A，最後瀏覽日：201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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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H02102693 (A) - ELECTRIC SHAVING APPARATUS（電動刮鬍裝置） 

This apparatus has a shaving head 2 provided with three shaving units 3 and a 

housing 1 provided with provided with a housing part 4.  

 

由該篇專利文件之摘要結合圖式內容，實已明確揭露具有三個等邊刀頭排列特

徵之電動刮鬍刀裝置。惟歐洲法院並未於裁決中明確提及，似未考慮專利存在之事

實55。 

二、歐洲法院2010年LEGO案判決簡介56 

(一)事 實 

1996年4月1日，LEGO公司之前身，Kirkbi公司（下稱「LEGO」），向OHIM

提出一件「紅色積木圖」之共同體第107029號立體商標申請案57，指定於第28類

「遊戲器具及玩具（Games and playthings）」。 

                                                        
55 參洪燕媺，註8文。該報導之作者也觀察到相同情形。 
56 參ECJ judgment of 14/09/2010, Lego Juris A/S v OHIM – MEGA Brands Inc., Case C-48/09 P 

2010。 
57 「就企業而言，已屆保護期限之專利權或著作權若能透過商標制度『復活』，莫不是極大利

益，實際上尋求此途之案例也不在少數——丹麥玩具商LEGO即是著名一例。自從其擁有之

組裝玩具專利於1970年代後期陸續失效，LEGO便積極尋求商標與著作權保護，為此不斷與

競爭對手掀起訴訟戰火，遍及多個歐洲國家以及美加等地，其中交手最頻繁的便是最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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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OHIM初步審查，認為系爭標識有違欠缺識別性及具備功能性之規定58，原擬

不予註冊。然而經過聽審LEGO說明及審閱其他證據後，認為系爭標識已取得後天

識別性，且非僅由達成技術效果所必須之商品形狀所組成，商標於1999年10月19日

取得註冊。 

就 在 註 冊 公 告 後 第 2 天 ， Mega 公 司 之 前 身 ， Ritvik 公 司 （ 下 稱 「 Mega 公

司」），向OHIM提出異議，主張系爭標識註冊有違歐盟商標規則之第7(1)(e)(ii)條

等規定，其商標註冊應屬無效。 

歐盟撤銷組受理Mega公司異議後，因Philips案尚未做出最終審決，先予暫停審

理，至Philips案結果確定後，於2002年7月續進行審理程序。2004年，歐盟撤銷組認

定該標識為達成技術效果所必須之商品形狀，撤銷商標註冊。LEGO不服，上訴至

OHIM上訴委員會（the Grand Board of Appeal of OHIM）。 

OHIM上訴委員會發現，這些可互相組合之玩具積木，即LEGO積木之前身，是

Harry Fisher Page所發明，於1939至1959年間提出申請，並獲許多英國專利： 

GB529580 

 

                                                                                                                                                        
者加拿大玩具商MEGA，後者甚至推出與LEGO積木相容之系列套組，致使兩者在立體商標

保護之議題上多次交鋒，企圖維護各自經濟利益」。詳許慈真，註6文，91頁。 
58 分別為歐盟商標規則No 40/94之第7(1)(b)條及第7(1)(e)(ii)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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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87206 

 

GB633055 

 

GB67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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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866557 

 

這些專利揭露了具有相同尺寸規格之積木及圓形凸鈕，就像LEGO的積木一

樣。這些凸鈕之功能是為了結合固著於類似積木之下方。 

歐盟上訴委員會發現，這些積木之外觀具有兩排共8個對稱之凸鈕，與系爭標

識相同，兩者差別僅在於紅色。 

上訴委員會藉由分析積木標識之重要特徵：凸鈕、次要（圓筒）射出體、側

壁、中空裙體等所具有之功能，以利於孩童抓握玩耍，易於組合或拆解，認定

LEGO積木商標整體形狀係為達成實用功能，並非作為識別標識，且標識中無任意

性或裝飾性元件，支持撤銷決定。LEGO不服，上訴至歐盟普通法院仍遭駁回，

LEGO續上訴至歐洲法院。 

(二)判決內容重點 

1.必須適當地認定申請商標標識中的必要特徵（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才能正確地適用歐盟商標法第7(1)(e)(ii)條。 

2.法院佐審官（the Advocate General）於意見書指出，「必要特徵」係指向標

識中的最重要元件（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sign）。 

3.必要特徵需視個案案情加以認定，得考量標識所產生的整體印象，或依序審

酌標識上的個別組成部分。當案情較為複雜時，得參酌調查報告、專家證人意見、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資料，以進行詳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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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標識中的必要特徵被認定後，需確認它們全體是否均係達成商品之技術功

