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 

碩士論文 

顏色商標問題之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lor Trademark Disputes 

 

 

 

 

 

 

 

 

 

 

 

 

指導教授：余啟民博士 

研  究  生：陳亭樺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九      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 

碩士論文 

顏色商標問題之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lor Trademark Disputes 

 

 

指導教授：余啟民博士 

研  究  生：陳亭樺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九      月      



 

 



 

~ 1 ~ 

 

謝  詞 

 

 此篇論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 - 余啟民教授!就

讀於東吳科法所的三年間，尤其是論文寫作期間，余教授總是不辭

辛勞地提供諸多的啟發和指導，本篇論文能有付梓的一天，實應歸

功於余教授的諄諄教誨! 

 

同時，亦要感謝在颱風天中不畏風雨前來東吳大學口試本篇論

文的阮啟殷老師及何曜琛老師，二位老師提供諸多寶貴意見，使得

本篇論文更加充實，我亦收穫良多。 

 

再者，亦要感謝章毓群博士，是她帶領我進入了商標的世界，

並始終鼓勵及支持我完成此一碩士學位。又就讀研究所期間，亦得

到班上同學的熱心幫助，共同完成學期報告，並相互砥礪及督促論

文進度，著實銘謝在心。 

 

最後，由衷地感謝我最親愛的家人們，在我就讀研究所及論文

寫作期間始終給予我最大的包容與鼓舞，使我能夠順利地如期畢

業。 

 

應該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雖未能全數列出，但同樣感激在心! 

 

 

 

 

 

 

 



 

~ 2 ~ 

 

論文摘要 
 

 西元 2011年知名紅色鞋底品牌 Christian Louboutin, S.A. 狀告

經典時裝品牌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商標侵權乙案，不僅

在時尚圈掀起巨瀾，更在商標界引發諸多爭議與討論。經由此一紅

色鞋底的商標案例可知，顏色不僅已成為現今消費者識別商品來源

的主要方式之一，且影響今日商業模式及商品識別甚巨，我國商標

法雖自 2003年 11月 28日起，即已接受單一顏色作為商標客體，然

一來單一顏色商標識別性之認定不易，二來單一顏色商標之註冊，

易造成競爭者之相對劣勢，甚有致不公平競爭之虞，因此，實務上

對於單一顏色商標之註冊多持保守態度，進而真正能取得商標註冊

者屈指可數，又觀諸世界主要國家對於單一顏色商標的態度仍莫衷

一是，致生如何健全並真正落實單一顏色商標保護之惑。 

 

 本文將藉此一紅色鞋底商標案例為引，具體討論並分析本案例

中商標相關議題，並進而探討其它主要國家對於單一顏色商標之態

度，基此分析主要國家對於單一顏色商標之實務操作及見解，俾以

作為我國對於保護單一顏色商標之反思，並檢視我國商標實務對於

單一顏色商標之態度及相關議題，以期我國商標制度能夠更加充分

地保障單一顏色商標權人之權益，並真正達成商標之主要目的 — 保

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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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顏色商標、單一顏色商標、識別性、第二層意義、功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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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1, Christian Louboutin, S.A. (Louboutin) filed a trademark 

infringement claim of its red-soled shoes against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YSL).  In September 2012,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 rendered its decision which reversed the 

lower court’s decision and held that Louboutin’s red sole is a valid 

trademark and that it had acquired secondary meaning.  The court also 

ruled that Louboutin retain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use the color red on the 

bottom of its shoes whenever the lacquered red sole contrasts in color 

with the adjoining upper of the shoes, while YSL can continue to sell its 

shoes with red soles as long as the whole shoe is red. 

 

From the case mentioned above, we may realize that, to the consumers, 

color has become a strong way to identify the source of the good.  In 

Taiwan, color trademark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new type of trademark 

since November 28, 2003.  As one new type of trademarks, color 

trademark must comply with requirements that apply to traditional 

trademarks as well.  In other words, it has to obtain the distinctiveness 

before being registered as a trademark.  However, the eligibility of single 

colors for use as a trademark only exists if it has acquired secondary 

meaning - if it acts as a strong identifier of source of the goods.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from comparative legal perspectives and review 

whether any problems exist in the Taiwan’s examination practice of the 

color trademark by analyzing and compara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ustralia’s color trademark practice and single color 

trademark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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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uss and resolve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eight charpter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stating the motivation, the purpose, the 

methods and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Chapter Two: An introduction to trademarks,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s and types of traditional trademarks, non-traditional 

tradeamrks and color trademarks.  

Chapter Three: Requirements for trademark protection, introducing 

concepts of distinctiveness, the secondary meaning and the functionality 

doctrine. 

Chapter Four: An introduction of color trademarks in the U.S., 

introducing the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 of color trademarks and 

discussing the case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Chapter Five: An introduction of color trademarks in other countries, 

introducing the history, applications and cases of color trademark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ustralia.  

Chapter Six: An introduction of color trademarks in Taiwan, introducing 

the history, applications and cases of color trademarks in Taiwan and 

commenting on the actual and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examination 

practice.   

Chapter Seven: Laws in relation to color trademarks, discussing issues of 

color trademarks in Patent Act, Copyright Act and Fair Trade Act. 

Chapter Eight: Conclusion, intending to propose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how to examine and register color trademarks in Taiwan.  

 

Keywords: color trademark, single color trademark, distinctiveness,  

secondary meaning, func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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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 

 

 西元（以下同）2011年知名紅色鞋底品牌 Christian Louboutin, 

S.A.（本文後稱「Louboutin」）狀告經典時裝品牌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本文後稱「YSL」）商標侵權乙案，不僅在

時尚圈掀起巨瀾，更在商標界引發諸多爭議與討論。 

 

 本案中，原告 Louboutin已於 2008年取得美國紅色鞋底之商標

註冊1，然被告 YSL 卻在 2011 年推出了同為紅色鞋底之女用高跟

鞋，Louboutin 遂於同年控告 YSL 抄襲自家招牌的紅色鞋底商標設

計，並聲請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2。然 YSL 反訴

Louboutin 並指稱該商標具功能性，應撤銷其商標註冊。最後，美國

紐約南區聯邦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本文後稱「紐約南區法院」）法官認為顏色在時尚產業

扮演裝飾、美學等重要功能，也是促進商業良性競爭之要件，加上

Louboutin 無法證明紅色鞋底之顏色值得受商標權之保護，因而判決

Louboutin敗訴3。 

 

 然 Louboutin不服此一判決，隨即於 2012年 1月提出上訴，美

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本文後稱「第二巡迴法院」）並於 2012年 9月改判

                                                        

1
 美國商標註冊號數第 3361597號。 

2
 關於如何可取得初步禁制令，於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555 U.S. 7 (2008) 一案中，提及須符合下列四要件：(1)原告可能勝訴； (2) 原告有可能因為缺少初步的救濟而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害； (3) 衡平法傾向利於原告，及(4) 禁制是為了公眾利益。(“A plaintiff seeking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must establish that he is likely to succeed on the merits, that he is likely to 

suffer irreparable harm in the absence of preliminary relief, that the balance of equities tips in his favor, 

and that an injunction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3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778 F.Supp.2d  445, (S.D.N.Y. Aug 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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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boutin 勝訴，稱該紅色鞋底乃係其品牌的靈魂與特色，有必要受

商標權之保護。然第二巡迴法院的判決書亦同時指出，Louboutin 商

標權之保護對象僅限於紅色底鞋，倘若其他廠牌所推出之鞋款，其

鞋面與鞋底均是紅色，則不在此限，但若紅色鞋底與鞋面出現對比

色差，即屬侵害 Louboutin的商標權4。 

 

 經由上開紅色鞋底的商標案例可知，顏色不僅已成為現今消費

者識別商品來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且影響今日商業模式及商品識別

甚巨，我國商標法雖自 2003 年 11 月 28 日起5，即已接受單一顏色

作為商標客體，然一來單一顏色商標識別性之認定不易，二來單一

顏色商標之註冊，易造成競爭者之相對劣勢，甚有致不公平競爭之

虞，因此，實務上對於單一顏色商標之註冊多持保守態度，進而真

正能取得商標註冊者屈指可數，又觀諸世界主要國家對於單一顏色

商標的態度仍莫衷一是，致生如何健全並真正落實單一顏色商標保

護之惑。 

 

 本文將藉此一紅色鞋底商標案例為引，具體討論並分析本案例

中商標相關議題，並進而探討其它主要國家對於單一顏色商標之態

度，基此分析主要國家對於單一顏色商標之實務操作及見解，俾以

作為我國對於保護單一顏色商標之反思，並檢視我國商標實務對於

單一顏色商標之態度及相關議題，以期我國商標制度能夠更加充分

地保障單一顏色商標權人之權益，並真正達成商標之主要目的 — 保

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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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4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696  F.3d  206 (2nd Cir.(N.Y.) Sep 05, 

2012). 
5
 我國 2003年公布施行之商標法第五條第一項：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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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本文將以個案研究法為主，並輔以比較研究法及歸納

分析法為輔。試說明如下： 

 

（一）個案研究法 

 

 如前所述，本文將以 Louboutin和 YSL的紅色鞋底商標訴訟為

例，並嘗試針對此一案例進行仔細地資料蒐集與分析，以期從中獲

得具建設性的結論，俾以作為我國顏色商標制度之反思。  

 

（二）比較研究法  

 

 除了以美國的顏色商標制度作為研究對象，本文亦將針對

Louboutin 的紅底鞋商標於其它主要國家之註冊及爭議情況6，作進

一步的瞭解，並將透過此等資訊，比較各主要國家對於顏色商標

（尤以單一顏色商標為最）之態度，例如：歐盟7、澳洲8等國皆已接

受單一顏色註冊為商標，俾利更為廣角地探討顏色商標制度。 

 

（三）歸納分析法 

 

 經由上開個案研究法與比較研究法的結果，本文將進而對該等

結果進行歸納分析，俾以試圖對我國顏色商標制度作出一建設性之

具體建議。 

 

                                                        

6
 歐盟商標號數第 008845539號，澳洲商標號數第 1352410號及台灣商標申請號數第 099008978及 101039724號。 

7
 歐盟商標號數第 000031336號。 

8
 澳洲商標號數第 633545，718720， 774622，820449及 11575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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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範疇之界定研究範疇之界定研究範疇之界定研究範疇之界定 

 

 本文之研究範圍僅限於商標，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團體標章

不在此列。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團體標章與商標雖同為商標法保

護之客體，但由於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的定義、性質及

功能有別於商標，其申請人資格、申請應備文件亦有差異，為求更

能聚焦於本文之主要研究議題，即顏色商標問題之比較研究，因此

特陳明將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團體標章排除於本文之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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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商標概論商標概論商標概論商標概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傳統商標之發展與種類傳統商標之發展與種類傳統商標之發展與種類傳統商標之發展與種類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傳統商標之發展傳統商標之發展傳統商標之發展傳統商標之發展 

 

 商標的英文可譯為「 trademark」、「 trade mark」或「 trade-

mark」。所謂「trade」乃係指商業交易或買賣而言，而「mark」則係

指標記或符號，因此商標可被解為商業交易之識別來源。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國外傳統商標之發展國外傳統商標之發展國外傳統商標之發展國外傳統商標之發展 

 

 國外傳統商標的起源，早在西班牙游牧部落時期，就在牲畜的

角或者蹄子上烙上烙印，以作為交易上使用的標記，俾利辨識該牲

畜之所有人為何者，並與他人的牲畜相區別。因此，歐洲早在中世

紀之前，使用姓名、符號或圖樣於商品上，用以表彰商品來源之情

形就已經非常普遍。 時至今日，英語中的「商標」一詞，仍還常常

被以「烙印（Brand）」一詞所交替使用。 

 

 而歐洲在 13 世紀行會盛行時，珠寶玉器、呢絨織造、皮革商

等行業都有同行業會組織，加入行會者也必須在其產品上使用特定

的標記。直到 16、17世紀行會成了歐洲經濟的支柱，而商標也得到

比較充分的發展9。 

 

 最早使用法律保護商標的是法國，1803 年法國在《關於工

廠、製造廠和作坊的法律》中，將假冒商標的行為按照私自偽造文

書追究法律責任。1857 年法國制定了世界最早的商標法，即《關於

以使用原則和不審查原則為內容的製造標記和商標的法律》。繼法國
                                                        

9
 唐麒、文雅，世界五千年事物由來總集：經濟分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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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英國於 1862 年頒佈了成文商標法，並於 1875 年頒佈了註冊

商標法，美國於 1870年，德國於 1874年先後頒布了註冊商標法10。

即從 19 世紀中葉開始，西歐各國紛紛制定頒布調整商標註冊、使

用、管理和保護商標專用權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係的商標法，此

後，世界各先進國家亦相繼頒佈了有關商標的法律 。 

 

 到了 19 世紀末，尤其是近幾十年來，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

商標權僅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得到保護已經不適應國際貿易發展的需

要，於是，商標立法開始出現了國際化、統一化的發展趨勢，國際

上簽訂了一系列全球性或地區性的條約，例如：1883 年的《保護工

業產權巴黎公約》（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11、1891 年的《商標國際註冊馬德里協定》（Madrid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Marks）12、

1929 年的《商標和商務保護泛美公約》（General 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for Trade Mark and Commercial Protection）13、1973年的

《商標註冊條約》（Trademark Registration Treaty）14、等。由於智慧

財產權之保護有全球化之趨勢，而商標為智慧財產權之一環。因

此，世界各國於 1994 年 4 月簽訂《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15，嗣於同年 10 月於瑞士日內瓦簽訂《商標法條約》

                                                        
10

 趙永紅，知識產權犯罪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頁 89。 

11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網站，http://www.wipo.int/treaties/en/ip/paris/trtdocs_wo020.html，最後瀏覽日：2013/06/15。 

12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網站，http://www.wipo.int/madrid/en/，最後瀏覽日：2013/06/15。 

13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網站，

http://www.wipo.int/wipolex/en/other_treaties/details.jsp?treaty_id=353，最後瀏覽日：2013/06/15。 

14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網站，http://www.wipo.int/cgi-bin/koha/opac-detail.pl?bib=8626，最後瀏覽日：2013/06/15。 

15
 世界貿易組織網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t_agm0_e.htm，最後瀏覽日：

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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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mark Law Treaty）16。其中《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

定》係有關智慧財產權實體法之規定，商標法條約則為有關商標申

請之程式法規範，而該等國際協定目前已成世界商標法制定或修訂

之範本。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我國傳統商標之發展我國傳統商標之發展我國傳統商標之發展我國傳統商標之發展 

 

 在我國，商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社會分工

的發展，已開始在商品上作出標記，用來區別不同的商品生產者。

而漢唐時期的經濟文化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的鼎盛時期，此時流

行在綿繡，紗，帛等紡織品上織繪天象，花草，鳥獸或幾何圖案，

以及各種 祝福吉祥的文字或畫圖，用以吸引顧客。商品上並標示價

格之標價、商品名、產地、標記等，已具有宣傳及公告的屬性，可

算商標的雛形。 

 

 迄今我國發現最早，保存較為完整的商標是北宋時期山東濟南

劉家功夫針鋪所用的「白兔商標」。它基本上具備了現代商標的全部

外貌。商標的中心圖是一隻白兔，旁刻「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及

「認門前白兔兒為記」。下寫「收上等鋼條，造功夫細針，不誤宅院

使用，客轉與販，別有加饒，請記白」。這個印刷銅版，現陳列在中

國歷史博物館，為世界商標史上最珍貴的文物17。 

 

                                                        

16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網站，http://www.wipo.int/treaties/en/ip/tlt/trtdocs_wo027.html，最後瀏覽日：2013/06/15。 

17
 唐麒，前揭註 9，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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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
http://www.chnmuseum.cn/tabid/212/Default.aspx?AntiqueLanguageID=984） 

 商標註冊於本世紀初傳入我國，最早出現在天津上海兩地。

1902 年，清政府在津滬分別設立商標註冊局所，翌年清政府成立商

部。1904 年，清政府商部才將商標註冊權從外國人手中奪回來，在

商部內設立了商標註冊總局，津滬各設分局，並制定了商標註冊試

辦章程。至此，中國商業有了自己的商標註冊機關，商標才得到保

護。 

 

 1923 年，北洋政府頒布了商標法，設立商標局辦理商標註

冊。商標註冊的條件是：凡是備新穎性，即申請商標之日前在國內

沒有相同的商標註冊，並且不與已登記註冊的商標相衝突、混淆的

商標可以註冊，就是說，相同的商品不許採用相同商標或類似商

標，也不許類似商品採用相同商標。不准許註冊和不能作為商標的

有以下幾種情況：（1）國家標誌（2）製成商品的原料，商品名稱

（3）違反國家法律，敗壞社會道德，妨害公共利益的18。 

 

 我國政府有關正式頒布商標法規，從清末時期就開始了。1904

年 8 月，經光緒皇帝欽定的《商標註冊試辦章程》正式對外頒布。

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擾，這一法規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

之後，清政府雖多次修改，但結果還是不了了之。 

 

                                                        

18
 唐麒，前揭註 8，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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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政府執政以後，在農商部內設立了商標登錄籌備處。該處

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對原由清政府頒布、修改的商標管理法規，重

新修訂成五十三條，交由國務院審議。但後來因商標登錄籌備處被

撤併，此事擱淺。到了 1917 年春，農商部決定再次將《商標法草

案》修訂稿提請國務會議議決，以備提交國會通過。同年 7 月，國

務院在清理積案時，竟將法規修訂稿退回原處。至此，對於商標法

規的修訂工作，便暫無人問津。 

 

 直到 1922 年 7 月，北洋政府在農商部內再次成立商標登錄籌

備處，商標法規重新開始修訂。 1923 年 4 月，農商部總長李根源將

修改後的《商標法草案》函送國務院公決。後國會兩院未做任何修

改，全文通過，於同年 5 月 3 日公佈施行。公布後的《商標法》共

四十四條，《商標法施行細則》共二十七條。 

 

 1923 年 4 月，農商部將頒布《商標法》、成立商標局的議案再

次送交國會表決，獲得通過。同年 5 月 12 日，北洋政府發布大總統

令第 1205 號，通過《商標局暫行章程》，共十二條。 5 月 16 日在北

京農商部街農商部參事會議廳舉行了商標局的成立大會。 

 

 1923 年 9 月 15 日，商標局因工作需要，對外編輯出版了商標

管理綜合性刊物—《商標公報》。在第一期《商標公報》上，有農商

部總長袁乃寬、商標局局長秦瑞玠等領導的肖像，有北洋政府大總

統黎元洪、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等政府領導為《商標公報》的題詞，

還有發刊詞、法令、公告、公文和附錄等內容。我國商標註冊史上

第一號註冊商標「兵船」牌麵粉商標的核准公告，也刊登在《商標

公報》上19。其所核准的第一號註冊商標是使用在麵粉商品上的「兵

船」商標，「兵船」商標乃係由一艘乘風破浪的兵船圖形及「兵船」

                                                        

19
 左旭初，民國時期商標管理概況，工商史苑，第 74期，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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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樣所共同組成。 

 

 

（頂端為中文公司名稱「無錫茂新麵粉公司」及英文公司名稱

「WUSICH FLOUR MILL」，「中國自製頂上麵粉」及「商部批准概

免稅厘」則分別豎列於左右兩側） 

 

 北洋時期的商標管理，在我國商標發展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

位。它是我國商標工作從無法管理到有法管理的重要發展時期。因

為在這一時期，誕生了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商標管理法律，即經過數

次艱難修改、多次遞交政府國會公決才對外公佈的《商標法》；成立

了我國第一個商標局北洋政府農商部商標局；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

本商標管理刊物《商標公報》。 

 

 1925 年 9 月，國民政府在廣東地區頒布《商標條例》和《商

標條例施行細則》；1930 年的 5 月與 12 月，則再分別公布《商標

法》與《商標法施行細則》，當時商標法第一條即規定：「凡因表彰

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揀選、批售或經紀之商品，欲專用商標

者，應依本法呈請註冊。」此也是現行商標法之濫觴，為兩岸商標

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商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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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法歷經十二次修正後，隨著近年來工商企業發展快速，商

業交易型態活潑多元，既有的商標法若干規定已不敷適用，另商標

侵權部分規定亦造成司法實務適用之疑義，且鑒於商標流通具有國

際性，而統合及協調各國商標申請程序之《商標法新加坡條約》

（The Singapore Treaty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20已於 2006年 3月

28日在新加坡舉行之外交會議通過，並於 2009年 3月正式生效，為

與國際規範相調和，我國自 2006年起，開始積極檢討商標法相關規

定，並自陸續召開商標法修正草案公聽會及專家學者諮詢委員會議

等，經整合各界意見後，總統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布最新修正的

商標法，並經行政院核定自 2012年 7月 1日施行21。 

 

 新修正的商標法共分五章，計一百一十一條法條，各章依序為

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標、第三章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

標、第四章罰則、第五章附則。 其修正要點如下22： 

 

一、 章節名稱調整 

二、 明定本法保護客體 

三、 明確規範商標使用行為之樣態 

四、 擴大商標之保護客體 

五、 增訂展覽會優先權之規定 

六、 明定商標圖樣非實質變更之情形  

七、 增訂商標註冊申請事項及註冊事項更正錯誤之規定 

八、 增訂商標共有之相關規定 

九、 修正商標不得註冊之事由 

                                                        

20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網站，

http://www.wipo.int/wipolex/zh/wipo_treaties/details.jsp?treaty_id=30，最後瀏覽日：2013/06/15。 

2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85900&ctNode=7047&mp=1，最後瀏覽日：2013/06/15。 

2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85161&ctNode=7051&mp=1，最後瀏覽日：2013/06/15。 



 

~ 18 ~ 

 

十、 增訂未能遵守註冊費繳納期間之復權規定 

十一、 刪除註冊費分二期繳納規定 

十二、 修正合理使用之範圍 

十三、 增訂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之相關規定 

十四、 增訂據以評定或廢止商標應檢送申請前三年之使用證據 

十五、 修正商標侵權之相關規定 

十六、 增訂海關邊境管制措施之相關規定 

十七、 修正證明標章及團體商標之相關規定 

十八、 增訂侵害證明標章權之刑罰規定 

十九、 增訂明知為侵權商品而透過電子媒體或網路方式販賣、

意圖販賣之刑事處罰規定 

二十、 增訂過渡條款 

 

 而大陸方面，則先是在 1950年 7月 28日頒布《商標註冊暫行

條例》和 1963 年的《商標管理條例》，之後又分別於 1982 年及

1983 年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實施細則》。而目前大陸所適用的商標法是 2001年 10月 27日之修

正版本，共分八章，計六十四條法條，各章依序為第一章總則、第

二章商標註冊的申請、第三章商標註冊的審查和核准、第四章註冊

商標的續展、轉讓和使用許可、第五章註冊商標爭議的裁定、第六

章商標使用的管理、第七章註冊商標專用權的保護、第八章附則23。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傳統商標之種類傳統商標之種類傳統商標之種類傳統商標之種類 

 

 所謂傳統商標，係指以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所組成之

具識別性的標識，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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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中國商標網，

http://www.ctmo.gov.cn/flfg1/flfg/200501/t20050104_53010.html，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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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文字文字文字文字商標商標商標商標 

 

 所謂文字，泛指可辨識的各種語言文字及字母，包括有意義及

無意義的文字或詞彙等24。因此，文字商標即指以具識別性的各種語

言文字及字母所組成之標識。例如： 

 

中文商標中文商標中文商標中文商標 英文商標英文商標英文商標英文商標 

 
(註冊號數：第 00450858號) 

 
(註冊號數：第 01457997號) 

 

二二二二、、、、圖形商標圖形商標圖形商標圖形商標 

 

 所謂圖形，泛指由點、線、面集合成的圖樣，例如人物、動

物、植物、器物、自然景觀或幾何圖形等。圖形之設色可為彩色或

為墨色，也可為平面或為立體影像所呈現的平面圖形。但傳統所稱

平面的圖形商標，不論是否有施以顏色或是否以具立體效果的平面

圖形作為商標，皆與下述非傳統商標的顏色商標或涉三度空間的立

體商標態樣不同，所保護的商標內涵也不相同25。因此，圖形商標即

指由點、線、面集合成並具識別性的圖樣 。例如： 

 

彩色圖形商標彩色圖形商標彩色圖形商標彩色圖形商標 墨色圖形商標墨色圖形商標墨色圖形商標墨色圖形商標 

 
(註冊號數：第 00223846號) 

 
(註冊號數：第 01089047號) 

                                                        

24
 商標法逐條釋義。 

25
 前揭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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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記號商標記號商標記號商標記號商標 

 

 所謂記號，泛指一切標記或象徵的符號，如十、一、×、÷、

%、音樂符號、數字或特殊符號等所構成26。因此，記號商標即指由

一切據識別性的標記或象徵的符號所構成之標識。例如： 

 

記號商標記號商標記號商標記號商標 

 
(註冊號數：第 01330459號) 

 

四四四四、、、、聯合式商標聯合式商標聯合式商標聯合式商標 

 

 所謂聯合式，係指係指以文字、圖形、記號等之各種組合而成

的標識。例如「文字」可以與圖形或記號組合成聯合式平面商標27。

例如： 

 

文字圖形聯合式商標文字圖形聯合式商標文字圖形聯合式商標文字圖形聯合式商標 

 
(註冊號數：第 01369246號) 

 
 (註冊號數：第 01381622號)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非傳統商標之發展與種類非傳統商標之發展與種類非傳統商標之發展與種類非傳統商標之發展與種類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非傳統商標之發展非傳統商標之發展非傳統商標之發展非傳統商標之發展 

 

                                                        

26
 前揭註 24。 

27
 前揭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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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商標發展的歷史觀之，早期商標的構成要素僅為文字、圖

形、記號或其聯合式，申請註冊時，以商標圖樣即足以清楚、完整

表現商標。隨著商業活動蓬勃發展，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吸引消

費者購買，行銷商品或服務的方式不斷推陳出新，業者運用特殊商

品形狀、包裝容器外觀、聲音、顏色等，吸引消費者認識並購買其

產品，逐漸發展出立體、聲音、顏色商標，時至今日，動態影像、

全像圖、氣味、聲音等，皆亦可能成為商品或服務的識別標識。此

等晚近發展出來的新型態商標，不僅型態上與傳統商標有異，申請

註冊時除檢附商標圖樣外，通常尚須輔以商標描述及商標樣本，始

能將消費者實際接觸的商標真實呈現，故國際間在討論此類型商標

應如何提出申請的問題時，多將之稱為非傳統商標（non-traditional 

marks）以與傳統商標相區別 。 

 

 現在，國際上通常將立體商標、顏色商標、聲音商標、氣味商

標、觸覺商標、全像圖商標、位置商標等稱為非傳統商標。為瞭解

決該等商標發展的現實問題，2006 年 3 月所通過的《商標法新加坡

條約》中，將範圍擴大到包括氣味、聲音、動畫等在內的非傳統商

標，同時由於非傳統商標的不斷發展，新的商標法在商標體系方面

亦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規定只要起到區分商品或服務的產地、

來源作用的標識都將有可能獲得註冊，受到商標法的保護，這意味

著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已經將商標保護的範圍擴大到非傳統商標領

域。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下設的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和地理標識

法律常設委員會已就非傳統商標問題在第十六屆委員會議（2006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至第十九屆委員會議（2008 年 7 月 21 日至 25 

日）上進行了多次討論並在一些領域達成了一致意見。2009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在澳大利亞舉辦了傳統商標

與非傳統商標高級審查研討會。2010 年 9 月 20 日至 29 日，商標法



 

~ 22 ~ 

 

新加坡條約大會批准了對《商標法新加坡條約實施細則》28的修改，

為立體商標、全息圖商標、動作商標、 顏色商標、位置商標和聲音

商標等非傳統商標申請使用的圖樣規定了統一標準。 

 

 我國商標法中可做為商標之客體自 1930 年商標法之「文字、

圖形及記號」以後，多次修法皆未曾變更，直至 1997年修法加入顏

色組合，2003 年復將顏色組合改為顏色，以不排除保護單一顏色之

可能性，並增加了聲音與立體形狀商標。時至 2012 年修法加入動

態、全像圖，以及其他例示以外之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並於商

標法第十八條第一項集其大全，成為：「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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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原條文第十七條第二項亦經

修正，刪除「應以視覺可感知之圖樣表示」，而要求「商標圖樣應

以清楚、明確、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呈現」29，謹將

我國商標法保護商標態樣之沿革整表如下： 

 

1998年 10月 31日以前 文字、圖形及記號，並可指定所施顏色30。 

1998年 11月 1日至 

2003 年 11月 27日 

文字、圖形、記號及顏色組合31。 

2003 年 11月 28日至

2012 年 6月 30日 

文字、圖形、記號、顏色（包括單一顏色

及顏色組合）、聲音及立體形狀32。 

                                                        

28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網站，http://www.wipo.int/treaties/zh/ip/singapore/regulations.html，最後瀏覽日：2013/06/15。 

29
 我國現行商標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商標圖樣應以清楚、明確、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呈現。 

30
 我國 1930年公布並於 1931年施行之商標法第ㄧ條第二項：商標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須特別顯著並指定所施顏色。 

31
 我國 1997年公布並於 1998年施行之商標法第五條第一項：商標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合式，應足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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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我國 2003年公布施行之商標法第五條第一項：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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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月 1日以後 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

狀、動態、全像圖及其他具有識別性之標

識33。 

 

 而大陸方面則在 2011 年 9 月的商標法修訂草案 徵求意見稿中

將聲音商標以及單一顏色商標納入了可註冊商標的範疇，但是對於

氣味商標、觸覺商標等其他形式的非傳統商標沒有明確給予保護。 

 

 商標保護之客體，在《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第十五條34中並未限制或要求，僅規定會員可以將「視覺上

可感知」作為註冊條件，故商標保護客體究竟可開放至何種程度，

端視國家政策而定。雖然非傳統商標因須具備更強之識別性，註冊

數量上尚無法與傳統商標相抗衡，但實際上聲音、立體形狀、顏色

商標因其訴諸聽覺、立體外觀或顏色配置，反而更能吸引消費者，

更廣為消費者周知。擴大保護客體種類之政策不僅符合國際潮流，

也對商業交易有所助益，為正確之方向35。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非傳統商標之種類非傳統商標之種類非傳統商標之種類非傳統商標之種類 

 

                                                        

33
 我國現行商標法第十八條第ㄧ項：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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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15.1條：任何足以區別不同事業之商品或服務之任何標識或任何標識之組合，應足以構成商標。此類標識，特別是包含個人姓名之文字、字母、數字、圖形和顏色組合，及此類標識之聯合式，應得註冊為商標。當標識本身不足以區別相關之商品或服務時，會員得基於因使用所生之識別性而准其註冊。會員得規定，以視覺上可感知者作為註冊之要件（“Any sign, or any combination of signs,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one undertaking from those of other undertakings, shall be capable of constituting a trademark. Such 

signs, in particular words including personal names, letters, numerals, figurative elements and 

combinations of colours as well as any combination of such signs,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gistration as 

trademarks. Where signs are not inherently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the relevant goods or services, 

Members may make registrability depend on distinctiveness acquired through use. Members may 

require, as a condition of registration, that signs be visually perceptible.”）。 

35
 葉德輝，新商標法政策方向之觀察，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52期，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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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傳統商標與傳統商標一樣具有表彰商品或服務、與商品或服

務緊密相連、具有識別性等特徵，但是，非傳統商標具有與傳統商

標不同的特徵，這就將其與傳統商標區分開來。首先，非傳統商標

由單一顏色、聲音、氣味、觸覺等構成，其識別性依賴於人們 視

覺、聽覺、嗅覺、觸覺等，不易形成統一的標準。例如，同一種聲

音，有人認為是悅耳的，有人又認為是刺耳的，這就因個人的聽覺

以及喜好而異，而傳統商標僅限於可視性標識，其識別性僅需要人

們通過視覺加以辨別，人們容易達成統一的意見。 其次， 非傳統商

標不易於識別， 且其識別程度的強弱也可能出現兩極分化的情況。 

以聲音、氣味商標為例，由於這兩者具有無形性特性，因而人們首

次接觸的話難以形成識別性；然而，正因為這種無形性，人們經常

接觸，或自認為比較特殊，印象深刻，對其便形成識別性，即使他

日這種聲音、氣味退出市場，也會對該類人群產生較強的識別功

能。 再次，非傳統商標的混淆既包括其構成要素之間的混淆，比如

相同或者相近的聲音、氣味等。 

 

 國際上目前常將立體商標、顏色商標、聲音商標、氣味商標、

觸覺商標、全像圖商標、位置商標等稱為非傳統商標。而在我國，

非傳統商標除了新法第 18 條條文中所例示之顏色、立體形狀、動

態、全像圖、聲音之外，其它如：味覺及觸覺等感知商標、位置商

標等，皆已為現行商標法所保護之態樣。現例舉國內外核准前案之

態樣如下，俾供參酌： 

 

一一一一、、、、立體商標立體商標立體商標立體商標 

 

 所謂立體商標，係指以三度空間之具有長、寬、高所形成之

立體形狀，並能使相關消費者藉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之

商標，其與傳統平面商標最大的不同，即在於商標表現的形態具

有三維特質，而非僅單純的平面。立體商標在國外早已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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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家所熟悉的「麥當勞叔叔」、「肯德基上校」等，都是受

到註冊保護的立體商標。其可能申請註冊之態樣如下36： 

 

˙商品本身的形狀； 

˙商品包裝容器之形狀； 

˙立體形狀標識（商品或商品包裝容器以外之立體形狀）； 

˙服務場所之裝潢設計； 

˙文字、圖形、記號或顏色與立體形狀之聯合式。 

 

茲列舉國內獲准註冊之立體商標如下37：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01448056 01379700 01247642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 本案立體商標係

由一淺藍色（國

際 色 卡 號 碼

Pantone Number

為 PMS1837 ）

六面立方體盒外

繫一白色緞帶組

成本案立體商標

係由一淺藍色

（國際色卡號碼

Pantone Number

為 PMS1837 ）

六面立方體盒外

本 件 立 體 商

標，如商標圖

樣所示，正上

方頂部有4個矩

形按鈕，此4按

鈕中後排2個按

鈕向後下方延

伸成圓曲狀；

正面上方有4個

排列成直線的

信號燈；正面

中央按鈕上附

有 申 請 人

本件立體商標，

係一包含上方有

直角大天幕及左

邊有圓柱狀展示

架之水平店面，

在其上方有一英

文字樣 ”BUILD-

A-BEAR 

WORKSHOP” 展

現在虛線直角大

天幕處，並在英

文字樣 “BUILD-

A-BEAR” 與 

                                                        

36
 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 

3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http://tmsearch.tipo.gov.tw/TIPO_DR/index.jsp，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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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一白色緞帶組

成。 

「 PS」商標，

在「 PS」商標

下方左右各有

一扁圓球狀按

鈕；最下方則

左右各設有一

支把手。 

“WORKSHOP”

中間則設計一熊

頭圖樣；在英文

字 樣   

“WORKSHOP”

圖樣中左邊第一

個 “O”字母處以

設計為一圓形鈕

扣圖樣表示，第

二個 “O”字母處

則以設計為一圓

形捲線軸圖樣表

示；在圓柱狀展

示架上則有一呈

坐姿之熊  - 頭戴

帽子手拿針孔穿

線之縫紉針置於

其中，圓柱狀展

示檯架則設計成

一大型捲線軸，

在其底部是呈一

大獎章設計展現

在店面地板上。 

 

二二二二、、、、動態商標動態商標動態商標動態商標 

 

 動態商標指連續變化的動態影像，而且該動態影像本身已具備

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動態商標所欲保護者，為該動態影像

所產生整體的商業印象，亦即，係就該動態影像的整體取得商標

權，並未就該變化過程中所出現的文字、圖形、記號等部分單獨取

得商標權；如欲就該文字、圖形等要素取得商標權，應另申請註冊

ㄧ般文字或圖形商標38。 

 

                                                        

38
 前揭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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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尚無動態商標之註冊案例39，茲舉美國案例供參40：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1975999 3181051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 The mark consists of a 

moving image of a flash 

of light from which rays 

of light are emitted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ky and clouds. The 

scene then pans 

downward to a torch 

being held by a lady on 

a pedestal. The word 

"COLUMBIA" appears 

across the top running 

through the torch and 

then a circular rainbow 

appears in the sky 

encircling the lady. 

The trademark consists 

of an image of a man's 

hand and a child's hand 

which appear in 

sequence, whereby the 

man's hand and the 

child's hand converge in 

the positions illustrated 

in the top left and right 

figures, and the man's 

hand and child's hand 

touch and clasp in the 

positions illustrated in 

the bottom left and right 

figures respectively. 

 

 由於此類商標越來越常見，而隨著網際網路的應用，展示動畫

商標在技術上已可以做到，故作為此類商標圖樣的方式，除靜態圖

像、商標的文字說明、或這些要素的組合，可能包括以電子方式表

示的動態影像。 

 

                                                        

3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http://tmsearch.tipo.gov.tw/TIPO_DR/index.jsp，最後瀏覽日：2013/06/15。 

40
 美國專利商標局商標檢索系統，

http://tess2.uspto.gov/bin/gate.exe?f=tess&state=4802:iidjyd.1.1，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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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全像圖商標全像圖商標全像圖商標全像圖商標 

 

 全像圖商標指以全像圖作為標識的情形，而且該全像圖本身

已具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全像圖是利用在一張底片上

同時儲存多張影像的技術（全像術），所以可以呈現出立體影

像，可以是數個畫面，或只是一個畫面，而依觀察角度不同，有

虹彩變化的情形。全像圖常用於紙鈔、信用卡或其他具價值產品

的安全防偽，也被利用於商品包裝或裝飾41。 

 

我國目前尚無動態商標之註冊案例42，謹舉歐盟案例供參43：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002117034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 The letters VF in white on blue spheres, the name 

VIDEO FUTUR in blue on a black background. 