能。若形狀中存在一不具備功能性之元件，例如一裝飾性或虛構想像元件，且為形

狀之重要部分時，第7(1)(e)(ii)條即無法適用。 

5.在本案中，歐盟上訴委員會發現，最重要元件在於積木頂面的2排共8個凸

鈕，且委員會審查重點著重於標識所涉及之先前專利。由專利可知，這些元件係為

達成某種技術效果（即玩具積木之組合特性）的必要特徵。因此，委員會認為除積

木顏色外，積木之所有組成元件均具有功能性。此論點被法院所支持。 

6. 歐 洲 法 院 指 出 ， 一 般 消 費 者 對 於 本 標 識 所 產 生 之 既 定 認 知 （ presumed 

perception），並非作為是否適用第7(1)(e)(ii)條之決定性考量因素，充其量，僅得作

為認定是否屬於標識必要特徵的相關評估準則。 

歐洲法院對於Philips案、LEGO案所為之判決，左右著歐盟對於非傳統商標功

能性判斷之發展方向。在該2篇判決中所揭示之許多重要解釋意旨，目前已納入

OHIM商標審查手冊中。 

三、OHIM商標審查手冊——審查編——絕對核駁事由——
第2.5.3節為達成技術成果所必須之商品形狀——商標法

第7(1)(e)(ii)條59 

本小節摘錄OHIM商標審查手冊之重點內容： 

歐洲法院於Philips案傳達下列重要觀念：歐盟商標指令希望將具有必要特徵以

實施一技術功能之形狀，排除在商標註冊範圍外，因商標所具有之排他本質，將限

制競爭者以該形狀作為技術解決方案的選擇自由。 

至於Philips公司抗辯，稱市場上存在其他形狀亦可達成相同技術功效之商品，

法院認為，即使存在其他形狀或方法可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也無法排除本條款規

定之適用。（參Philips案及LEGO案） 

但形狀若包含一不具功能性之主要元件，例如一裝飾性或虛構想像元件且為形

狀之主要部分時，該條款即無法適用。（參LEGO案） 

                                                        
59 參OHIM’s Manual of Trademark Practice - Examination - Absolute Ground For Refusal 2.5.3 - 

Shape of goods necessary to obtain a technical result - Article 7(1)(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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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即使存在一個或多個次要的任意元件，只要全部之必要特徵皆與技術功

效有關，仍不影響該形狀係為達成某種技術功效所必須之結論。 

因此，在認定哪些屬於形狀上之必要特徵，則為判斷重點，也是容易產生爭議

之 處 。 故 必 要 特 徵 ， 應 解 為 圖 樣 上 最 為 重 要 的 元 件 （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且需視個案案情加以認定。（參LEGO案） 

有關「技術效果」一詞，應採取較為寬鬆解釋，例如：可搭配適用其他商品，

提供最高強度，使用最少原料，便於儲存或輸送等。 

歐盟撤銷組及上訴委員會均認定，LEGO紅積木的全部主要特徵60皆為達成技術

功效所必須，針對其外觀形狀分析如下61： 

(一) 凸鈕（the bosses, studs），其高度與直徑與抓握聯結力有關，其數目與固

定功能有關，其排列方式與固定聯結的型式有關； 

(二) 次要射出體，其與整體抓握聯結力，在任何方向可提供最佳整體抓握聯結

力的設置數量，其可提供如彈簧功能之管壁厚度； 

(三) 側壁：與其他積木元件之側面結合以形成隔牆； 

(四) 中空裙體：凹部可與凸鈕結合，以提供抓握聯結力； 

(五) 整體形狀，便於堆疊的矩形體，且為孩童易於抓取之尺寸。 

前項對於必要特徵之認定62，經LEGO公司上訴後，被歐盟普通法院所支持。 

歐洲法院於判決提到，審查機關發現商品之形狀係涉及指定商品領域之較佳技

術性解決方案。若任由該形狀所組成之立體標識被註冊為商標，即使存在該商品形

狀之真正替代品（real alternative），該替代品以功能性特徵吸引消費者，即使形狀

並非構成近似，競爭同業亦難以將該替代品投放至市場。 

重要的是，法院明白指出，在判斷哪些屬於必要特徵時，必須盡可能以客觀的

角度，決定是否適用該條款。法院補充道，應視個案案情，以單純之視覺分析，或

                                                        
60 紅色外觀歸屬次要之任意元素，非本案之主要特徵。 
61 詳歐盟上訴委員會決定書，10/07/2006, R 856/2004-G, para. 54。 
62 LEGO公司曾爭執OHIM Grand Board將商標圖樣上之未見特徵（積木底部）一併納入分析，