（本件為全像圖商標，黑色的背景上有藍色的

VIDEO FUTURE外文，其上並有標示白色VF字母

的3個浮出藍色球體，球體間並有藍色波狀條紋相

連。） 

 

                                                        

41
 前揭註 36。 

4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http://tmsearch.tipo.gov.tw/TIPO_DR/index.jsp，最後瀏覽日：2013/06/15。 

43
 歐盟內部市場調和局商標檢索系統，

http://oami.europa.eu/CTMOnline/RequestManager/en_SearchBasic?#，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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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聲音商標聲音商標聲音商標聲音商標 

 

 聲音商標指單純以聲音本身作為標識的情形，係以聽覺作為

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方法，聲音商標可以是音樂性質的商標，

例如一段樂曲或一段歌曲，也可能是非音樂性質的聲音，例如人

聲所為的口白或獅子的吼叫聲，而且該聲音本身已具備指示商品

或服務來源的功能44。 

 

 聲音商標又稱音響商標，是指商品的生產者、經營者在其生

產、製造、加工、揀選或者經銷的商品上或者服務的提供者在其

提供的服務上採用的一段獨特的具有顯著特徵的聲音，通過聽覺

而非視覺手段辨認和區分產品或服務的標識。跟立體商標、顏色

商標不同， 聲音商標由於不能看見，所以對聲音商標的限定性描

述尤為重要。對於聲音商標的註冊申請，商標主管機構可以要求

商標圖樣為五線譜樂譜，或者為構成商標的聲音的一段說明，或

者為聲音的一段類比格式或數位格式的錄音，或者為上述各項的

任意組合。凡可以提交電子申請的，申請時可以提交電子檔。 

 

茲列舉國內獲准註冊之聲音商標如下45：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1135554 1150436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44
 前揭註 36。 

4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http://tmsearch.tipo.gov.tw/TIPO_DR/index.jsp，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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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 一、本『綠油精』聲音商

標係家喻戶曉之旋律，其

早在50年代即於市面上發

行，無論男女老幼均能琅

琅上口，且其歌詞亦能充

分代表商品之特色。 

二、本件聲音商標之歌詞

為「綠油精綠油精爸爸愛

用綠油精哥哥姐姐妹妹都

愛綠油精氣味清香綠油精

綠油精」。 

這是一個聲音商標，如申

請書所附光碟片中之聲

音，本件聲音商標係由音

符ㄇㄧ、ㄌㄚ、ㄙㄛ、ㄈ

ㄚ、ㄇㄧ、ㄉㄨㄛ、ㄖㄨ

ㄟ、ㄒㄧ、ㄉㄨㄛ等旋律

組合而成，歌詞為「新一

點靈B12」。 

 

 聲音商標若係單純的旋律，較不易具有識別性，惟可透過長

期的宣傳廣告，經由使用取得識別性。若聲音商標以已具知名度

之文字商標作為歌詞結合旋律，則較易取得識別性，例如：新萬

仁製藥公司的「綠油精」、金車公司的「MR.BROWN 咖啡」及

新一點靈公司之「新一點靈 B12」等。  

 

五五五五、、、、氣味商標氣味商標氣味商標氣味商標 

 

 氣味商標就是以某種特殊氣味作為區別不同商品和不同服務

專案的商標。這種商標只在個別國家被承認它是商標，其成功註

冊的案例較少。 

 

 以美國的氣味案例而言，申請人以葡萄氣味指定使用在汽

車、飛機及輪船使用之汽油及機油商品，雖然在該決定書中並未

指明申請註冊氣味商標是否一定要證明後天的識別性，但在該案

件中仍係依據證據證明該氣味不僅只是裝飾而已，故氣味具有商

標作用的證據資料還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國專利商標局亦只核准

其註冊在輔助註冊簿46。此外，申請註冊氣味商標無須檢附商標圖

                                                        
46

 美國商標註冊號數第 25685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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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而樣品部分則大多數檢附商品實物。 

  

換言之，有些國家認為，申請氣味商標應是： 

（一）申請人是否為有關商品的唯一經營者； 

（二）香味是否為申請人提供的一種特色，而非商品的一種固有屬

性或天然特徵； 

（三）申請人在以往廣告中是否突出並宣傳該氣味商標；及 

（四）申請人是否已證明其產品的顧客、經營者和分銷商已認為申

請人是這些商品的來源。 

 

相對的，有一些氣味被明確指出不適合用來區別，包括： 

（一）產品的自然氣味，包括香水和香精油； 

（二）遮蓋用氣味，這種氣味可能被視為具有功能性用途，因此可

能被認為不具有區別力；及 

（三）功能性氣味或行業常用氣味，如檸檬味洗滌用品，這種氣味

的用途是讓產品更加怡人或提高產品的吸引力。 

 

六六六六、、、、 觸覺商標觸覺商標觸覺商標觸覺商標 

 

 觸覺商標，即通過質地平整光潔程度區別商品或服務出處的商

標。例如：由瓶狀物 和瓶狀物外面天鵝絨手感的覆蓋物組成的商

標。一些企業在名片、信封、公司簡介、 包裝袋乃至前庭接待桌

面、員工服裝上使用特殊的材料，以達到與眾不同的效果。此類商

標是指可能用以識別的是產品的表面，表面摸上去有一種可識別的

具體結構或紋理。例如：厄瓜多爾知識產權局於 2004 年 4 月 28 日

以第 29597號授予註冊，「Old Parr表面紋理」，用於含酒精飲料47。 

 

                                                        

47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網站，www.wipo.int/edocs/mdocs/sct/zh/sct_16/sct_16_2.doc ，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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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位置商標位置商標位置商標位置商標 

 

 位置商標是指某種商品特定部位的立體形狀、圖案、顏色以及

它們的組合，透過它們區分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傳統平面文

圖商標或新型態的顏色、立體商標均可能施用於商品或服務的特定

位置，若該位置為商標識別的重要特徵，其文圖、顏色或立體形狀

未施用於該特定位置，可能會喪失其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

即具有位置商標的性質，例如：標示於鞋後跟中央位置並延伸至鞋

底的紅色條帶，該紅色條帶離開該特定位置，即喪失其識別性。申

請位置商標者，商標圖樣應以虛線表現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的位

置，並於商標描述就商標本身及其使用之方式、位置等詳加說明。 

 

茲列舉國內獲准註冊之位置商標如下48：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01041178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顏色商標之發展與種類顏色商標之發展與種類顏色商標之發展與種類顏色商標之發展與種類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顏色商標之發展顏色商標之發展顏色商標之發展顏色商標之發展 

                                                        

4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http://tmsearch.tipo.gov.tw/TIPO_DR/index.jsp，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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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商標法中至 1997 年修法時即加入顏色組合，2003 年復將

顏色組合改為顏色，以不排除保護單一顏色之可能性，並增加了聲

音與立體形狀商標。 

 

然而現今商業活動發展多元化，傳播媒體及廣告設計日新月

異，傳統商標之型態已不敷實際交易市場所需，為保障商標權益，

避免不公平競爭情事的發生，又嗣因國際間開放受理更多新型態商

標註冊，為順應國際潮流，並保障業者營業上之努力成果，2011 年

6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開放任何足以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

標識，皆能成為本法註冊保護之客體，並例示商標得由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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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保護之客體不再以列舉者為限。且原條文第十七條亦

經修正，刪除「應以視覺可感知之圖樣表示」，而要求「商標圖樣

應以清楚、明確、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呈現」。 

 

 而目前中國商標法正在進行第三次修訂工作。根據 2012 年 9

月 2 日國務院法制辦公開徵求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修

訂草案徵求意見稿）》，此次修訂放開了單一顏色的商標註冊，加上

2001 年放開的顏色組合商標，可以說中國商標法全面開放顏色商標

的註冊申請將成定局。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顏色商標之種類顏色商標之種類顏色商標之種類顏色商標之種類 

 

 所稱顏色商標，係指以顏色使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之全

部或一部分或營業相關物品者而言。 

 

一一一一、、、、顏色組合商標顏色組合商標顏色組合商標顏色組合商標 

 

 顏色組合商標係指由二種以上可區隔之顏色組合而成，使用



 

~ 34 ~ 

 

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或服務外觀或其裝潢設計之全部或一部分

之商標。顏色商標與施有顏色的圖形商標不同，圖形商標係藉由

特定的圖形以凸顯其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特性，而顏色商標係

顏色本身即能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而非藉由特定的平面圖樣以

彰顯其商標的特質49。顏色商標原則上不具有先天的識別性，除非

舉證證明經由使用已取得後天識別性，下列顏色組合商標皆因經

商標權人長期大量廣泛使用下，在交易上已成為營業之識別標識

而獲准註冊。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商品圖樣商品圖樣商品圖樣商品圖樣 商標圖樣描述商標圖樣描述商標圖樣描述商標圖樣描述 

00163138 

01014242 

01010619 

00163137 
 

中國石油： 

本件顏色組合商標圖樣上容器之

形狀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圖樣

實際使用顏色為紅、白、藍三色

由上而下，水平式律動性條紋，

並採固定比例6：4：15分布於商

品容器表面。 

 

1162487 
 

綠色： 

乃大榮的傳統色系，代表愛、和

平、均衡。 

橘色：代表希望、活力、積極。 

半弧型之橘、白、綠三色組合即

代表大榮永續經營、生生不息、

圓融和諧、穩重真誠主動與效率

的服務精神。 

01317043 
 

 

圖樣上虛線部分之形狀不屬於商

標的一部分，本件使用於申請人

運輸事業之客運車輛。圖樣係以

銀色（杜邦銀13）、粉紅色（杜

邦RS014）、白色（杜邦純

白）、藍色（杜邦RS586）四種

顏色以流線形式延伸分佈於車體

上。 

                                                        

49
 商標法逐條釋義（2005年 12月版）。 



 

~ 35 ~ 

 

 

00169459 

 

本件係申請顏色組合標章，圖樣

上建築物外觀不屬於服務標章之

一部份，本件顏色組合圖樣實際

使用顏色係由綠色、白色、藍色

由上而下緊接分布於建築物之看

板部分。 

01303126 
 

本件為顏色商標，如申請書所附

之商標圖樣所示，其顏色係由粉

紅、白、紅三色橫條紋分佈於建

築物上，下方顏色係由紅色點狀

及粉紅色橫條紋，採固定比例分

佈於建築物及其門上所構成。 

00992276 

 

本件係以顏色組合商標申請；商

標圖樣上虛線部分之形狀不屬於

圖樣之一部分；本件圖樣所使用

實際顏色為銅、黑二色組合置於

圓柱體上，銅色於上，黑色位於

其下。 

01126814 

 

本件為顏色組合商標；圖樣上虛

線部分之形狀不屬於商標之一部

分；其顏色為白、藍、綠三色組

合；白色在上佔整個圖樣的二分

之一，藍色在中佔圖樣的四分之

一，綠色位於最下方佔圖樣的四

分之一。 

00939882 

 

本件係以顏色組合商標申請；商

標圖樣上容器之形狀不屬於商標

之一部分；本件圖樣所使用實際

顏色為紅、黃、紅各佔三分之一

面積，由上而下緊接分布於商品

容器之表面。 

01025937 

 

本件係顏色組合商標；商標圖樣

上容器之形狀不屬於商標之一部

分；圖樣實際顏色為黃、藍二

色，瓶罐為藍色分布於商品容器

之表面，而瓶罐上方盾牌狀區域

則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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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2467 

 

本件係以顏色組合商標申請；商

標圖樣上容器之形狀不屬於商標

之一部份；本件商標圖樣所使用

之實際顏色為一塊金黃與橘紅相

間的布裹著瓶身，並用靛藍色繩

子加以繫縛。 

 

二二二二、、、、單一顏色商標單一顏色商標單一顏色商標單一顏色商標 

 

 所謂單一顏色商標係指純粹以單一種顏色使用於某物品或包裝

上作為商標使用，以表彰商品的來源，而不加入任何圖案或文字的

設計，此種顏色可能附於商品及包裝全部或部分面積。通常單一顏

色透過使用取得後天識別性較顏色組合來得困難，除非申請人可以

證明該單一顏色用於特定商品或服務是非常例外或非比尋常的情

形。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商標描述 

01185658 

 

本件顏色商標為紫色，使用於螺

母非金屬內圈之部分。圖樣中虛

線部分表示商品之形狀，不屬於

本商標之一部分。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前述可知，隨著時代的演進，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商標亦與

時俱進地突破了傳統表現方式而呈現新的面貌，顏色商標、動態商

標、聲音商標、氣味商標等各式各樣非傳統商標不僅進入人們的生

活中，並漸漸被認可和增量使用。同時，面對非傳統商標的發展，

國際組織和先進國家也在商標立法上都有擴大保護商標客體的趨

勢，不論是從靜態擴大到動態，亦或是從可視擴大到非可視。 

 

 惟氣味、觸覺、味覺等非視覺可感知的商標，其商標圖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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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清楚、明確、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呈現，或如

何藉由文字說明或輔以商標樣本，使商標權範圍得以確定，並使第

三人（尤其是競爭同業）得藉由註冊公告，明確地認識該註冊商標

及其權利範圍，國內目前尚有技術問題待克服。 

 

 雖然非傳統商標是否為商標法所保護的內容，目前各國立法有

所不同，但國際上的立法趨勢則採取逐步可定的做法。非傳統商標

保護已成為國際商標保護的重要議題，並且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

將該等非傳統標識納入商標法保護的範圍。國外對於非傳統商標的

研究，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相關案例或立法例或可作為我國

處理非傳統商標議題或制定相關法律規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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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顏色商標之保護要件顏色商標之保護要件顏色商標之保護要件顏色商標之保護要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顏色商標積極保護要件顏色商標積極保護要件顏色商標積極保護要件顏色商標積極保護要件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識別性識別性識別性識別性（（（（Distinctiveness）））） 

 

 顏色商標要能註冊，如同其他型態的商標一樣，必須該顏色商

標足以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使消費者能以之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

相區別。 

 

 顏色商標，尤其是單一顏色，在消費者的認知多屬裝飾性質，

故通常不具先天識別性，至顏色組合商標，因其為二種以上顏色的

組合，如在顏色之選擇或比例之分配等有獨特性，具先天識別性的

可能性較單一顏色為高，因此，若顏色組合具有先天識別性，足使

消費者辨別商品或服務來源者，則不待舉證取得後天識別性，即可

獲准註冊。但不可諱言的，顏色組合商標仍較一般圖形設計商標不

易具備先天識別性，通常仍須舉證取得後天識別性，始得註冊。 

 

 關於後天識別性的舉證，若申請人於廣告或行銷時，特別強調

特定的顏色，例如：「請認明這個特殊的顏色」、「請尋找這個迷人的

顏色」、「尋找橘色的盒子」或「特殊的顏色」等，即是教育消費者

將該特定顏色作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較易證明商標之識

別性。此外，顏色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使用量、使用期間之長

短、銷售情況、廣告支出、消費者調查報告等，亦是判斷顏色是否

具識別性的考量因素。通常單一顏色透過使用取得後天識別性較顏

色組合來得困難，除非申請人可以證明該單ㄧ顏色用於特定商品或

服務是非常例外或非比尋常的情形，茲列舉不能取得註冊之顏色如



 

~ 39 ~ 

 

下50。 

 

一、 說明性的顏色 

 

 顏色為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品質、用途、原料或相關特性之

說明者，並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

不能取得註冊。例如：顏色可能是商品口味的說明，紅色代表蕃茄

或草莓口味、黃色代表檸檬口味、綠色表示薄荷口味等，若以紅

色、黃色或綠色等指定使用於具有蕃茄、草莓或檸檬或薄荷口味的

相關商品，自不得註冊，又例如：顏色使用於染髮劑通常為染後髮

色的說明，故黑色、褐色或金色於染髮劑商品不能取得註冊。 

 

二、通用的顏色 

 

 通用的顏色，包括業者就特定商品或服務普遍使用的顏色，而

已為社會大眾所習知習見，以及商品本身的自然顏色，均應不准其

註冊。例如：「紅色」為滅火器商品的通用顏色，指定使用於滅火器

商品；白色為牛奶商品本身的自然顏色，指定使用於牛奶商品；淺

褐色為麻繩或草蓆的自然顏色，指定使用於繩索或草蓆商品。通用

的顏色商標若為一人所專用，將嚴重影響公平競爭，故無法藉由證

明後天識別性的方式取得註冊。 

 

三、其他不具識別性的顏色 

 

 顏色往往與文字、記號或圖形等相結合，使用於所提供的商品

或服務，消費者較不會抽離出文字、記號或圖形，單獨視顏色為其

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識別標識，而商品本身或其包裝外觀的顏色

                                                        

50
 前揭註 36。 



 

~ 40 ~ 

 

常具裝飾美觀之目的，從而並不是業者不常使用的顏色，即具有識

別性。例如：牙線商品講求清潔、清新印象，因此，白色為該類商

品常使用的顏色，黑色縱非為業者所習用或常見，以之申請註冊於

牙線商品，該黑色仍係商品本身的顏色，消費者並不會單獨以該顏

色作為商品來源的識別標識，而不具商標之先天識別性。單一顏色

一般來說，消費者對其認知，大都將之作為裝飾的一部分，且消費

者用肉眼能分辨之顏色有限，因此，單一顏色原則上不具有先天之

識別性。若要能註冊為商標，必須證明已取得後天之識別性，亦即

申請人須提供相當之證據證明該單一顏色業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

上已成為表彰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

服務相區別，而例外得依商標法之規定獲准註冊，否則即缺乏識別

性而不得註冊。 

 

 顏色組合比單一顏色可能具有較高程度的先天識別性，因此，

若顏色組合配合其在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上標示情形，可能具有先天

識別性，能使消費者足以辨別商品或服務來源，則不待舉證證明其

已取得識別性，即可獲准註冊。但不可諱言的，顏色組合商標仍較

一般圖形設計商標不易取得先天識別性。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第二層意義第二層意義第二層意義第二層意義 

 

 雖然有些單一顏色商標不具備識別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消費者可能會逐漸將某種特定的商品或包裝的顏色認作是一種品

牌，則此時該顏色就可以區別商品的來源51。申請人必須提交有關該

商標經過長期持續使用，因此已經具備第二層意義的使用證據。美

國認為單一顏色商標的第二層意義取決於消費者是否承認並將該單

一顏色與特定的企業聯繫起來52；歐盟對於單一顏色商標的第二層意

                                                        
51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ucts Co, 514 U. S. 159,164 USPQ 2d 1161(1995). 
52

 In re General Electric Broadcasting Company, Inc, 199 USPQ.560, 563 (TTAB.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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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未作明確規定，但是根據《歐盟商標指令》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單一顏色商標的第二層意義取決於該標識是否能夠指示產品或

服務的來源53。一般而言，申請人必須證明在消費者心目中該單一顏

色商標的首要功能不在於指示商品本身，而在於指示商品的來源。

證明傳統商標第二層意義的證據同樣適用於單一顏色商標54。判定一

個單一顏色商標是否通過使用獲得第二層意義，應考慮該單一顏色

商標的使用方式、時間及程度、競爭者對單一顏色商標的使用、申

請人的廣告投入及消費者證據等55
 。 

 

一、單一顏色商標的使用方式、時間和程度 

 

 如果申請人在同一類型的系列商品上使用相同的顏色，可能有

助於告知消費者該特徵具有商標功能，但是如果經營者如果生產了

大量類似的商品，每一種都使用不同的顏色，情形則會相反。對單

一顏色商標的許可使用可以促使商標更大程度上的推廣，同時也可

以證明被許可使用者對該商標價值的認可，因此法院將包含單一顏

色商標的許可協議視為證明第二層意義的證據56。例如：Owens-

Corning 案中法院認為在許可他人在促銷商品如咖啡杯或填充玩具上

使用粉色，可以作為證明該粉色商標具有識別性的證據57。但是當申

請者實際上幫助了第三方在沒有商標許可協議的情況下使用該商

標，則申請者有關獲得識別性的主張將受到極大地損害，例如：

Edward Weck 案中，美國商標審議與再議委員會（United States 

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 TTAB）認為申請者銷售綠色工具

                                                        
53

 Joint cases C-108/97 and C-109/97, May 4, 1999, Windsurfing Chiemsee Produktions-und Vertriebs 

GmbH(WSC)vBoots-und Segelzubehor Walter Huber(C-108/97) and Franz Attenberger(C-109/97), 

[1999] ECR I-2779. 
54

 In re Owen-Corning Fiberglas Corp, 774 F.2d 1116, 1125, 227 USPQ 417,423 (CAFC. 1985); In re 

Clark, 17 USPQ 2d 1238(TTAB1990). 
55

 湛茜，單一顏色商標的註冊問題研究，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0期，2012年 。 
56

 LeSportsac v. K Mart Corporation, 754 F2d 71, 78, 225 USPQ654, 659 (2d Cir. 1985); Paramount 

Pictures Corp. v. Dorney ParkCoaster Company, 698 F. supp. 1274, 1280, 9 UPSQ 2d 1161, 1163 (ED 

Pa. 1988). 
57

 In re Owen-Corning Fiberglas Corp, 774 F2d 1116, 1125, 227 USPQ 417,423 (CAFC.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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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第三方作為其自身商品使用，極大程度上減損了其有關識別性的

主張58。 

 

 單一顏色商標持續使用的時間是很重要的證據。一般來說，商

標使用的時間越長，獲得識別性的可能性越大。對申請商標的使用

應該是持續的，如以非持續的方式使用，該商標的商譽則可能消

失。商標的使用時間應與商品的銷售量一併考慮。一般來說，使用

商標的商品或服務的銷售量越大，該商標就越有可能獲得識別性。 

 

二、競爭者對單一顏色商標的使用 

 

 競爭者對該單一顏色商標的使用行為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對

證明獲得第二層意義起到積極作用，也可能起到消極作用。如果競

爭者在同類商品上使用不同的顏色可以說明該商標的排他性使用，

從而作為證明獲得識別性的證據59。反之，如果一項顏色商標在同類

市場上為競爭者所普遍採用，則申請人通常很難證明該商標的第二

層意義。競爭者使用相同或類似商標往往會否該商標獲得識別性的

證明產生非常嚴重的消極影響。如果商標被競爭者作為描述性使用

或作為商標、商號的一部分使用，消費者一般不太可能將該商標與

特定的經營者相聯繫。例如：美國法院在 Owens-Corning 案中指出

如果一種顏色為同行業的其他人使用時，則該顏色僅僅是對商品的

裝飾，而不能作為指示商品來源的商標；Edward Weck 案中美國商

標審議與再議委員會也認為由於其他競爭者也同樣使用了綠色，儘

管申請者使用的綠色與他人使用的綠色存在一定色差，但是公眾一

般不會將這種綠色視為商品來源商標60。 

 

                                                        
58

 Edward Weck Inc v. IM Inc., 17 USPQ 2d 1142 (TTAB 1990). 
59

 The Isaly Co v. Kraft Inc., 619 F. supp. 983,992. 226 USPQ801, 805(MD Fla. 1985); In Re Motorola, 

3 USPQ 2d 1142,1143(TTAB 1986). 
60前揭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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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單一顏色商標的廣告宣傳 

 

 龐大的廣告支出在認定商標獲得識別性時，雖然不是決定性因

素，但是往往具有積極的意義。例如：Owens-Corning案中美國法院

認為四千二百萬美元的廣告支出具有實質性的證明作用61。大多數法

院均認為重點並非在於廣告支出的數量和範圍，而在於廣告促銷所

帶來的實際宣傳效果62。例如：Caterpillar 案中法院認為申請者龐大

的廣告支出並不一定具有證明效力，因為該支出用於申請者的所有

商品，而非僅僅限於該案所涉及的商品63。 

 