惟普通法院提到：於考量必要技術特徵時，將無法避免將未見特徵併同與可見特徵一起納入

分析，且OHIM Grand Board係就本案與先前專利之關聯性，系爭商標權人承認這些專利係

揭露功能性元件之事實，結合專家證人之意見，作出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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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查報告、專家證人意見、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資料為基礎進行詳細的審查。法院

進一步指出，得以出現於先前專利之功能性元件，評估形狀是否具有技術功能性特

徵。 

因此，OHIM審查基準提到，若該形狀係為註冊專利或專利申請案之申請專利

範圍中所出現之標的，將構成該形狀具有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的表面證據。 

審查手冊另舉一歐盟普通法院2012年判決「刀握把形狀」63，如下： 

 

商標圖樣描述為：些微彎曲之刀握把，其刀片與握把之縱軸夾5~10度，其握把

中段柄部具有一圓弧斷面，且握把底部斷面加大，於握把外殼上另具有一滾邊螺

絲。 

法院判決提到，由無效案申請人所提供之美國專利US 4,662,070，其圖式如

下： 

                                                        
63 詳Judgment of 19/09/2012, T-164/11, Shape of knife han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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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利揭露技術內容如下： 

(一) 刀片與握把所夾之角度係讓使用者便於切割； 

(二) 握把中段隆起柄部特徵是為長距離切割所設計，便於施力使切割點更為精

準； 

(三) 最後，旋開滾邊螺絲可打開外殼，即便不使用其他工具的情況下易於更換

刀片，而不阻礙操作。 

法院認為該圖樣中所有最重要元件，所構成之必要特徵64，均具有功能性。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一)審查人員若以功能性為核駁理由，哪些文件資料可作為引證資料？觀察台

                                                        
64 歐盟普通法院認定之必要技術特徵有三：所夾角度、握把中段柄部、滾邊螺絲。經筆者檢視

專利文件之申請專利範圍，發現：(i)角度特徵揭露於Claims 1, 2；(ii)握把中段隆起柄部特徵

揭露於Claims 1；(iii)滾邊螺絲特徵揭露於Claims 1,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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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歐盟、美國之審查基準（手冊）內容，有關得作為功能性表面證據之引證專利

文件種類，整理如下表： 
 

TIPO OHIM USPTO 

發明或新型註冊專利，無論專

利屆期與否 
註冊專利或專利申請案 任何有效、申請中、已過期消

滅、拋棄的專利權或自請撤銷

的專利申請案 
 
TIPO現行採認之引證專利文件，僅有已註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其範圍最小；

其次為OHIM，除註冊專利外，尚包括專利申請案。USPTO所採認之引證專利文件

範圍最大，甚至自請撤銷的專利申請案亦包括在內。 

或有論者質疑，未經核准之專利申請案，甚至自請撤銷之專利申請案均尚未取

得確切專利權，為何得以之作為引證文件？惟筆者認為，無論取得專利權與否，只

要申請人將某部分特徵寫進專利並提出申請，其在主觀上無非已認定該特徵係屬具

備功能性之技術特徵，進而尋求專利法進行保護。以此角度觀察，筆者贊同得將申

請中、或自請撤銷的專利申請案一併作為初步論證功能性之引證文件。 

(二)承前段，審查人員欲以前項檢索可能證明功能性之專利作為OA引證文件

時，於OA中提示專利文件之圖式與商標申請標的構成相同／高度近似者是否即完

成舉證？或需進一步以專利申請範圍為基礎，進行說明與比對，才算完成階段性之

舉證責任？觀察台灣、歐盟、美國之審查基準（手冊）內容，整理如下表： 
 

TIPO OHIM USPTO 

未明確提及
65 申請專利範圍 申請專利範圍 

 
以USPTO審查實務為例，手冊雖要求審查律師應詳細閱讀申請專利範圍以進行

兩者權利範圍比對，並非出現與商標申請標的構成近似之專利圖式，即認為具備功

能性之技術特徵，乍看之下官方第一次OA似負擔較大之舉證責任，前置作業尚需

進行專利資料庫檢索及解讀申請專利範圍，惟相對地，手冊中亦明訂「資訊闡明要

求」，且有法規明確授權，若申請人不遵守該項要求，將被拒絕註冊。畢竟申請人

                                                        
65 基準用語為：某一立體形狀是否為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得以該形狀是否已取得發明或