 廣告的形式和廣告的內容本身對於廣告的證明效力也有至關重

要的影響作用。由於單一顏色商標的特殊性質，許多商品僅僅使用

了特定顏色，卻沒有明確說明該商標是指示商品來源的商標。與傳

統商標不同，對於單一顏色商標第二層意義的證明，必須考慮商標

所有人在使用過程中是否以特別的方式告知消費者該單一顏色商標

是商標64。例如：若申請人於廣告或行銷時，特別強調特定的顏色，

例如：「請認明這個特殊的顏色」、「請尋找這個迷人的顏色」、「尋找

橘色的盒子」或「特殊的顏色」等，即是教育消費者將該特定顏色

作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較易證明商標之識別性65。。 

 

 廣告形式也會對認定商標第二層意義產生不同的作用，例如：

Seagull 案中法院認為《如何使顏色作為商標》一書不能作為獲得識

別性的證明，因為其並非出現在一般流通領域的新聞報紙或雜誌上

66。此外，媒體、電視和廣播對於單一顏色商標的評論和報導可能會

增加該商標的曝光度和媒體認知度。 

                                                        

61
 前揭註 57。 

62
 R H Donnelley Inc v. USA Northland Directories Inc, 2004 WL 2713248 (D. Minn 2004). 

63
 In re Caterpillar Inc, 43 USPQ 2d 1335, 1342 (TTAB 1997). 

64
 UK Practice Amendment Notice PAN 6/06 Issued 12 April 2006. 

65
 前揭註 36。 

66
 British Seagull Ltd v. Brunswick Corp., 28 USPQ 2d 1197 (TTAB.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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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費者證據 

 

 消費者將單一顏色商標與特定商品或服務來源聯繫起來的證言

是證明第二層意義的重要證據67。如果消費者使用顏色來描述一項商

品，可以作為消費者認知該商標的證據68。例如：Master Distribution

案中法院認為消費者經常要求要“藍色的膠帶”或者僅僅是要求“藍色

的”的證據，足以證明該顏色具有第二層意義69；消費者證言與第二

層意義非常相關，但消費者個人往往不能代表消費者群體。如果進

行合理的設計和恰當的操作，對潛在消費者進行的問卷調查會更具

有說服力。許多法院將消費者問卷調查證據作為證明商標第二層意

義的重要證據，消費者調查證據在證明單一顏色商標第二層意義方

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70。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顏色商標消極保護要件顏色商標消極保護要件顏色商標消極保護要件顏色商標消極保護要件 - 功能性理論功能性理論功能性理論功能性理論 

 

 所謂具功能性之顏色，係指在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上，是達

成其使用目的或技術效果所必要的顏色，或會影響商品或服務的成

本或品質者而言。例如以黑色指定使用於太陽能收集器商品或以銀

色使用於建築物隔熱板商品，因黑色易吸熱，銀色可以反射太陽

光，降低物體本身能量吸收率，分別為太陽能收集器商品或建築物

隔熱板商品發揮功能所必要的顏色，基於公益性的考量，應不得註

冊。另顏色依一般社會通念，代表了特定的意涵，也屬具有功能性

的情形，例如紅色或橘色一般被當作為危險或警告的訊息，於交通

警示器具商品等，具有功能性而不准註冊71
 。 

                                                        
67

 In re Clarke. 17 USPQ2d 1238 (TTAB 1990). 
68

 In re Denticator International Inc, 38 USPQ 2d 1218 (TTAB1995). 
69

 Master Distribution Inc v. Pako Corp, 986 F2d 219,220, 25 USPQ 2d 1794 (8th Cir. 1993). 
70

 Stuart Hall Co v. Ampad Corp., 51 F3d 780, 34 USPQ 2d 1429 (8
th

 Cir 1995). 
71

 前揭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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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傳統商標作為商標的一種，如同傳統商標一樣，有的標識具

有功能性特徵， 有的則不具有功能性。對於具備功能性的標識，通

常是不允許它得以註冊的，即非傳統商標同樣要具備非功能性要

件。即非傳統商標不能具有實用性，不能作為商品或服務的某種功

能出現，比如不能用非傳統商標描述商品的特徵或者表明商品的顏

色等等。例如：大陸商標法第十一條規定：「下列標誌不得作為商標

註冊：（一）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稱、圖形、型號的；（二）僅僅直

接表示商品的質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數量及其他特

點的；（三）缺乏顯著特徵的。」亦或是我國商標法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之規定：「商標有下列不具識別性情形之一，不得註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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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僅由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或名稱所構成

者。三、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 

 

 法律規定商標註冊的非功能性條件，主要是為了避免商品的實

質性因被註冊而產生壟斷。因為若某種顏色是完成該商品的功能所

必須的，那麼倘允許該顏色商標之註冊，將勢必造成該顏色長期被

壟斷，不利於社會的公共利益。因此，對於非傳統商標而言，如果

是功能性標識，是不允許註冊的。例如：若顏色本身與產品的功能

性相關，則該顏色不能獲得商標註冊。一般來說，審查人員亦多以

顏色具有裝飾性和功能性來核駁顏色商標的註冊申請。 

 

顏色商標在以下情況下具有功能性72： 

 

一、顏色可能提供特定的技術效果。有些顏色可能產生一定的效

果，從而可以提高商品的功能性或耐用性。例如：用於太陽能商品

的黑色有助於吸收熱能；由於建築絕緣材料的銀白色有助於反光、

                                                        

72
 前揭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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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熱73；安全物品上使用亮橙色、黃色更容易被人注意。 Ferris Corp

案中法院認為外科繃帶的粉色同高加索人種的皮膚顏色非常相近，

因此具有功能性74；Orange Communications 案中法院認為公用電話

亭的黃色和橙色具有功能性，因為一旦緊急情況發生，這些顏色在

任何燈光條件下都比其他顏色更醒目75。 

 

二、顏色可以傳遞公認信息。如果一種顏色具有普遍承認的含義，

則具有功能性。例如：黃色和橙色被普遍適用於安全標識，紅色則

經常被使用在災難警告標誌上，綠色經常用於環保標誌76。 

 

三、顏色有助於商品的使用。如果顏色方便消費者對商品的認識和

利用，則具有功能性，例如：以不同顏色區分不同品質或數量的同

類商品。 Inwood案中 Ives公司分別以藍色和紅色生產和銷售 200毫

克膠囊和 400 毫克膠囊的抗栓丸，美國法院認為該膠囊的顏色具有

功能性，因為其不僅能夠幫助消費者選出正確的藥品，還能夠幫助

醫生確定哪些藥物易導致過敏77；Nor-Am Chemical 案中法院認為用

於氮肥的藍色具有功能性，因為使用特定顏色有助於使用者確定混

合肥料的成分，此外農用化肥市場往往採用藍色來標識氮元素78。 

 

四、顏色能夠影響商品的質量或成本，例如：某些商品加入的顏色

會使商品質量得到改善。California 案中法院認為黑色用於飲料瓶具

有功能性，因為黑色可以起到避光的作用使得瓶內的飲料保持新鮮

79。一種顏色如果是的製造和使用過程更加經濟也具有功能性，例

如：某種顏色可能是商品製造過程的自然副商品，如果對商品的自

                                                        
73

 See Australia Trade Marks Office Manual of Practice and Procedure Part 21§4.5.1 Functionality and 

Color; and Singapore Trademark WorkManual Chapter 2 Color Marks 4(b)(i). 
74

 In Re Ferris Corp, 59 USPQ.2d 1587 (TTAB 2000). 
75

 Orange Communications, Inc., 41 USPQ 1036 (TTAB 1996). 
76

 前揭註 73。 
77

 Inwood Laboratories Inc. v. Ives Laboratories, Inc, 456 U. S.844, 850, 1982. 
78

 In Nor-Am Chemical v. G. M Scott&Sons Co, 4 USPQ 2d 1316, 1320 (E. D Pa 1987). 
79

 California Crushed Fruit Corp. v. Taylor Beverage&Candy Co, 38 F. 2d 885(D. Wis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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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顏色進行保護，其他競爭者則需要增加生產成本在商品上使用其

他顏色，例如：美國法院曾拒絕在藥品上註冊白色商標80。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據上可知，不同於傳統商標，顏色商標的註冊要件除須具備識

別性或第二層意義外，還要必須是非功能性。識別性與功能性為二

個需要個別判斷的事項，具有功能性的顏色商標，縱使於市場上長

期且大量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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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具有功能性之顏色商標，是商品本身不可或缺元

件，不僅會影響到製造成本和銷售情況，若賦予該顏色商標權人排

他權，亦將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因此當然不能受得到商標法之保

護。 

  

 反之，雖然大部分的顏色商標皆缺乏先天識別性，但只要該顏

色商標不具有功能性，則仍可透過於市場上長期且大量使用，取得

後天識別性，進而取得商標註冊。 

 

 

 

 

 

 

 

 

 

 

                                                        
80

 Smith, Kline & French Laboratories v. Clark & Clark, 157 F.2d 725,730 (3rd Cir), cert denied, 329 

US 796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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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美國顏色商標制度美國顏色商標制度美國顏色商標制度美國顏色商標制度 – 以以以以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美國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美國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美國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美國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 

 

 在《蘭哈姆法》(Lanham Act)立法之前，美國的普通法一般而

言是不承認單純顏色的商標。1906 年美國最高法院法院在 Leschen 

& Sons Co. v. Broderick & Bascom Rope的案子裡判定「顏色是否可

以成為商標是毫無疑問的，雖說如此，是否附於某個設計上，如圓

圈、四角形、三角形、十字架、或是星星的顏色(可以成為商標)，

相關政府單位並未告訴我們」81。一般認為承認單純顏色的商標會減

少社會大眾一般生活中可以使用的顏色。在《蘭哈姆法》通過之

後，雖然《蘭哈姆法》拓寬了商標的保護範圍，只是國會將承不承

認顏色商標的裁量權留給法官。而法院選擇繼續普通法不承認顏色

商標的傳統82。  

 

 一直到 1985 年，In Re Owens-Corning Fiberglass Corp.的案件

裡，聯邦巡迴法院才判決粉紅顏色可以成為註冊商標83。上訴人

Owens-Corning Fiberglass Corp（本文後稱「Owens-Corning」）自

1965 年開始製造出售粉紅色的纖維玻璃隔離材料，並在 1985 年申

請顏色粉紅色為其產品的註冊商標，卻被美國專利商標局拒絕了。

雖然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商標審議與再議委員會認為商品的顏色有可

能成為受保護的商標，但是委員會也認為上訴人並未成功的證明粉

紅色表彰上訴人的商品，於是委員們決定維持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原

判。 

 

                                                        
81

 A. Leschen & Sons Rope Co. v. Broderick & Bascom Rope Co., 201 U. S. 166 (1906). 
82

 馮震宇、蔡明誠，商標發展趨勢及因應之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期末報告，2000年 11月 。 

83
 前揭註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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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聯邦上訴法院推翻了商標審議與再議委員會的判決，因為其

認為粉紅色不但表彰商品的來源，也建立了所謂的「第二層意義」。

法官指出 Owens-Corning 花費了大量的金錢長時間打廣告強調其獨

一無二的粉紅色纖維玻璃隔離材料，終於建立了所謂的「第二層意

義」。法官同時拒絕了被上訴人認為不同深淺粉紅色容易混淆，以及

社會大眾可以使用的顏色即將減少的說法。相當重要的一點是聯邦

上訴法院強調《蘭哈姆法》的重要目的之一乃是將傳統商標法現代

化，以促進通商貿易。聯邦上訴法院舉了數個例子來證明這個說

法。 

 

 首先，《蘭哈姆法》第 45條將商標定義為「被商人採用來彰顯

自己商品的任何字、名稱、記號、裝置、或是聯合式」，這樣的定義

和傳統普通法下的商標相比範圍是更加寬廣。其二，《蘭哈姆法》第

2 條的前言更是直言「沒有任何商標...應該因為商標的性質被拒絕註

冊申請」。聯邦上訴法院指出因此在《蘭哈姆法》通過之後，許多先

前不受保護的標章，包括容器、商品形狀、包裝、聲音、等等，都

成為受保護的商標。聯邦上訴法院聲稱任何符合商標要件的標章皆

應受到保護。最後聯邦上訴法院表示沒有迫切政策考量須要保留大

眾製造粉紅色纖維玻璃隔離材的權利，畢竟在為數相當少的同業中

Owens-Corning是唯一製造粉紅色纖維玻璃隔離材的廠商84。 

 

 之後在 NutraSweet Co. v. Stadt Corp.的案件裡，聯邦上訴法院

卻再一次判決單一顏色不能成為受保護的商標，也因此造成各界對

                                                        

84
 美國商標註冊號數第 1439132 號，申請圖樣為 (以線條表示粉紅色)，實際商品為粉紅色絕緣玻離纖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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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顏色到底能不能成為受保護商標的疑惑85。原告 NutraSweet Co.

以及被告 Stadt Corp.都是食用包代糖的製造以及經銷商。他們各自

製造以及經銷由顏色食用包包裝的代糖給餐廳、咖啡廳、以及其他

提供餐飲服務的業者讓消費者使用。從 1948 年到 1958 年，由白色

食用包包裝的傳統白糖是餐飲業提供給消費者的唯一選擇。在 1958

年，被告開始製造以及出售由粉紅色食用包包裝的低熱量代糖。被

告的產品 Sweet’N Low 很快出現在各餐廳、旅館、以及其他提供餐

飲業者的店裡。在 1981 年，原告所製造 Equal 代糖上市了，而

Equal 的包裝也在一年後由原先的白色改為藍色。在 1981 年，被告

又推出另一種由藍色食用包包裝的新代糖，名為 Sweet One。雖然原

告並未指控 Sweet One的藍色包裝和自己 Equal的藍色包裝是同樣深

淺的顏色，不過原告認為兩種產品包裝顏色具有「令人混淆的近似

性」，因此侵害了自己的商業表徵。經原告提出告訴，聯邦地方法院

認定顏色無法成為受保護的商標，因此 Equal 的藍色包裝不是商業

表徵，而且判被告勝訴。原告提出上訴後，聯邦上訴法院維持地院

的原判。 

 

 雖然原告要求聯邦上訴法院跟隨 Owens-Corning一案的判決，

但是被聯邦上訴法院所拒絕。聯邦上訴法院認為法律本來就承認顏

色可以成為商標的成份之一，因此沒有必要保護純粹顏色的商標。

同時聯邦上訴法院也提出承認純粹顏色的商標，可能會造成深淺不

一顏色(如淺藍、深藍、天藍、寶藍、等等)之間的混淆。到底深淺

要近似到什麼程序才算侵犯他人的顏色商業表徵？聯邦上訴法院最

後表示顏色商標可能製造新業者進入市場的障礙。 

 

 後來，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在 1995年的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ucts Co.一案中正式的澄清顏色本身可以成為受保護商標，但一

                                                        

85
 NutraSweet Co. v. Stradt Corp., 917 F.2d 1024, 16 USPQ. 2d 1959 (7th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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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先建立「第二層意義」86。原告長久以來製造出售一種特殊金綠

色的紙板給乾洗店使用。而原告的競爭對手之一被告也開使製造出

售同一金綠色的紙板給乾洗店使用。原告在美國專利商標局註冊金

綠色自己產品的商標後，就控告被告侵害其商標。聯邦地方法院判

原告勝訴，然而經被告提出上訴後，聯邦上訴法院卻推翻了地院的

判決，並裁決《蘭哈姆法》並不保護顏色商標。最後最高法院推翻

了上訴法院的判決。 

 

 最高法院表示《蘭哈姆法》保護純粹顏色的商標，因為《蘭哈

姆法》對商標的定義相當寬廣，足以包括顏色，因此只要商標保護

的基本要件存在，就可以受保護，只是並非每種顏色都可成為受保

護商標。最高法院的判決書指出，沒有足夠的理由存給予顏色不同

待遇。而就原告所使用的金綠色而言，法院認為符合保護的要件，

也就是非具功能性、擁有「第二層意義」、以及表彰商品的來源。原

告的所使用的金綠色之所以非具功能性乃是因為除了表彰商品的來

源，金綠色的使用並無其他任何作用。雖然純白色紙板比較不耐

髒，但是耐髒紙板的顏色無須是金綠色，它也可以是紅，藍，橙、

紫、或是其他任何顏色。但是在有些狀況下，顏色確實有可能具有

功能性，因此不受保護。 

  

 至於深淺不一顏色可能製造混淆的說法，最高法院持的看法是

法院一向有辦法處理一樣或是更加棘手的問題，如兩個名稱的近似

度是否足以製造消費者對商品來源被混同誤認之虞。至於顏色商標

有可能減少或耗盡所有大眾可使用的顏色，最高法院認為也不成問

題，因為無盡的顏色可以透過不同顏色的混合被創造。同時最高法

院也解釋上訴法院所仰賴的最高法院判例乃是在《蘭哈姆法》通過

                                                        

86
 前揭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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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發生的案件，而《蘭哈姆法》早已大幅度放寬擴大商標保護的範

圍。最後就被告提出的說法認為顏色無須成為各別受保護的商標，

因顏色可以透過成為商標成份之一受保護，法院表示不具說服力。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判決中得出結論，認為《蘭哈姆法》並不

絕對禁止註冊單純由顏色組成的商標，顏色組成的商標只要符合商

標構成的一般要求，就可以註冊為商標。至此，美國最高法院以判

決的形式確認了單一顏色商標的法律地位。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美國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美國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美國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美國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 

 

 美國顏色商標與我國之定義相同，均係指單獨由一種或兩種以

上顏色使用於特定的物體上所構成之商標。若顏色商標與商品結合

使用，則顏色可使用於整個商品的表面，亦可使用於商品表面的一

部分，或亦可使用於全部或部分商品的包裝表面。例如：一個顏色

商標可以是由紫色使用於沙拉碗所構成或由粉紅色使用於手工具的

手把所構成，亦可由藍色為底加上粉紅色圓圈使用於全部或部分商

品包裝上所構成。同樣的服務標章也可以由顏色使用於全部或部分

與所提供服務有關之廣告或相關物件上所構成。 

 

 而顏色商標能否註冊，則完全取決於顏色商標的使用方式。顏

色使用於物體上或其表面上的特徵，相對的將影響顏色給予消費者

的印象。一般來說，整個單一顏色或多數顏色組合以特定或隨意的

方式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上，經常被視為商品或服務的裝飾。因為顏

色商標不像文字商標，縱然使用於不同的物體上仍能保持相同的外

觀，顏色商標縱然使用在類似的情況下，仍無法立即被消費者當作

一個區別來源的標識來看待。故在美國原則上顏色商標不具有先天

的識別性，除非舉證證明經由使用已取得後天識別性，始能註冊在

主要註冊簿。另外，若顏色本身具有實用或功能的優點，則可能具

有功能性，例如：黃色或橘色代表安全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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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美國顏色商標係由單純的顏色所構成，上面沒有任

何的文字或圖形設計。一般申請時商標圖樣所呈現的圖形部分只是

為了顯示顏色使用在商品或服務上的位置，而商標描述的部分，則

在聲明所使用的顏色以及描述該等顏色如何使用在商品或服務上，

若顏色只使用在商品部分的位置，則描述中應指出該特定的位置所

在。若顏色是有層次的, 亦應在描述中指明。指明顏色應使用通用之

語言，例如：褐紅色、青綠 色、海軍藍、淡紅色等。若修改商標圖

樣描述會重大的改變原申請案件之商標圖樣，則不得變更。顏色商

標有可能使用於所提供服務之交通工具上，亦可能使用於商品之包

裝容器上或甚至直接使用於商品上。 

 

一一一一、、、、美國單一顏色商標的註冊要求美國單一顏色商標的註冊要求美國單一顏色商標的註冊要求美國單一顏色商標的註冊要求87
 

 

（一）識別性 

 

 從前述美國最高法院的相關判決來看，單一顏色本身絕對不具

備固有識別性，申請人必須證明該顏色已經通過使用獲得了識別

性。以美國專利商標局註冊的單一顏色商標為例，通常證明識別性

應滿足以下條件： 

 

1. 顏色在商業活動中長期使用，但並非僅僅是長期使用。例如：

Owens-Corning對粉紅色經過長達 29年的長期使用，並不斷以粉

紅色力量、粉紅色美洲獅、完美粉紅色等進行宣傳推廣。 

 

2. 將顏色作為商標進行推廣，證明消費者認可顏色作為唯一的來源

指示物的證據，包括消費者認可、傳媒認可、誓詞與聲明等。調

查顯示，50%的人將粉紅色與 Owens-Corning 聯繫起來。至於誓

                                                        

87
 美國單一顏色商標制度簡介，中國工商報，2012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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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與聲明，應當以表格形式作出，並說明顏色是作為商標使用。 

 

3. 對顏色的競爭性使用。Owens-Corning 作為唯一生產彩色絕緣材

料的公司，在絕緣材料上使用粉紅色與其他公司不存在競爭關

係。一般情況下，工業品不需要進行過多的裝飾，因此使得顏色

在更大程度上被視作商標。但如果某顏色在某一行業中是常見

色，則證明經使用獲得識別性的難度會更大。 

 

（二）不具功能性 

 

 如果認定某一產品特點具有功能性，如對商品的使用具有基本

意義或可能影響商品品質、價格等，就不能申請註冊從而獲得保

護，即使申請人能夠證明其申請的顏色具有識別性。功能性原則可

以防止商標法因允許生商控制某一顏色而妨礙競爭，倘申請商標的

一個特點，如果對於該產品的用途或目的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或者

影響到該產品的成本或品質，則該特點就具有功能性，包括材料成

分（如果作為商標申報的顏色是商品製作所用材料的固有顏色，該

顏色就不能作為商標來發揮功能）、固有特點（有些顏色具有功能

性，因為它們服務於實用目的。例如：打獵服裝上的綠色與褐色能

夠為獵手提供偽裝）、製造工藝的結果（綠色的咖啡豆經烘烤後變成

褐色）、安全性或可見性（橙色用於救生衣、橙色用於緊急電話、珊

瑚色用於有色耳塞）、不公平競爭優勢。 

 

 證明功能性用途的證據可以包括：美國的聯邦或州條例、行業

標準、申請人聲明，例如：由於聯邦或州條例的規定；某些商品必

須採用某種顏色出售，如美國規定橙色是一種在美國通常被用於錐

形交通路標、支柱、路障和其他施工區標示裝置的顏色，任何一家

公司都不得獨占這些商品上的顏色；申請人對顏色的功能性用途的

宣傳可以被作為證據，申請人往往在自己的聲明或廣告中提及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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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註冊顏色的功能性特點，如申請生產的野外狩獵服和顏色具有偽

裝效果等。 

 

二二二二、、、、美國單一顏色商標的申請要求美國單一顏色商標的申請要求美國單一顏色商標的申請要求美國單一顏色商標的申請要求88
 

 

 申請人在申請檔的圖樣中應當顯示所申報的顏色及該顏色在商

品或提供服務時所使用物品上的位置，顏色申報必須僅限於該顏色

在商業活動中的使用方式，不作為商標申請註冊的部位應用虛線標

明。顏色在商品上的位置或與服務相關的位置是商標所留下的商業

印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圖樣必須顯示該位置。如果提交的圖樣

是一個顏色方塊，然後就該顏色在特定商品或服務上的所有使用提

出申請，是不被允許的。當顏色被用於商品、商品包裝、服務中所

使用的物品上時，可以用虛線顯示位置。 

 

 如果顏色是用於液體、粉沫或無具體形狀的商品上，圖樣應根

據產品在商業活動中的使用方法而定。如果液體可以通過容器看

見，該容器應當為虛線，如果液體並非通過透明容器出售，則可使

用虛線方形。此外，特別指出的是應對商標加以清楚的描述，說明

所申報的顏色是商品的顏色。 

 

 在提供服務時，可以用各種方式來使用顏色，但是，在每個申

請中只能顯示一種用途。例如：用於車輛上的綠色商標，表示提供

害蟲控制服務；用於車輛上的粉紅色表示提供安排旅行和越野觀光

服務。顏色商標必須僅包括顏色，文字和圖案不應出現在圖示上。

並非商標一部分的文字、圖案和數位不得用虛線顯示在圖示上。文

字的顏色不能單獨申報，除非同時也申報文字，此種情況下不是顏

色商標，而是指定顏色的文字商標。如果顏色是以相同方式使用，

                                                        

88
 前揭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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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圖示可用於多種商品。如商品是推拉式掃帚、直接式掃

帚、室外用掃帚等，紅色被用在這些商品的手柄上作為顏色商標申

請，可以只提供一個圖示。 

 

 綜上所述，一份完整的單一顏色商標申請檔應包含以下所有內

容：指明作為商標而申報的具體顏色，指明該顏色出現在商品或服

務的位置，說明虛線顯示的部分並非商標的組成部分。 

 

三三三三、、、、美國美國美國美國顏色商標的圖樣說明顏色商標的圖樣說明顏色商標的圖樣說明顏色商標的圖樣說明89
 

 

 在美國，所有顏色商標都採用 6位元數位代碼，如 29.02.01。

頭兩位元數字代表商標類別，所有商標的類別均為雜項 29，該類別

包括完全由顏色組成的商標，顏色商標沒有文字、字母或數位。中

間的兩位元數位表示該商標是單色還是多色以及該顏色的使用方

式，如 29.02，表示用在整個商品或服務上的單色；29.03，用在商

品或服務部分部位上的單色；29.04，用在包裝、標籤或廣告上的單

色；29.05，用在整個商品或服務上的多色；29.06，用在商品或服務

部分部位上的多色；29.07，用在包裝、標籤或廣告上的多色。最後

兩位元數字代表所申請的顏色。倘顏色商標的申請書上沒有圖樣，

就會被拒絕接受申請。商標圖樣必須對用於或意圖用於商品的商標

作出充分準確的表示，還必須有對於使用該顏色的描述。 

 

四四四四、、、、美國顏色商標的審查要求美國顏色商標的審查要求美國顏色商標的審查要求美國顏色商標的審查要求90
 

 

 顏色商標的審查包括顏色審查和圖樣物體審查。在確定了適當

的類別 29圖樣代碼後，還應當確定顏色出現的圖樣中物體的適當代

碼以便對其進行檢索，因為顏色的位置對於該顏色商標所產生的商
                                                        
89

 前揭註 87。 

90
 前揭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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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印象至關重要。所有類型物體的圖樣代碼均規定在《圖案檢索代

碼手冊》(Design Search Code Manual)
91中，例如：卡車、廂式貨車

的代碼是 18.05.05。如果紅色被用在卡車，則應將申請人提供的顏

色說明（紅）與該物體的圖樣代碼（18.05.05）結合起來進行檢索。

《美國商標審查指南》（Trademark Examination Guides）92亦規定顏

色商標的申請必須有樣本支持，樣本必須顯示圖樣所示顏色商標的

使用。顏色商標申請人必須提交一份表明對顏色進行使用的樣本。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案例之探討案例之探討案例之探討案例之探討 

 

 

            

 

 紐約南區法院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93一案判決之所以引發美國時尚界及法律界之廣泛重視

及討論，在於該案爭點主要為單一顏色商標在流行時尚商品得否註

冊的「紅色」爭議。  

                                                        

91
 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http://tess2.uspto.gov/tmdb/dscm/index.htm，最後瀏覽日：2013/06/15。 

92
 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

http://www.uspto.gov/trademarks/resources/Trademark_Exam_Guides.jsp，最後瀏覽日：
2013/06/15。 

93
 前揭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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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籍設計師 Christian Louboutin 為知名高級女鞋設計師，其所

設計之紅色鞋底高跟鞋，由於受到影視明星及社交名媛之喜愛，大

量於媒體曝光而享有極高之識別性。美國專利商標局，以 Louboutin

的產品已廣泛大量使用紅色於鞋底，符合顏色商標所需之第二層意

義，授予 Louboutin自 2008年 1月 1日生效之註冊第 3361597號漆

紅色鞋底(lacquered red sole on footwear)商標，使用於女性流行時尚

設計師鞋類商品。2011年 4月 Louboutin以 YSL在市場上銷售外觀

與其著名之紅底高跟鞋極相似之紅色女鞋為由，主張 YSL 侵害商標

權及不公平競爭，向紐約南區法院提出訴訟，隨後聲請初步禁制令

禁止 YSL銷售紅底鞋，並提出損害賠償請求。 

 

 紐約南區法院駁回 Louboutin 初期禁制令之聲請，並質疑商標

局當初核准 Louboutin單一顏色商標之申請是否妥適。紐約南區法院

在判決書中表示，Louboutin 所有之單一(漆紅)顏色商標，基於以下

考量應不具商標可註冊性。 

 

一、用於流行時尚商品時具有美觀上功能性 

 

 紐約南區法院對於 Louboutin 紅色鞋底商標於申請時已然取得

「第二層意義」，符合單一顏色商標註冊要件之一，並無異議。但

是，紐約南區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此商標不符合單一顏色商標之「非

功能性」要件，並說明商標法係以保護公司商譽來促使競爭，而非

用法律保護特定生產者擁有特定商品特色來阻撓合法競爭，當商標

本身倘具有功能性，便不應受到商標法之保護。 

 

 本案在紐約南區法院審理過程中，Louboutin 在說明何以選擇

以紅色作為鞋底顏色時表示：因為紅色代表「迷人的、嬌媚的、令

人難以忘懷的、激情的且具性感的顏色，將賦與其鞋類商品予人充

滿活力且迷人之印象」。紐約南區法院認為 Louboutin 相當明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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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作為鞋底顏色具有功能性，當鞋底塗以明亮或非預期的顏色

時，就具有美觀的功能性，並列舉六種將紅底顏色商標用於流行時

尚商品之功能。因此，認定本案紅色鞋底帶有功能性，並非僅用於

商品來源識別。 

 

二、用於流行時尚商品時具有影響售價的功能性 

 

 紐約南區法院認為，本案紅色鞋底實際上影響售價，流行時尚

商品設計師通常希望有較高商品售價，讓其創作商品顯得更高檔、

更奢華。在本案，塗以漆紅色當作裝飾鞋子售價，事實上比其他無

特殊裝飾性顏料鞋子之售價昂貴。 

 

三、於流行時尚商品獨占單一顏色將阻礙產業競爭力 

 

 紐約南區法院認為流行時尚商品取決於顏色且瞬息萬變，無論

設計師或消費者都是具敏感、個性化、突發奇想及情緒化。當流行

時尚界任何人於任何時候突發奇想決定以紅色代表熱情時，

Louboutin的註冊商標 the color red將阻礙其他設計師使用紅色及任

何近似顏色於鞋類之商品上。 

 

 紐約南區法院的判決，再度引發在流行時尚商品是否可經由商

標註冊來獨占單一顏色的爭議。 Louboutin在 2011年 10月向第二巡

迴 法院提出上訴，強調 Louboutin 將特殊之紅色放在先前遭忽略的

鞋底部分，已建立根深蒂固的商標識別性，紅色並無功能性可言，

反駁紐約南區法院有關功能性及阻礙同業競爭之見解。 

 

 由於事涉單一顏色商標可否註冊之爭議，國際商標協會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INTA)，知名珠寶品牌 Tiffany

及學者專家，紛紛就本案向第二巡迴法院提出法庭之友 (am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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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iae)意見，這些意見看來仍然充滿歧異。Tiffany 及國際商標協會

均認為，紐約南區法院有關顏色之於流行時尚商品功能性的分析係

錯誤的，請求第二巡迴法院撤銷原處分。另一方面，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教授Ms. Rebecca Tushnet，則肯定紐約南區法

院正確評價流行時尚商品之功能性，強調單一顏色商標獲准註冊於

流行時尚商品時，將帶給其他設計師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應以相當

之批判性看待流行時尚商品之單一顏色商標，故要求第二巡迴法院

維持紐約南區法院之判決。 

 

(一) 紐約南區法院對顏色商標之疑慮 

 

 Louboutin提起訴訟主張其長久以來投入大量資本打造紅底鞋

的聲譽，而紅底鞋也和Louboutin間產生緊密聯結，而YSL推出的新

鞋因具有紅底高跟之特色，將會導致消費者混淆，依據《蘭哈姆

法》及紐約州法對YSL提出商標侵權及仿冒暨商標識別性淡化等訴

訟，並請求法院於兩造訴訟期間核發初步禁制令，禁止YSL在訴訟

期間銷售有關紅底的鞋子，包含單色的紅鞋，或鞋底與紅底鞋色度

相同，或色度近似足以導致消費者混淆者皆予禁止，而YSL則提出

反訴要求：(1) 撤銷本件商標，因本件商標(a)不具識別性 (b)為商品

裝飾 (c)為商品功能性用途 (d)對專利商標局詐欺始取得商標註冊 

(cancellation of the Red Sole Mark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a) not 

distinctive (b) ornamental (c) functional， and (d) was secured by fraud 

on the PTO) (2)並請求干擾商業運作的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不正

競爭所生之損害賠償(damages for (a) tortious interference with business 

relations and (b) unfair competition)。 

 

 在美國倘欲取得初步禁制令，Louboutin必須證明: (1)YSL於訴

訟期間繼續銷售爭議品將造成Louboutin不可回復之傷害(irreparable 

harm)(2)本案勝算的可能性(a likelihood of success on the merits) 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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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嚴重的問題讓其成為訴訟的根據(3)又在兩相權衡後，傾向支持

Louboutin (4)且該禁制係為公共利益。而依商標法主張商標侵害及不

當競爭，Louboutin則須證明：(1)紅底商標應受保護 (2)YSL所使用相

同或近似之標識可能導致消費者混淆鞋子之來源或誤認為具有贊助

關係。 

 

 紐約南區法院僅從探討紅色鞋底商標是否應受商標法保護之角

度切入，否准了Louboutin上述全部請求。紐約南區法院主要判決理

由為Louboutin取得商標註冊雖可作為商標有效之法律推定，然而該

有效性推定仍有可能被駁回。且即使當顏色商標取得第二層意義及

得以識別及區別一特定品牌時，雖可能做為商標保護，然如屬「功

能性」之範圍，即該顏色為該產品使用或用途所必需，或該顏色之

有無將影響產品之價格或品質，則不應作為商標保護。紐約南區法

院承審法官進一步指出，在創作上，共享顏色是不可或缺的媒介，

因此顏色是最基本的資產，從此觀點來看，顏色基本上扮演有創造

力的功能，主要用以取悅人們或有其功用，非用以辨別及宣傳商業

來源，若允許了個別藝術家或設計師獨佔某一顏色，將會過度阻礙

商業和競爭力，則法律不應允許此現象。 

 

(二) 第二巡迴法院之翻盤見解 

 

 第二巡迴法院於2012年9月5日推翻前開紐約南區法院判決，認

為Louboutin的紅底女用高跟鞋已可作為品牌識別之標識，即，已取

得第二層意義，應受到商標法之保護。紐約南區法院認為單一顏色

商標不適用於時尚業，為錯誤之認定，因此將本案發回紐約南區法

院重審。 

 

另一方面，第二巡迴法院依商標法第 37 條賦與之權限，限定

本件商標應使用於與鞋面顏色成對比的紅色鞋底，即此商標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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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紅色鞋底部分，而有侵權爭議之 YSL 高跟鞋鞋面、鞋底皆為

紅色；因此，第二巡迴法院判決指出，Louboutin 雖可保有紅底鞋之

商標權，然 YSL 單色紅鞋的紅色鞋底並不構成紅底鞋商標之使用，

亦不致與紅底鞋商標近似混淆，故不予禁止 YSL 使用鞋底、鞋面全

紅之高跟鞋，因此維持紐約南區法院駁回 Loubouting 關於初步禁制

令之申請。 

 

 本案最大爭點在於：其他業界也許適於以單一顏色作為商標以

取得保護，然於時尚界是否適用？於本案，Louboutin紅底鞋雖已取

得商標註冊，然紐約南區法院法官認為顏色在時尚業具有裝飾、美

學等功能性作用，不應作為商標取得保護，更不足以禁止其他人於

鞋底使用紅色。 

 

 第二巡迴法院最後判認：沒有相關法律禁止對顏色進行單獨使

用，而且依美國商標法就商標之定義：「指文字、名稱、表徵、圖形

或其聯合式，經任何人將其使用於或善意欲使用於商業上，用以區

別他我所製造或販賣之商品，並識別該商品來源者。」，換言之，只

要符合前述條件者，即不應拒絕其保護，進而肯認Louboutin紅底鞋

的商標權效力。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不可否認的是，顏色商標相較於一般傳統商標，其取得註冊之

路通常較為艱辛。由於顏色常被認知為裝飾性質，不具識別商品來

源之功能，故通常不具先天識別性，商標申請人常需借助大量的使

用證據，來證明該顏色商標已取得後天識別性，始得註冊。又另一

項註冊門檻為則必須排除功能性，於本案中，紐約南區法院法官即

認為紅色具有其特殊功能，而否決 Louboutin紅底鞋底商標的效力，

幸好第二巡迴法院對於紅底鞋具有商標識別性抱持肯定態度，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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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性之控訴。 

 

是以，從本案中可得出下列幾項觀察： 

 

一、單一顏色申請商標的困難性 

 

 單一顏色雖然可以申請商標，但因顏色通常作為裝飾性的使

用，除非該顏色是非常特殊的顏色，否則，就其是否具商標識別性

之要件，多將受到考驗。事實上，過去像 Burberry 經典格紋的設

計，也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並多方爭取在特定的類別，方註冊商標

成功，更遑論此類單一顏色的商標，考量賦予其商標權對競爭產業

的影響，商標主管機關往往會採取相對保守的態度。 

 

二、顏色商標商標權行使的困難度 

 

本案因 Louboutin 長期使用紅色鞋底作為其設計特色，而成功

在 2008年取得美國商標註冊，實屬不易。通常對於單一顏色商標來

說，除非很清楚限定其顏色範圍，否則，當競爭對手使用近似顏色

時，如何證明其可能構成相關消費者之混淆誤認？反觀此一紅色鞋

底之商標註冊資訊，僅標示紅色而無其他限制，恐怕也是法官拒絕

發予禁制令的主要考量，畢竟紅色可能有各種紅，商標申請時雖應

考量擴大保護，但也應同時考量權利行使之可行性。 

 

 三、該不該進行商標的訴訟 

 

 大部分的情形，訴訟應作為法律爭議解決的最後手段，必須要

考量到萬一訴訟敗訴可能帶來的效應，審慎評估是否進行訴訟。然

而，論及單一顏色商標申請的困難性，單一顏色商標的維護也是非

常困難，畢竟 YSL 還是使用紅色的鞋底，表面上看起來是在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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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內，倘 Louboutin不採取積極的法律行動，仍可能造成其商標

淡化，因此，本文肯認 Louboutin採取維護權利的法律行動，至少必

須做出一些積極態度給其他競爭同業作為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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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其它主要國家顏色商標制度其它主要國家顏色商標制度其它主要國家顏色商標制度其它主要國家顏色商標制度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歐盟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歐盟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歐盟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歐盟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 

 

 歐盟商標制度的發展，從 1964年提出商標法草案，1988年 12

月 21日通過商標法律規定調和第一次準則，1993年 10月 29日內部

市場調和局 (THE OFFICE FOR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INTERNAL MAKET, OHIM)設於西班牙阿利坎特(Alicante)，1993年

12月 20日通過《歐盟商標條例》，1996年 1月 1日接受歐盟商標註

冊，1996年 4月 1日《歐盟商標條例》施行，商標局正式運作9495。

歐盟的會員國目前有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塞浦路斯、捷

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

蘭、義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荷蘭、波蘭、

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尼亞、斯洛伐克、西班牙、英國、瑞典

等二十七國96。 

  

 《歐盟商標條例》中並未明確標明顏色可以作為商標註冊，只

是表明可以由圖形方式表達並能夠將一企業的商品或服務與其他企

業的商品或服務區分來開的標識，可以作為歐盟商標。內部市場調

和局認為儘管《歐盟商標條例》中沒有將顏色單列出來，但顏色仍

然可以被註冊為商標。且內部市場調和局亦認為，一般的消費者不

會把顏色作為區別性的標識，但是也有例外情況，例如：某些特定

                                                        

94
 前揭註 82。 

95
 歐盟內部市場調和局網站，

http://oami.europa.eu/ows/rw/pages/CTM/legalReferences/regulations.en.do，最後瀏覽日：
2013/06/15。 

96
 歐盟網站，http://europa.eu/about-eu/countries/index_en.htm，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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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使用了特定顏色也可能具有識別性。一般情況下，單一顏色被

認為是缺乏識別性、敘述性的或者是貿易中通用的標識，因此內部

市場調和局對單一顏色商標的申請大部分是駁回的。  

 