新型專利權作為其判斷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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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完整技術文件資訊之掌握，仍較審查人員具有優勢，因此制度設計係由申請人

負檢附技術文件之責，續由審查律師詳細檢視商標申請標的是否落入前揭文件之申

請專利範圍，此對審查律師蒐集技術文件有著極大幫助，並適度減輕所負之舉證責

任。 

(三)由商標申請標的是否列入申請專利範圍，判斷引證專利文件之適格性，以

USPTO 商標審查手冊內容為例： 
 

已列入Claims 未列入Claims，或該特徵僅屬任

意性／非主要／裝飾性 
已列入Claims，但申請人主張：

特徵屬任意性／非主要／裝飾性

專利屬一強勢證據 專利之可能證據力將減弱、喪失 透過申請答辯歷程（prosecution 
history）加以確認（TrafFix案）

 
(四)關於非傳統商標含有非功能性特徵之判斷，以OHIM與USPTO商標審查手

冊內容為例： 
 

 OHIM USPTO 手冊 

適用功能性 
事由 

含非功能性之次要元件， 
且全部必要特徵皆達成技術功效 

整體圖樣具有功能性， 
即使，存在任意性／非功能性特徵 

不適用功能性 
事由 

含非功能性之主要元件 
（major non-functional element） 

整體圖樣不具有功能性， 
包含不明顯的功能性元件時，聲明不

專用 
 
筆者認為，歐盟法院雖揭示應將非功能性特徵區分為次要或主要元件，並藉以

判斷是否適用功能性事由，惟可想而知，一非功能性特徵究竟係屬次要元件，或主

要元件？兩造將無可避免地各執己見進行攻防，勢必為爭訟案件主要爭點之一。我

國功能性法制與歐盟相近，如採歐盟最新判決見解，次要／主要元件之界定不僅難

以判斷，且易生爭議。 

而在2010年歐盟法院對LEGO案作出判決後，USPTO似已注意到如何判斷商標

含有非功能性特徵之最新動態，其於審查手冊66特別提到：將一圖樣分解為數個獨

立特徵，並分析其實用功效，並不直接表示該完整圖樣具有功能性，然而此一分析

                                                        
66 詳USPTO TMEP 1202.02(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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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有時有助於解析整體設計圖樣。藉此可推測USPTO對於非傳統商標含有非功能

性特徵所採行之判斷方向，似仍以整體觀察圖樣為判斷基準。 

(五) USPTO判斷非傳統商標功能性之理論架構，可由下圖表示： 

 

功能性 

2原則 
Inwood 

4認定證據 
Morton-Norwich

實用v.美感功能性 

1.對於用途、目的是必要的，或 
2.影響製造成本、品質 

1.新型專利 
2.宣傳功效之廣告 
3.替代性設計 
4.構造較簡單、成本較低廉 

 

觀察TIPO目前之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已涵蓋上述功能性理論之重要內容。 

二、建 議 

(一)善用TIPO專利資料庫 

現階段我國商標審查人員對非傳統商標申請標的，若懷疑可能具有功能性，可

嘗試以「商標申請人」、「代表人」為條件，至專利資料庫之「專利權人」、「發

明人」欄位進行交叉檢索。 

(二)引證專利文件狀態 

我國現行審查基準以取得專利權為限（含過期）；建議將申請中、自請撤銷之

專利申請案，增列於審查基準中，得一併納入考量。 

(三)以申請專利範圍（Claims）為檢核基礎 

欲以前項檢索可能證明功能性之專利作為OA引證文件，需詳細閱讀其申請專

利範圍（Claims），如有不甚明瞭之處，得輔以摘要、發明說明、圖式、甚至申請

答辯歷程，進行充分說明及舉證。即使專利圖式出現近似商標圖樣，仍需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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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s。因列入Claims的商品特徵，才算具有功能性之必要特徵。建議將此檢核基

礎增列於審查基準，使商標審查人員與申請人得以明確知悉判斷功能性所引據之範

圍界線。 

(四)審查人員應充分舉證，並小心求證 

功能性事由威力強大，申請人無法以廣泛使用，取得後天識別性進行有效抗

辯。欲以功能性為核駁理由，建議應小心求證，以衡平威力強大之功能性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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