 在 2003 年 Libertel Groep BV v. Benelex-Merkenbureau 
97一案

中，涉及單一顏色得否作為商標標的之問題，且已經確立了單一顏

色商標的註冊標準。又在 2004年 Heidelberger Bauchemie v. German 

Patent Office
98

 乙案，又針對顏色組合商標作出判決。從以上兩個案

例，歐盟顏色商標要取得註冊必須克服兩個關卡，其一，必須能以

圖文表示；其二，必須具有識別性。就第一道關卡，歐洲法院

(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CJ)對單一顏色的要求並不

高，雖然不能僅提出顏色樣本，但若能輔以國際認可的顏色分類(辨

識)系統，即為已足。但在顏色組合中，歐洲法院對顏色組合商標之

圖文表示方式，設下較高的門檻，其認為僅將兩顏色加以併置之純

粹顏色組合，而無指出特定形狀，縱使提出顏色樣本及國際認可之

顏色分類系統，仍然不符合精確及一致性之要求。原告主張可以使

用在任何想像得到的形式，這樣寬廣的申請，可能導致好幾種不同

的顏色組合，無法滿足準確及一致性的要求，消費者也將無法注意

並記住特定之組合，亦使商標主管機關無法確定其保護範圍何在。

至於第二道關卡，單一顏色則比顏色組合更難符合識別性，然而判

決也提到似乎兩者也都不易取得先天識別性。 

 

歐盟商標爭議案件由歐洲法院進行審理，相關重要判決內容如下： 

 

一、單一顏色 

 

 歐洲法院已於 2003年 5月 6日 Libertel Groep BV v. Benelex-

                                                        
97

 ECJ case C-104/01. 
98

 ECJ case C-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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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kenbureau
99一案中，提出單一顏色商標審查之基本原則，但是原

則上大部分的單一顏色商標都會因為缺乏識別性及缺乏真實陳述而

遭到核駁。即使一種顏色在與某種商品或服務發生聯繫時可構成標

識，也不能先推定顏色本身構成標識。該項判決指出，顏色傳遞具

體訊息的固有能力很弱，但不能排除一種顏色本身在某些情況下可

成為標識來源的可能性。由於顏色本身缺乏識別特定商品或服務的

能力，因此幾乎在所有情況下均將要求提供已獲得識別性的證據。 

 

二、顏色組合 

 

 歐盟決議顏色商標在其顏色組合之表現上須符合「有系統、一

致不變以及有順序之配置」的要求，但問題在於商標所有權人於現

實生活中，對於該顏色組合的實際使用上，往往因為行銷企畫的不

同而採取不同的表現方式，使實際使用與申請註冊的顏色組合不

同；如果能堅持「申請」與「使用」完全相同的原則，仍有可能成

功註冊歐盟的顏色組合商標。 

 

 2006年 10月 Gulf Oil Marketing GmbH藍色和橘色之顏色組合

商標，已獲准註冊於汽車競賽贊助和其相關的商品上，申請人在提

呈關於汽車特性之資料及已於市場上長期使用該顏色組合商標表現

方式的證據後，歐盟內部市場調和局已承認 Gulf Oil Marketing 

GmbH 藍色和橘色之顏色組合商標已能達到使消費者辨識其商品及

服務來源，故核准註冊100。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歐盟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歐盟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歐盟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歐盟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 

 

 歐盟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申請人至少要面臨下列兩個問題：
                                                        

99
 前揭註 97。 

100
 歐盟商標號數第 0039555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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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必須用文字或圖樣來準確描述商標，二是商標必須具有識別

性。 

 

一、文字/圖像描述 

 

 歐洲法院在對單一顏色商標要求是必須具有識別性，而且申請

人要用明確、易於理解、客觀以及持久性強的圖樣或文字來闡明所

申請的顏色 (Libertel Groep BV v. Benelex-Merkenburean
101

)。但在

Heidelberger Bauchemie v. German Patent Office
102案中，法院明確駁

回了以任何形態組合的特定藍色和紫色商標的申請，因為這樣的顏

色關係描述缺乏精確性和一致性。法院認為，顏色組合商標必須是

“被預定的一種系統化的、具有一致性的排列組合”。 

 

二、證明識別性 

 

 對於一些本身缺乏顯著特點的標識，或者本身就是對產品/服

務進行描述的標識，獲得商標註冊的前提就是已經獲得識別性。內

部市場調合局曾提出三點關於識別性之界定，第一，僅證明標識“被

使用”不能成為識別性的證據；第二，必須是用作商標來使用；第

三，這種使用必須與其所標識的商品或服務有關。 

 

 在歐盟商標註冊的實踐中，無法口頭描述的標識最容易因缺乏

識別性而遭到駁回。申請人要注意證明標識在大部分相關市場的識

別性，即使不能證明每一個成員國的市場都顯示了這種識別性。 

 

（一）單一顏色商標的圖樣 

 

                                                        
101

 前揭註 97。 

102
 前揭註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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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申請一般需要提交圖樣，顏色商標也不例外。《歐盟商標

審查指南》（Manual of Trade Mark Practice）103規定顏色商標申請必

須遞交包含該顏色的圖樣。 

 

（二）單一顏色商標的文字說明 

 

 除了商標圖樣外，申請者在單一顏色商標申請時還需附上一定

的文字說明，用以解釋該顏色以及其用於商標何處。顏色商標的申

請者必須在申請表中附有對該顏色標識的清楚、準確的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和圖樣應能共同清楚地界定顏色標識所有的細節內容。如

果顏色僅適用商品的一部分，文字說明必須標示該特定的部分。如

果商標包含了顏色的深淺，說明書中也必須相應表明。例如：該商

標為顏色商標，其由綠色構成，使用商品的上部表面，如申請表中

圖樣所示。申請者僅僅強調特定顏色是商標的實質性要素並不合

適，因為這種表述既沒有將商標現定於顏色本身，也沒有就顏色在

商標上的使用方式給出任何有用訊息。 

 

（三）單一顏色商標的樣本 

 

 《歐盟商標審查指南》也規定除了圖樣和說明之外，申請人還

需提交顏色的樣本。  

 

（四）單一顏色商標的色譜編號 

 

 顏色商標申請是否需要提交色譜編號，各國做法差異較大。歐

                                                        

103
  歐盟內部市場調和局網站，

http://oami.europa.eu/ows/rw/pages/CTM/legalReferences/guidelines/OHIMManual.en.do，最後瀏覽日：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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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法院在 Libertel Groep BV v. Benelex-Merkenburean
104一案中指出申

請人可以使用國際承認的色譜編號來指明申請人申請註冊的顏色，

僅僅提供一份紙質件的顏色圖樣是不夠的，因為樣本隨著時間的流

逝，其本身色調可能會發生變化。 

  

 又歐盟審查單一顏色商標，須先認定該顏色為使用於指定商品

或商品包裝之常見顏色，方稱其不具先天識別性，與我國非傳統商

標審查基準中所稱「顏色商標，尤其是單一顏色，在消費者的認知

多屬裝飾性質，故通常不具先天識別性」之認定方式似有差異。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歐盟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歐盟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歐盟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歐盟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 

 

商標號數商標號數商標號數商標號數 008845539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0年 1月 29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25類/High-heeled shoes (except orthopaedic footwear). 

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 The trademark consists of the colour red (Pantone 

18.1663TP) applied to the sole of a shoe as shown (the 

outline of the shoe is therefore not part of the trademark but 

serves to show the positioning of the trademark).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歐盟內部市場調和局雖已核准本案的註冊，然本案目前

因異議人 Roland SE 以與下列據以異議商標構成混淆誤

認為由，對本案提出異議，目前全案仍在審理中。  

 

                                                        
104

 前揭註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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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異議據以異議據以異議據以異議

商標商標商標商標 

 
 

商標號數商標號數商標號數商標號數 000031336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1996年 4月 1日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1999年 10月 27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30類/Chocolate， chocolates， chocolate products and 

non-medicated chocolate confectionery. 

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 Lilac/violet， single colour as shown in the representation. 

The values (specific coordinates in the colour space) for the 

present mark are : L => 53，58 /- 08 ; A => 15，78 /- 05 ; 

B => 31，04 /- 05. The mark can be located in Pantone's 

Process Book between the shades with number E 176-4 and 

E 176-3.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淡紫色使用於 Milka巧克力之顏色商標，係因

證明具有交易通用性，而註冊為歐盟商標 。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Kraft Foods Schweiz Holding GmbH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歐洲法院認為由於顏色的廣泛使用，其本身並沒有什麼傳遞信

息的功能，但卻不能據此一概地認為顏色不具有區別商品來源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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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顏色在某些情況下作為商品來源標識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顏

色本身在正常情況下缺乏區別商品來源的能力，除非在特定的情形

下，顏色本身未經在先使用就具有先天識別性是不可思議的，尤其

是商品或服務的數量受到嚴格的限制而且相關市場非常專業時表現

尤為明顯。單一顏色標識能否作為商標取決於案件的具體事實。歐

盟內部市場調和局認為顏色本身缺乏先天識別性，除非有以下兩種

例外情形：一是非常特定的顏色相對非常特定的顧客；二是所使用

的顏色在相關行業中是極其罕見而奇特的。否則申請人只能通過獲

得識別性尋求註冊。雖然歐盟理論上承認單一顏色可以作為商標註

冊，但是單一顏色商標在歐盟往往因為缺乏識別性而不能註冊。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澳洲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澳洲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澳洲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澳洲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 

 

 澳洲是在 1995 年修訂商標法時，擴大商標之定義，於該法第 

17 條規定，「A trade mark is a sign used，or intended to be used，to 

distinguish goods or services dealt with or provided in the course of trade 

by a person from goods or services so dealt with or provided by any other 

person.」，並於同法第 6 條規定「標識(sign)」之定義為「includes the 

following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namely，any letter，

word，name， signature，numeral，device，brand，heading，label，

ticket，aspect of packaging，shape，colour，sound or scent.」亦即增

加了立體、顏色、聲音、 商品外觀、氣味等非傳統商標種類。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澳洲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澳洲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澳洲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澳洲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 

 

 在澳洲的商標註冊申請制度下，顏色其本身或聯合其他顏色或

結合其他符合標識定義的特徵，是可能作為商標的。例如：一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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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可以是由有顏色的標籤，或有顏色的標籤結合其他標識所構成，

或由單一顏色或二以上的顏色使用於商品的本身所構成。商標也可

以是包裝外觀的顏色，例如：用來包裝商品的特殊顏色包裝紙或包

裝盒。在所有的例子中，只要整體來看，可以用來區別申請人與其

他人的商品或服務，商標即可註冊105。 

 

一、顏色商標之圖樣及描述 

 

 顏色商標的申請書內必須包含一段清楚且簡明的商標描述。以

圖示之商標圖樣來表現所欲申請的顏色及其顏色使用在商品或包裝

的方式，特別是當商標描述很複雜的情況時。在所有的案子中，都

必須提供顏色或顏色組合實際使用的樣本。假如申請人選擇用顏色

辨識系統來更加精確的定義其指定顏色，這個部分也可以包含在所

寫的商標描述內。然而，主管機關不支持也不堅持用任何特別的顏

色辨識系統。顏色商標的商標描述和商標圖樣，必須共同清楚的界

定構成商標的所有細節部分。附隨於商標圖樣之適當商標描述的具

結(endorsements)如下： 

 

*這是一個顏色商標，如申請書上商標圖樣所示，是由使用在商品上

面的綠色所構成。 

*本顏色商標是由綠色所構成，該顏色為顏色辨識系統 PMS348C 之

綠色，指定使用在如申請書上商標圖樣所呈現的盒蓋上。 

*本商標如申請書上商標圖樣所示，是由紫色、綠色、黃 色三條垂

直的線條，使用在建築物和門的表面上所構成。 

 

注意：僅聲明顏色是「一個重要部分」，是不被接受的用語，因為這

個用語對商標的顏色使用，既無法界定商標的顏色，也無法提供有
                                                        

105
 王德博、江存仁、李宗仁、洪淑敏、黃柏森、鍾桂華，澳洲商標審查及程序手冊第二十一章形狀、聲音、顏色、氣味及包裝整體外觀， 智慧財產權月刊 65 期，200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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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訊息。 

 

二、使用於商品或其包裝之顏色組合 

 

如同其他的標識一樣，顏色組合被聲明作為商標，必須通過能

與他人區別的檢驗。 顏色可以直接使用在商品上，也可以使用在整

個包裝外觀的一部份。 

 

（一）一個顏色組合商標也可以直接使用在商品的表面上。例如，

銅色和黑色使用在電池上；紅褐色和金色使用在藥劑膠囊上；綠色

和白色使用在藥劑膠囊上；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及一九九五年的商標

法第四十一條第五項規定，商標局接受一些能夠證明有事實上識別

性的商標，因此，我們知道這些商標，可能具有一些程度的先天識

別性。 

 

（二）商標由直接使用在商品上之二或三個顏色所構成，比單一顏

色可能具有更高程度的先天識別性。因此在某些案例中，審查官可

能憑初步印象即可直接准予註冊，而不待舉證。經常出現的問題在

於其他的業者可能需要使用這些顏色到什麼程度，答案應該來自考

量市場上或相關的交易中，什麼是通常使用的顏色。例如，在「屋

頂釘」的案例中，該商品係由鋼及鋅製造而成，通常的顏色是灰

色。所以灰色依四十一條第六項規定，不具有先天的識別性；然

而，當這些商品係由粉紅色和綠色組合而成，可主張該顏色組合非

通常習見，而可能獲准註冊。 

 

（三）同樣的，顏色組合使用在商品的包裝上，應考量依據相關業

者或市場上，通常使用的是什麼顏色。 

 

三、使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全部表面之單一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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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商標也可能由使用在行銷之商品表面或容器或包裝上之單

一顏色所構成。在過去，有關於顏色是否可以申請用來當作商標有

不少的討論。對很多商品而言，通常的印象是顏色僅被當作裝飾用

途，因而認為不可以註冊。然而，有一些例子，業者成功的使用單

一顏色來表示他們的商品，且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一個使用在商品上

的單一顏色是可以有識別性的。例如：紅褐色使用在電力儲存電

池；橘色使用在泡沫酒的標籤上；赤褐色使用在灌溉管線接頭等。 

 

（一）單一顏色使用在商品上 

 

使用一個通常的單一顏色在商品的表面上，將被認為缺乏先天

識別性。這個觀點在 Philmac Pty Limited 
106一案中被支持，在這個

決定中，申請人所申請的赤紅色，被認為缺乏識別性。當法官決定

這個特殊的案子應該適用第四十一條第六項規定時，他接著討論單

一顏色直接使用在商品上的爭點，且對這些類型的商標提供一些解

決的指導方針。 

 

 「⋯我並不是暗示使用在商品上的單一顏色，永遠不能產生先

天的識別性，來區別申請人與其他業者的商品。因為這樣的結論可

能會與法律規定要讓顏色可以當作一個商標的立法目的相矛盾。法

條對標識的定義中，一個顏色可以單獨是一個標章，且不只是其他

標識種類(像圖形商標或包裝整體外觀)的一部份。因此，若只是因

為會造成現實社會中有限的資源，被一人壟斷而拒絕註冊，將會與

法律拒絕一個商標註冊之規定不一致。然而，考量到以上的原則及

在 Clark Equipment 的檢驗， 我認為當一個顏色指定在商品上，具有

先天的識別力的情況下，將有以下的限制107： 

                                                        
106

 Philmac Pty Limited v. The Registrar of Trade Marks [2002] FCA 1551 (2002). 
107

 1. The colour does not serve a utilitarian function: that is, it does not physically or chemically 

produce an effect such as light reflection, heat absorption or the like;  

2. The colour does not serve an ornamental function: that is, it does not convey a recognise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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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顏色不能具有實用的功能：也就是說，他不能是物理上或化學上

產生的功能，如燈光的反射，熱吸收或相關作用。 

2. 顏色不能具有裝飾的功能：也就是說，他不能傳達一個被公認的

意義，如熱的指示或危險的指示或環境主義的指示。 

3. 顏色不能具有經濟的功能：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產品自然產生

的顏色，如果註冊這個顏色，競爭同業不必增加額外的費用或採用

特別的製程來避免侵權。 

4. 經証實競爭同業需要使用在相關商品上之顏色，及其他正當動機

的業者，以類似的方式使用在他們的相關商品上，會自然而然想到

的顏色，不能註冊為顏色商標。 

 

（二）單一顏色指定使用在包裝上  

 

 同樣的，包裝所使用的單一顏色，依同樣的理由，是不可能有

識別性的。申請人要負責證明顏色是可以區別申請人與其他業者的

商品。 

 

四、使用於服務之顏色商標  

 

申請人可以主張將顏色使用在服務上，作為服務商標，亦即使

用在服務上的顏色或顏色組合，是符合商標法有關商標定義之立法

目的。 

 

                                                                                                                                                               

such as the denotation of heat or danger or environmentalism;  

3. The colour does not serve an economic function: that is, it is not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olour of a 

product and registration of that colour in respect of that product would not thereby submit competing 

traders to extra expense or extraordinary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in order to avoid infringement; and 

4. The colour mark is not sought to be registered in respect of goods in a market in which there is a 

proven competitive need for the use of colour, and in which, having regard to the colour chosen and the 

goods on which it is sought to be applied, other properly motivated traders might naturally think of the 

colour and use it in a similar manner in respect of their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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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商品的申請書，一段清楚的文字商標描述是必要的，俾便清楚

的界定其範圍。這個描述必須指明顏色如何使用在相關的服務上。

例如：一片紅色附在申請書上，指定使用在零售服務，其聲明「紅

色，如申請書所附樣本所描述」是不夠清楚的，因為他沒有解釋顏

色如何使用在相關的服務上。對零售服務，一個更可被接受的描述

應該如同以下說明，「這個商標是由使用在建築物的招牌和門的紅色

單一寬條紋所構成。商標的顏色和外形如同商標申請書所附樣本」，

檢附的樣本需要清楚的表達這個寬條紋及如何使用在建築物和門

上。 

 

五、顏色作為商標之可註冊性 

 

 之前有討論到單一顏色的使用，或顏色組合來當作一個商標。

法院已經決定一個單一顏色是沒有先天識別性的，然而，顏色組合

或有一些程度的先天識別性。 

 

（一）功能性和顏色在一些情況下，一個顏色或顏色組合會被認為

是有功能的，因此根本無法用來區別申請人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 

 

1. 顏色提供一個特殊的技術效果 

 

 一個顏色也可能是功能性的，假如：他用來提供一個商品的特

殊技術效果。黑色使用在太陽能收集器及其附隨的管子就是一個例

子。類似的例子，像銀色或白色使用在熱或燈光的反射，會被認為

是有功能的。這種情形的例子就是銀色使用在屋頂下方的建築物隔

熱板。 

 

2. 顏色傳達一個公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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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顏色可能是有功能的，假如他在交易上或社會上已經發展

出一個公認的意義。舉例來說，黃色和橘色通常被用來當作安全的

標誌，紅色被用來當作為危險的警告標誌。同樣的，紅色也通常代

表消防人員或相關的事務。這些顏色在相關的項目或商品或服務

上，被認為有功能的作用。 

 

（二）業界習慣上通用的顏色 通常被使用在特定交易上的顏色，是

無法用來區別一個業者與其他人的商品的。 

 

1. 商品的自然顏色 

 

 產品本身的自然顏色，或製造過程中自然產生的顏色，即可謂

習慣上通用的顏色。保障特定顏色的獨占權，可能會使其他業者無

法用通常製程來生產商品，因而被強迫改用更昂貴的生產方法，以

避免產出商品的自然顏色。舉例來說，一個繩索或海草墊子的自然

顏色，是不能有獨占權的，因為，消費者無法區別商標所有人的商

品，與其他生產者所產生相同顏色商品的不同。其他生產者可能必

須用一個更昂貴的製程來生產不同顏色的產品。因此，商品的自然

顏色是沒有先天識別性的。 

 

2. 競爭者所需要的顏色 

 

如果經證實在特定的市場上需要使用某種顏色始能競爭，則這

個顏色將很難獲准註冊。最有可能註冊的顏色是非特定產業生產者

使用在其商品的典型顏色，或非業者標準接受的特殊顏色。這個爭

點在 Philmac Pty Limited
108一案中曾被提及，法官 Mansfield 認為赤

褐色對系爭商品是一個明顯且適合的顏色，因此，其他誠實的業者

                                                        

108
 前揭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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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想要使用這種顏色在其類似的產品上。且Mansfield 認為，單

一顏色施加在商品上，如果認為具備先天識別性(a colour applied to 

goods will be inherently adapted to distinguish)，該單一顏色必須有以

下之限制：該單一顏色不具實用功能性、該單一顏色不具裝飾功能

性、該單一顏色不具經濟功能性。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澳洲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澳洲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澳洲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澳洲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 

 

一、商標號數第 1352410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0年 2月 3日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13年 2月 14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25 類/Ladies heeled formal and dress footwear; ladies 

heeled espadrilles; ladies heeled dress sandals. 

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 The trade mark consists of the colour RED (Pantone No. 

18.1663TP) applied to the sole of a shoe as shown in the 

representation attached to the application form. The outline 

of the shoe is not part of the trade mark but is intended only 

to show the trade mark in use. 

*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41(5) applied.*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 此案例為紅色鞋底，指定使用於女用高跟鞋等

商品，由於申請人檢送使用證據，依據澳大利亞商標法

第 41 條第 5 項之規定獲 准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Christian LOUBOU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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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標號數第 774622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1998年 10月 1日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03年 1月 9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25類/Men's leather dress and formal shoes. 

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 The trade mark consists of a red stripe applied to the heel of 

a shoe as shown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ade mark 

attached to the application form. 

*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41(5) applied.*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44(3)(b) applied.*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 此案例為鞋跟上之紅色條紋，指定使用於男人

皮衣及皮鞋商品，由於申請人檢送使用證據，依據澳大

利亞商標法第 41 條第 5 項及第 44 條第 3 項(b)之規定獲 

准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LLOYD Shoes GmbH 

 

三、商標號數第 633545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1994年 6月 28日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1997年 4月 8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9類/Electric soldering apparatus， including soldering 

stations， soldering irons， desoldering stations and wire-

wrapping tools. 

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 The mark consists of sky blue colour applied to the goods， 

as shown in the representation attached to the application 

form. 

*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41(5)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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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 天藍色之顏色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9 類之電子

焊接設備等商品，由於申請人檢送使用證據，而依據澳

大利亞商標法第 41 條第 5 項之規定獲准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Cooper Brands， Inc. 

 

四、商標號數第 1157536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07年 1月 19日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09年 1月 27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6 類 /Pre-coated metal building frames，  framing 

sections and accessories thereto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s; 

metal building frames for transportable buildings of metal. 

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 The trade mark comprises the colour Blue being Pantone 

No. 2915 applied to the exterior surface of the goods 

covered by the application， as shown in the representation 

attached to the application form. 

*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41(6) applied.*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 商品外表之單一顏色－水藍色，指定使用於



 

~ 82 ~ 

 

「建築用金屬支架」，其係使用於商品之全部外表上，

由於申請人檢送使用證據，而依據澳大利亞商標法第 

41 條第 6項之規定獲准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BlueScope Steel Limited 

 

五、商標號數第 820449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00年 1月 18日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03年 3月 24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35 類/Retail and wholesale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pparatus，  instruments and systems， 

electrical apparatus and instruments，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第 37類/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comput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 ，  networks and 

equipment.  

 

第 38類/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cluding tele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computer 

programs and other data，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relating to telephone，  facsimile，  voice mail，  paging 

and data communication services，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services，  provis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access and 

links to computer databases and the Internet; leasing of 

dedicated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leasing or rental of 

apparatus，  instruments or components for use in the 

provision of the aforesaid services; advisory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relating to all the aforementioned 

services including those services provided on-line. 

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 The trade mark consists of the colour ORANGE (Pantone 

151) as depicted in the representation attached to the 

application form. 

*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41(5)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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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 此案是以橘色表彰使用於第 35 類之電信、通

訊儀器等產品之批發零售服務；第 37 類之電腦維修服

務；第 38 類之電信資訊通訊服務，由於申請人檢送大

量使用證據，而依據澳大利亞商標法 第 41 條第 5 項之

規定獲准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Orange Brand Services Limited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不論哪一個國家，審查顏色商標是否可以獲核准註冊時，首要

考慮的重點皆為該顏色商標是否已具識別性。然審查單一顏色商標

時，不僅須作詳細的分析，因單一顏色商標本身一般欠缺識別功

能，在沒有圖形或文字的要素的情況下，消費者通常不習慣憑藉貨

品或其包裝的顏色假定貨品的來源。又因為接納單一顏色為商標，

等於禁止競爭對手使用有關顏色。換言之，該單一顏色商標本身必

須具備能夠識別貨品是來自某特定企業的特質。且在評估商標的識

別功能時，須考慮有關行業慣用商標顯示貨品來源的做法，以及有

關消費者的觀點。  

 

然透過前述歐盟及澳洲之單一顏色商標審查實務可知，隨著時

代的更迭與科技的發展，消費模式亦更著日新月異，因此商標局的

態度多逐漸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亦慢慢地較能接受單一顏色商標

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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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我國顏色商標制度我國顏色商標制度我國顏色商標制度我國顏色商標制度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我國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我國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我國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我國顏色商標制度之沿革 

 

為強化商標保護制度，維護商標權人權益，並順應市場交易

之多元化之世界潮流，我國智慧財產局自 2003年 11月 28日大幅

修正商標法增訂單一顏色、聲音及立體形狀亦得作為商標申請註

冊之規定，使商標的概念不再只是一般傳統之平面文字或圖形態

樣。  

 

顏色商標因顏色本身多作為裝飾之用，較不易具備先天的識

別性，尤其是單一顏色商標，要能註冊為商標，必須證明經由使

用而取得識別性，例如：美商 LRG螺栓公司申請「紫色」使用於

嵌有非金屬內圈螺母之「MISCELLANEOUS DESIGN」單一顏色

商標，已獲准註冊；其他已獲准註冊之顏色組合商標有美商吉列

公司金頂電池之「銅、黑」顏色組合商標、中國石油公司「紅白

藍」顏色組合商標、全家便利商店「藍白綠」顏色組合商標以及

7-11便利商店之「紅橘綠」顏色組合商標等。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我國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我國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我國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我國顏色商標之註冊申請 

 

我國顏色商標之審查要件如下109： 

 

一一一一、、、、商標圖樣 

 

顏色商標之商標圖樣必須呈現商標的顏色，並得以虛線表現該

顏色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方式、位置或內容態樣110。虛線部分

不屬於顏色商標之一部分，並應於商標描述中說明111。 

                                                        109 前揭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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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標描述 

 

申請人應提供商標描述，以一般公眾指稱該顏色之名稱指明顏

色，並說明其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112。 

 

案例： 

 

•  
商標描述：「本件為顏色商標，如商標圖樣所示之紫色，使用於

螺母非金屬內圈之部分。虛線部分表示商品之形狀，不屬於商

標之一部分。」 

 

•  
商標描述：「本件為顏色商標，如商標圖樣所示之顏色，為兩個

色調的綠色及三個色調的藍色之色帶組合，由左至右依序為淺

綠、綠、深藍、淺藍、藍等 5 個顏色所組成，比例為 20％、10

％、15％、5％、50％，維持固定的順序與比例，並依據商品尺

寸及使用空間而有圖樣大小之變化。」 

 

為更精確定義所欲註冊保護的顏色，申請人還可以額外於商標

描述中以國際通用的顏色辨識系統來定義該顏色，俾便具體認定申

請註冊顏色商標是否具識別性及其主張權利之範圍。例如：「本件

為顏色商標，如商標圖樣所示之綠色，顏色碼為 Pantone 348C，使

                                                                                                                                                               

110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1項：申請註冊顏色商標者，商標圖樣應呈現商標之顏色，並得以虛線表現顏色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方式、位置或內容態樣。 

111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2項：商標圖樣得以虛線表現商標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方式、位置或內容態樣，並於商標描述中說明。該虛線部分，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 

112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2項：申請人應提供商標描述，說明顏色及其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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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指定商品的盒蓋上，虛線部分的盒子形狀不屬於商標之一部

份」。 

 

三、識別性 

 

顏色商標要能註冊，如同其他型態的商標一樣，必須該顏色商

標足以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使消費者能以之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

相區別。 

 

顏色商標，尤其是單一顏色，在消費者的認知多屬裝飾性質，

故通常不具先天識別性，至顏色組合商標，因其為二種以上顏色的

組合，如在顏色之選擇或比例之分配等有獨特性，具先天識別性的

可能性較單一顏色為高，因此，若顏色組合具有先天識別性，足使

消費者辨別商品或服務來源者，則不待舉證取得後天識別性，即可

獲准註冊。但不可諱言的，顏色組合商標仍較一般圖形設計商標不

易具備先天識別性，通常仍須舉證取得後天識別性，始得註冊。 

 

關於後天識別性的舉證，若申請人於廣告或行銷時，特別強調

特定的顏色，例如：「請認明這個特殊的顏色」、「請尋找這個迷

人的顏色」、「尋找橘色的盒子」或「特殊的顏色」等，即是教育

消費者將該特定顏色作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較易證明商

標之識別性。此外，顏色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使用量、使用期

間之長短、銷售情況、廣告支出、消費者調查報告等，亦是判斷顏

色是否具識別性的考量因素。通常單一顏色透過使用取得後天識別

性較顏色組合來得困難，除非申請人可以證明該單ㄧ顏色用於特定

商品或服務是非常例外或非比尋常的情形。 

 

（一）說明性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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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為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品質、用途、原料或相關特性之

說明者，並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

不能取得註冊。例如顏色可能是商品口味的說明，紅色代表蕃茄或

草莓口味、黃色代表檸檬口味、綠色表示薄荷口味等，若以紅色、

黃色或綠色等指定使用於具有蕃茄、草莓或檸檬或薄荷口味的相關

商品，自不得註冊，又例如顏色使用於染髮劑通常為染後髮色的說

明，故黑色、褐色或金色於染髮劑商品不能取得註冊。 

 

（二）通用的顏色 

 

通用的顏色，包括業者就特定商品或服務普遍使用的顏色，而

已為社會大眾所習知習見，以及商品本身的自然顏色，均應不准其

註冊。例如「紅色」為滅火器商品的通用顏色，指定使用於滅火器

商品；白色為牛奶商品本身的自然顏色，指定使用於牛奶商品；淺

褐色為麻繩或草蓆的自然顏色，指定使用於繩索或草蓆商品。 

 

通用的顏色商標若為一人所專用，將嚴重影響公平競爭，故無

法藉由證明後天識別性的方式取得註冊。 

 

（三）其他不具識別性的顏色 

 

顏色往往與文字、記號或圖形等相結合，使用於所提供的商品

或服務，消費者較不會抽離出文字、記號或圖形，單獨視顏色為其

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識別標識，而商品本身或其包裝外觀的顏色

常具裝飾美觀之目的，從而並不是業者不常使用的顏色，即具有識

別性。例如牙線商品講求清潔、清新印象，因此，白色為該類商品

常使用的顏色，黑色縱非為業者所習用或常見，以之申請註冊於牙

線商品，該黑色仍係商品本身的顏色，消費者並不會單獨以該顏色

作為商品來源的識別標識，而不具商標之先天識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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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能性 

 

所謂具功能性之顏色，係指在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上，是達

成其使用目的或技術效果所必要的顏色，或會影響商品或服務的成

本或品質者而言。例如以黑色指定使用於太陽能收集器商品或以銀

色使用於建築物隔熱板商品，因黑色易吸熱，銀色可以反射太陽

光，降低物體本身能量吸收率，分別為太陽能收集器商品或建築物

隔熱板商品發揮功能所必要的顏色，基於公益性的考量，應不得註

冊。另顏色依一般社會通念，代表了特定的意涵，也屬具有功能性

的情形，例如紅色或橘色一般被當作為危險或警告的訊息，於交通

警示器具商品等，具有功能性而不准註冊 。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我國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我國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我國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我國單一顏色商標之案例探討 

 

核駁核駁核駁核駁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申請號數申請號數申請號數申請號數 099008978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0年 3月 1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25類/女鞋。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核駁確定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 CHRISTIAN LOUBOU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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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茲就此一核駁案例分析及討論如下： 

 

一、案件事實：  

 

訴願人（即商標申請人 CHRISTIAN LOUBOUTIN）前於 2010

年 3 月 1 日以「高跟鞋底設計圖」顏色商標，指定使用於第二十五

類之女鞋商品，向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經該局審查，

認本件顏色商標圖樣上之紅色為自然界色彩之基本色，不具先天識

別性，無法使商品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

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且訴願人所舉證據資料亦不

足以證明訴願人有長期使用本件顏色商標而取得後天識別性，應不

准註冊，乃以 2010年 12月 31日商標核駁第 328854號審定書為核

駁之處分。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 。 

 

二、原處分機關及訴願人之主張： 

 

（一） 原處分機關係認： 

 

1. 本件訴願人申請註冊之「高跟鞋底設計圖」顏色商標圖樣上之紅

色為自然界色彩之基本色，依消費者寓目印象僅視為標示於女鞋上

之裝飾顏色，先天上即不具識別性，無法使商品之相關消費者認識

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

。 

2. 而訴願人所提出之商品型錄、廣告雜誌之報導，除因其為黑白影

印資料，無法辨別是否為本件顏色商標之行銷證明外，其亦僅提出

西元 2003 及 2005 年 2 個年度之型錄，其型錄是否在我國公開發行

亦無從得知；而其廣告雜誌報導僅有簡體中文及英文版，無法判斷

是否有在國內發行而讓相關消費者知悉。 

3. 又訴願人雖另提出在我國販售點資料、本件顏色商標之商品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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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銷售之分析報告、本件顏色商標商品歷來之銷售表及我國向訴

願人採購之商品等資料，僅可從中得知其在我國有販售據點，至本

件顏色商標所指定商品各年度之銷售量、營業額之具體數據均難以

知悉。 

4. 另本件顏色商標在比荷盧經濟聯盟、英國及北愛爾蘭、美國及黎

巴嫩之註冊資料，若其商標在國外係因大量使用而取得後天識別性

，而尚未在我國使用，尚不能單獨以各國之註冊資料明在我國具有

識別性。是本件尚不足以證明訴願人有長期使用本件顏色商標而取

得後天識別性，有違首揭商標法規定，乃為核駁之處分。 

 

（二） 訴願人不服，訴稱： 

 

1. 本件顏色商標已取得美國、英國、荷比盧等多國商標註冊，並經

法國高級時裝公會主席等相關人士所出具之聲明書，其證明書中均

特別說明本件顏色商標之紅色鞋底為訴願人商品之代表，並提供各

年份之彩色型錄、各家雜誌報導、品牌書籍介紹、經銷商銷售目錄

、亞洲各國銷售資料經銷商營業資料、銷售量、各國雜誌及報紙廣

告及電影 THE PROPOSAL（即愛情限時簽）之海報及劇照。 

2. 原處分機關雖認本件顏色商標於國外使用的相關資訊不足使我國

相關消費者認識該標識為商標，惟本件顏色商標商品係以貴婦團為

主要客戶群，其對於名牌如數家珍。 

3. 且本件顏色商標商品在西元 2009年進口額已近歐元 500萬元（依

當時匯率約新台幣 2億元），亦有提供部分國內廣告，依前揭證據，

可證明本件顏色商標已取得後天之識別性等云云，請求撤銷原處分

。 

 

三、經濟部訴願決定理由： 

 

1. 本件顏色商標圖樣為單一之紅色，其為一般基本色系，不具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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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以之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女鞋商品，其予相關消費者之認

知，僅將之視為該商品上單純顏色之裝飾，尚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應不具

先天識別性，訴願人對此亦未置詞爭執。故本件爭點係在於訴願人

所提相關證據，是否足以證明本件顏色商標具有後天識別性。 

2. 經查，訴願人雖於申復及訴願階段提出本件顏色商標具有後天識

別性之相關證據資料，然按後天識別性之取得，須以國內相關消費

者之認知為判斷標準，故其實際使用證據應以國內使用資料或國內

相關消費者得以接觸知悉之使用資料為主。惟查，訴願人所提出之

相關證據資料，尚難證明本件顏色商標業經訴願人於我國長期廣泛

使用，已為相關消費者所得作為識別商品來源之標識，而取得後天

識別性，所訴洵非可採。 

 

四、案件審理結果： 

 

此一核駁案例經雖經訴願人以不服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 2010

年 12月 31日商標核駁第 328854號審定書所為之處分為由，提起訴

願，然經經濟部訴願委員會之審查，於 2011年 5月 2日做出訴願決

定書經訴字第 10006098910 號113，駁回訴願人之訴願請求，此一商

標註冊申請案之核駁決定遂告確定。 

 

五、評析： 

 

後天識別性之取得，須以國內相關消費者之認知為判斷標準，

故其實際使用證據應以國內使用資料或國內相關消費者得以接觸知

悉之使用資料為主。是以，儘管訴願人於申復及訴願階段提出諸多

本件顏色商標具有後天識別性之相關證據資料，然該等證據資料多

                                                        
113

 詳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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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外文資料，或未標記使用日期，或僅提供黑白影本資料而無法確

認其圖樣是否即為本件顏色商標之使用，又訴願人所提供之各項銷

售數據，因無法知悉其所銷售商品之態樣，亦難作為訴願人有於我

國行銷使用本件顏色商標之證明。 

 

是以，訴願人所提出之相關證據資料，實難證明本件顏色商標

業經訴願人於我國國內長期廣泛使用，已為相關消費者所得作為識

別商品來源之標識，而取得後天識別性 。 

 

據上可知，欲在我國取得單一顏色商標之註冊實非易事，並非

隨意地提出使用證據即可，而需長期且廣泛地使用該單一顏色商標

，且足茲證明其已為相關消費者所得作為識別商品來源之標識。 

 

上述商標申請案之核駁決定雖已告確定，然經查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商標檢索系統，發現此一訴願人仍不死心地於 2012年再度提出

紅色鞋底之單一顏色商標申請，且不僅申請註冊於第 25類，亦同時

申請註冊於第 3、9、14、16及 18類。 

 

且目前除第 25類仍未取得商標註冊外，其餘的第 3、9、14、

16及 18類申請案皆已獲准註冊。智慧財產局此次會不會改變其核

駁的立場，則仍有待觀察。謹將前述商標資訊提供如下供參： 

 

 

（一）商標申請號數第 101039724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2年 7月 13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25類/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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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審理中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Christian Louboutin 

 

（二）商標申請號數第 101039719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2年 7月 13日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01565296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13年 2月 16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3 類/化妝品；香料；皮膚保養用化妝品；香皂；沐

浴膠；沐浴用浴油；沐浴珠；淋浴膠；淋浴用浴油；淋

浴珠；指甲保養劑；口紅。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Christian Loubou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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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標申請號數第 101039720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2年 7月 13日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01574928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13年 4月 16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9 類/手機之保護套及保護殼；筆記型電腦之保護套

及保護殼；閱讀器之保護套及保護殼；攜帶式媒體播放

器之保護套及保護殼。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Christian Louboutin 

 

（四）商標申請號數第 101039721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2年 7月 13日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01575144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13年 4月 16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14 類 /首飾；手錶；錶帶；鑰匙圈（隨身之小飾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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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Christian Louboutin 

 

（五）商標申請號數第 101039722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2年 7月 13日 

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01575168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13年 4月 16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16 類/紙板；印刷品；照片；信紙；鋼筆；鉛筆；墨

水；文具用尺；橡皮擦；紙板箱；紙箱；紙製購物袋；

名片；明信片；索引用卡片（文具）；卡片。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Christian Louboutin 

 

（六）商標申請號數第 101039723號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12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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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註冊號數 01566098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13年 2月 16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18 類/皮革；人造皮革；旅行箱；旅行袋；手提包；

皮夾；包裝用皮袋；包裝用皮製封套；包裝用皮小袋；

背包；皮製肩帶；公事包；皮革製盒；皮板製盒；錢

包；購物袋。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Christian Louboutin 

 

而下列則為我國目前唯一一件核准註冊的單一顏色商標案件： 

 

商標號數商標號數商標號數商標號數 093025348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 2004年 6月 2日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號數號數號數號數 01185658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2005年 12月 16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第 6類/嵌有非金屬內圈之螺母。 

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商標圖樣 

 
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商標說明 本件顏色商標為紫色，使用於螺母非金屬內圈之部分。 

圖樣中虛線部分表示商品之形狀，不屬於本商標之一部

分。 

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案件狀態 已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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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商標權人 LRG螺栓公司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顏色商標對於商業上之發展、消費者的日常生活影響不可謂不

大，且正因其型態特殊，所需具備的註冊要件、申請的方式也與傳

統商標大相逕庭。不同於傳統平面商標，顏色商標註冊要件除識別

性和第二層意義外，還必須是非功能性。具有功能性之設計是產品

本身不可或缺元件，會影響到製造成本和銷售情況，若賦予排他

權，將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因此不能受得到商標法的保護。於是

功能性認定標準的寬或嚴對企業之競爭造成很大影響 。 

 

目前台灣顏色商標的註冊申請案件數量仍陸續增加中，然多以

顏色組合商標為主，單一顏色商標仍屬少數，且依目前智慧財產局

所核准註冊的單一顏色商標仍然只有一例來看，倘商標申請人想要

在台灣取得單一顏色商標之註冊，仍屬難事。 

 

雖然我國智慧財產局已核准 Louboutin 的紅色鞋底商標註冊於

第 3、9、14、16 及 18 類，然經過了這幾年的使用，且隨著國際間

對於非傳統商標註冊的態度漸趨開放，我國智慧局是否亦會對於第

25 類的商標註冊申請案採取較為開放的審查態度，而核准其註冊，

雖仍未可知，但令人頗為期待屆時的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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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顏色商標與相關法律顏色商標與相關法律顏色商標與相關法律顏色商標與相關法律 

 

非傳統商標之擴大保護後，將有助於提昇我國與外國的貿易及

往來關係，惟非傳統商標所涉及的內容及範圍與著作權、專利權有

可能發生重疊及排擠現象。如何免卻因此所造成的困擾，是立法者

應具有的認知。在世界各國著作權、專利權或其它智慧財產權皆隸

屬於不同領域的保護，各有其規範目的及方式，立法者幾乎均針對

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採個別立法，我國亦不例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顏色商標與專利法顏色商標與專利法顏色商標與專利法顏色商標與專利法 

 

商標為發揮其功能所必要者，不得註冊，主要在於具有技術性

及功能性的創作，應以專利制度保護，並在專利權期滿後，任何人

對該技術可自由利用，以促進技術發展。而設計專利係指對物品之

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114，並非屬技術

或功能之創作，其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可能性，較新型專利與發明

專利之具有實用功能性的影響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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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取得設計專利權的立體形狀設計，在

其專利權期間雖能排他的使用，但該立體形狀若不具識別性，並不

因該排他的使用而當然使原本不具識別性的立體形狀設計因而取得

識別性。蓋因立體形狀設計是否具備識別性，並非取得設計專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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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而取得設計專利權，但卻不可能因此進而取得識別性及商標權，

除非該設計專利權人可以舉證證明該不具先天識別性的產品形狀設

                                                        

114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121條第 1項：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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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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據上可知，非傳統商標中大概僅有立體商標有可能另行取得專

利法之註冊保護，顏色商標則難透過專利法而另行尋求註冊保護 。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顏色商標與著作權法顏色商標與著作權法顏色商標與著作權法顏色商標與著作權法 

 

我國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

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116，而商標法知立法目的則為保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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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是以，二者間之立法目

的顯不相同。然而，由於著作之使用極為廣泛，可能作為識別商品

或服務來源之商標來使用，是以立體形狀、動態影像或全像圖等，

若同時符合商標法與著作權法保護之要件，可同時取得商標權與著

作權。 

 

又商標法之立法目的乃以防止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

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而造成消費者發生混淆之虞，而依著作

權法之規定，著作並無識別商品之作用。但因著作之使用極為廣

泛，可能作為商品之識別標識即商標來使用，因此，商標無「創

作」或「首先創作」或「新穎性」之要件，故非傳統商標如果是相

                                                        

115
 我國現行商標法第 29條第 2項：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之情形，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不適用之。 

116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1條：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117
 我國現行商標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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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 

 

同之作者所獨立創作，進而同時符合著作權保護之要件，非傳統商

標人自得依法同時享有著作權。 

 

例如：圖形可以受著作權法保護，也可以成為商標而受商標權

保護。有差別的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圖形，不必作任何登記或註

冊，從一完成起就可以享有著作權，而同一個圖形並不一定就可以

受商標法保護。商標權的取得，必須依據商標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經審核認為可以作為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識別，而且沒有和他人

已獲准的商標相同或近似，才能獲准商標註冊，取得商標專用權。

由於這些不同，實務上就會發生取得著作權法保護的圖形，不但不

能取得商標權保護，若當作商標使用，還會侵害別人的商標權。反

之，拿他人的圖形申請商標權註冊，若未經圖形的著作權人同意，

也會侵害到他人的著作權118。 

然顏色商標可否透過著作權法取得著作權之保護，似無法符合

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之著作類型，即語文著作、音樂著作、戲劇、

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著作、視聽著作、錄音著

作、建築著作、電腦程式著作等119，是以，顏色亦難透過著作權法

                                                        

118
 章忠信，鱷魚向左轉----商標權與著作權的競合（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4&act=read&id=95），最後瀏覽日：

2013/06/15。 

119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5條第 1項： 一、語文著作。 二、音樂著作。 三、戲劇、舞蹈著作。 四、美術著作。 五、攝影著作。 六、圖形著作。 七、視聽著作。 八、錄音著作。 九、建築著作。 一○、電腦程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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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行尋求保護 。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顏色商標與公平交易法顏色商標與公平交易法顏色商標與公平交易法顏色商標與公平交易法 

 

我國商標法由於可作為商標之類型有限，且重視註冊保護制

度，對商標權人之保障有限，改善之道，以直接修改商標法最為直

接有效120。於是訂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保護可表彰商品來源之

表徵：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以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

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

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

表徵之商品者。⋯」 

 

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八點121亦說明，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表徵為：「(一)姓名。(二)

商號或公司名稱。(三)商標。(四)標章。(五)經特殊設計，具識別力

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六)原不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裝、

外觀、因長期間繼續使用，取得次要意義者。」 

 

且同一處理原則中的第九點122亦作了反面規定：「左列各款，

不具表彰商品或來源之功能，非本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表徵：(一)商

品慣用之形狀、容器、包裝。(二)商品普通之說明文字、內容或顏

色。(三)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形狀。(四)商品之內部構造。

                                                        

120
 劉孔中，著名標章及相關表徵保護之研究，第 75 頁。 

121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4&docid=12227，最後瀏覽日：
2013/06/15。 

122
 前揭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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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 

 

公平法與商標法同屬於保障正當交易秩序之法律，故立體形

狀、單一顏色或顏色組合、聲音，甚至是氣味等表徵，只要能夠被

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普遍認知，也就是在購買人之間成為識別商品來

源的表徵，雖非商標法得註冊及保護之客體，而無法訴諸商標法以

救濟之，但仍可依公平法解決其侵害事件。在實務上被認定為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而受保護的有「黑人牙膏」、黑松沙

士商品外觀、舒跑運動飲料商品外觀、標誌有「BOSS」及「Hugo 

Boss」之 Elements 及 Boss No.1 香水整體包裝外觀；有過爭議但不

被認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表徵的案例有勞力士之蠔式表

殼、波浪型之錶圈、錶帶，「凱復樂」抗生素之白紫色膠囊，及都彭

打火機之平行六面體外觀之造型及打開頂蓋之聲音123。 

 

現行商標法對商標取得要件要求，應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

識其為表彰商品之標識，並得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強調受商標

法保護之標識僅需識別力，具區別功能，熟識對象以一般商品購買

人為主，這與公平交易法對表徵提供保護之要求有所不同。由於公

平交易法和商標法同屬維持市場競爭的法律，又如前述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條乃為補充商標法採行註冊主義不足之處，很難理解同屬表

彰和區別商品及服務來源作用的商標及表徵，兩法為何採行不同的

判斷標準。 

 

且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規定之表徵，有些屬於商標法保護之對

象，例如：商標及標章。因此，當有些表徵如果經註冊取得商標

權，並為相關消費者和事業所普遍認知，一旦被仿冒則可能同時違

反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此時究竟依商標法加以處理或者依公平交

                                                        

123
 劉孔中，同上註，第 75-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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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加以處理，則容有疑義124。 

 

有見解認為不論是註冊商標或是未註冊但經由使用而取得與區

別能力之表徵，對其加以保護的出發點均同樣在於對交易秩序之維

持，兩者在規範下並無理由予以差別待遇，也就是對於前者賦予其

「權利」之地位，而後者卻只能享有受保護之「利益」，甚至對於兩

者之保護程度亦加以區別。如果能在商標法中做全盤性考量，除註

冊商標外，對於未註冊或無法取得註冊之商品或服務表徵，因使用

而取得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之能力者，也應予以保護。也就是

專以商標法對所有可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表徵提供保護，上述問

題將因此獲得解決125。 

 

然就目前的法制而言，若以本文中紅色鞋底的單一顏色商標為

例，倘 Christian Louboutin可證明時尚產業長期並未以紅色鞋底進行

設計，且此一紅色鞋底乃為其特色，任何人一看到紅色高跟鞋底，

即知其為 Christian Louboutin之商品設計，即可能主張該等設計為其

商品之「表徵」，而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尤其同屬時尚產業之

競爭者，若刻意採取紅色鞋底之設計，或許透過公平交易法來處理

此一議題，也會是一個可行的選項。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我國現行商標法已擴大可得註冊之商標範圍，然因目前智慧財

產局對於該等非傳統商標之審查標準仍屬嚴格，使得未註冊之非傳

統商標可得到的保障有限。然顏色商標倘欲藉由上述專利法、著作

權法及公平交易法補其不足之處，由前述分析可知仍屬不易。 

 

                                                        

124
 薛雅倩，立體商標保護之研究，第 113-125 頁。 

125
 謝銘洋，從對商品或服務「表徵」之保護談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第 37-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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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較為可行者應為公平交易法，然從歷年的商標法修正內容

發現，商標法保護範圍已漸漸擴大，公平交易法的權限則有所限

縮。且商標受保護類型已由傳統平面商標，增加至本屬於公平交易

法表徵保護之單一顏色、立體形狀及聲音等非傳統商標。惟前述三

種法律與商標法間之判斷標準仍不相同，也將繼續產生更多實務和

學說上對識別性及功能性判斷標準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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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目前大多數國家對於單一顏色商標識別性的認定皆採取了較為

保守的態度，因單一顏色商標在一般情形下不具備傳遞特定訊息的

能力，且在傳統觀念上不會被消費者視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商標，

因此單一顏色商標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具備先天識別

性。大多數國家一概認定單一顏色商標不具有先天識別性，其只有

在獲得第二層意義的情況下才可能獲得註冊，又或者就算承認了單

一顏色商標理論上可以具有先天識別性，但審查時鮮有單一顏色商

標因具備先天識別性而獲准註冊，最終成功獲得註冊的單一顏色商

標，大多都是在申請人提交了大量的使用證據，證明該商標已經獲

得第二層意義。 

 

我國雖已順應國際發展趨勢，於 2011年 9月 2日修訂了商標

法，擴大了商標客體的範圍，並明確將單一顏色、聲音商標列為可

註冊商標的範疇。但目前我國對非傳統商標的研究較少，對其保護

存在難題。而我國對於顏色商標識別性的認定標準，亦屬較為嚴

格。此當係因社會大眾仍習慣於傳統的平面商標，此等非傳統商標

與平面商標相較之下，即顯得不易彰顯其識別性。 

 

然而，隨著社會大眾對此等非傳統商標的接受程度與日俱增，

未來主管機關將面對愈來愈多消費者可以接受非傳統商標的事實，

則認定此等非傳統商標具有先天識別性之機會亦應隨之增加，而不

應藉由審查的手段，使非傳統商標之取得註冊過於不易，而違背了

商標法修法時放寬商標保護範圍之意旨。 

 

 是以，隨著商業發展的越趨多元化，社會大眾對非傳統商標的接

受程度與日俱增，如何保護單一顏色商標亦將成為一重要議題，而如

何順利取得其註冊，或可從兩方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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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標主管機關： 

 

1. 隨著愈來愈多消費者可以接受非傳統商標的事實，則認定此等非傳

統商標具有識別性之機會亦應隨之增加，商標主管機關不應藉由審查

的手段，使單一顏色商標之取得註冊過於不易，而違背了商標法修法

時放寬商標保護範圍之意旨。 

2. 應加強對於商標審查人員相關的專業訓練，俾以建立一支能夠專門

處理非傳統商標註冊的隊伍。 

3. 非傳統商標多需借助高科技手段或電子方式對其進行審查與註冊

時，因此，商標主關機關亦應事先做好該等高科技設備的添購或相關

準備工作。以顏色商標為例，審查員用肉眼能分辨的顏色有限，但當

申請人申請利用色差製作的單一顏色註冊時，審查員可能無法直接進

行辨認，這就必須借助專業的色差分辨器或其他科技手段對其進行分

析、辨認。 

 

（二）商標申請人： 

 

1. 須先確定該單一顏色商標不具功能性。 

2. 長期並大量使用該單一顏色商標，例如：持續性地透過各種文宣或

廣告、名人代言、電影置入、媒體曝光等方式，讓相關消費者建立對

於該單一顏色商標之識別。 

3. 以適當方式保留該單一顏色商標之使用證據，例如：應以彩色方式

保留該使用證據、使用證據上須載有使用日期。 

4. 提高該單一顏色商標商品之銷售，並就其銷售額做一完整記錄。 

 

 同時，本文亦主張我國實應積極參與顏色商標註冊保護的國際

討論，吸收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先進經驗，改善並提升我國顏色商標

註冊環境，鼓勵國內企業對顏色商標的開發與利用，以期建立能符

合國際發展趨勢的顏色商標保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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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中華民國商標申請號數第101039722號。 

(37)中華民國商標申請號數第101039723號。 

(38)中華民國商標申請號數第101039724號。 

(39) 經濟部經訴字第10006098910號決定。 

3. 期刊論文 

(1)王美花，非傳統商標之審查及檢討與改善，智慧財產

月刊，2005年 12月。 

(2)王德博、江存仁、李宗仁、洪淑敏、黃柏森、鍾桂

華，澳洲商標審查及程序手冊第二十一章形狀、聲音、

顏色、氣味及包裝整體外觀，智慧財產月刊，2004年 5

月。 

(3)左旭初，民國時期商標管理概況，工商史苑，第 74

期，2011年。 

(4)呂姝賢、張雅惠、劉沿汝，商標識別性我國案例之介

紹，智慧財產月刊，2007年 7月。 

(5)李淑美、劉蓁蓁、張瓊惠、劉真伶、巫春梅、顧秋

香，澳大利亞商標審查實務，智慧財產月刊，2006年 7

月。 

(6)林洲富，顏色、立體及聲音商標於法律上保護－兼論

我國商標法相關修正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120期，

2005年 5月。 

(7)林倩，新形式商標註冊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

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8)洪淑敏，大陸商標制度介紹，智慧財產月刊，2006年

12月。 

(9)洪淑敏，美國專利商標局商標審查實務，智慧財產月

刊，2006年 7月。 



 

~ 110 ~ 

 

(10)洪淑敏，國外非傳統商標之審查，智慧財產月刊，

2005年 12月。 

(11)高秀美，擴大保護非傳統商標之介紹，智慧財產月

刊，2009年 7月。 

(12)高秀美，非傳統商標保護與識別性認定之研究，私

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13)陳宏杰、楊子儉、顧秋香、朱稚芬、鍾桂華，歐盟

及美國商標識別性案例介紹，智慧財產月刊，2007年 7

月。 

(14)陳盈竹、董延茜，澳洲商標審查實務，智慧財產月

刊，2009年 2月。 

(15) 湛茜，單一顏色商標的註冊問題研究，暨南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0期，2012年 。 

(16)馮震宇、蔡明誠，商標發展趨勢及因應之道，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期末報告，2000年 11月 。 

(17)張澤平，顏色、聲音、立體商標之識別性—從實務

審查案例談起，智慧財產月刊，2007年 9月。 

(18)鐘一晟，我國非傳統性商標保護之研究-以立體、顏

與聲音商標為中心，私立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2005年。 

(19)葉德輝，新商標法政策方向之觀察，智慧財產權月

刊，第 152期，2011年。 

(20)謝銘洋，從對商品或服務「表徵」之保護談商標法

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智慧財產季刊，第 10期，1994

年。 

4. 參考網站 

(1)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http://stlc.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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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

（http://sbj.saic.gov.cn/） 

(3)經濟部智慧財產權網站（http://www.tipo.gov.tw） 

5. 參考資料庫 

(1)中國商標網（http://sbcx.saic.gov.cn/trade/index.jsp） 

(2)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http://58.42.247.239/kns50/Navigator.aspx?ID=CMFD） 

(3)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Navigator.aspx?ID=CJFD

） 

(4)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5)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http://stlc.iii.org.tw/） 

(6)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

（http://tmsearch.tipo.gov.tw/TIPO_DR/index.jsp） 

(7)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

bin/gs32/gsweb.cgi/ccd=VKfJvu/webmge?mode=basic） 

(二） 外文資料（依字母順序排序） 

1. 審查基準及專書 

(1)Australian Trade Marks Office Manual of Practice and 

Procedure.  

(2) Singapore Trademark WorkManual. 

(3) Stephen M. McJoh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mples & 

Explanations,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Third 

Edition, July 30, 2008 

(4) Thomas G. Field Jr., Fundamental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 Materials (Volume 1),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July 2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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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TMEP) 8
th

 

Edition, October 15, 2011. 

2. 案例 

(1) A. Leschen & Sons Rope Co. v. Broderick & Bascom 

Rope Co., 201 U. S. 166 (1906). 

(2) British Seagull Ltd v. Brunswick Corp., 28 USPQ 2d 

1197 (TTAB. 1993). 

(3) California Crushed Fruit Corp. v. Taylor Beverage & 

Candy Co, 38 F. 2d 885(D. Wis 1930). 

(4)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778 F.Supp.2d 445, 102 U.S.P.Q.2d 1104 (S.D.N.Y. 

Aug 10, 2011).  

(5)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 

Inc., 696 F.3d 206, (2nd Cir. 2012). 

(6) Community Trade Mark Appeal no. R2272/2010-2, June 

16, 2011. 

(7) Edward Weck Inc v. IM Inc., 17 USPQ 2d 1142 (TTAB 

1990). 

(8) In Nor-Am Chemical v. G. M Scott&Sons Co, 4 USPQ 

2d 1316, 1320 (E. D Pa 1987). 

(9) In re Caterpillar Inc, 43 USPQ 2d 1335, 1342 (TTAB 

1997). 

(10) In re Clarke, 17 USPQ2d 1238 (TTAB 1990). 

(11) In re Denticator International Inc, 38 USPQ 2d 1218 

(TTAB1995). 

(12) In Re Ferris Corp, 59 USPQ2d 1587 (TTAB 2000). 

(13) In re General Electric Broadcasting Company, Inc, 199 

USPQ 560, 563 (TTAB 1978).  

(14) In Re Motorola, 3 USPQ 2d 1142, 1143(TTAB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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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dward Weck Inc v. IM Inc, 17 USPQ 2d 1142 (TTAB 

1990). 

(16) In re Owen-Corning Fiberglas Corp, 774 F2d 1116, 

1125, 227 USPQ 417,423 (CAFC. 1985). 

(17) In re Clark, 17 USPQ 2d 1238(TTAB1990). 

(18) Inwood Laboratories Inc. v. Ives Laboratories, Inc, 456 

U. S. 844, 850, 1982. 

(19) Joint cases C-108/97 and C-109/97, May 4, 1999, 

Windsurfing Chiemsee Produktions-und Vertriebs GmbH 

(WSC) vBoots-und Segelzubehor Walter Huber (C-108/97) 

and Franz Attenberger(C-109/97), [1999] ECR I-2779. 

(20) Master Distribution Inc v. Pako Corp, 986 F2d 219, 220, 

25 USPQ 2d 1794(8th Cir. 1993). 

(21) Moët Hennessy Champagne Services v Anglia Import-

Export & P Marchand, A/11/04774, Brussels Commercial 

Court, November 4, 2011. 

(22) NutraSweet Co. v. Stradt Corp., 917 F.2d 1024, 16 

USPQ.2d 1959 (7th Cir. 1990). 

(23) Orange Communications, Inc., 41 USPQ1036 (TTAB 

1996). 

(24) Philmac Pty Limited v. The Registrar of Trade Marks 

[2002] FCA 1551 (13 December 2002). 

(25)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ucts Co, 514 U S 159,164 

USPQ 2d 1161(1995). 

(26) R H Donnelley Inc v. USA Northland Directories Inc, 

2004 WL 2713248(D. Minn 2004). 

(27) Smith, Kline&French Laboratories v. Clark&Clark, 157 

F_2d725, 730 (3rd Cir), cert denied, 329 U.S. 796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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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Stuart Hall Co v. Ampad Corp., 51 F3d 780, 34 USPQ 

2d 1429 (8thCir 1995). 

(29) The Isaly Co v. Kraft Inc., 619 F. supp. 983, 992, 226 

USPQ 801, 805 (MD Fla. 1985). 

(30) UK Practice Amendment Notice PAN 6/06 Issued 12 

April 2006. 

(31)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555 U.S. 

7 (2008). 

(32) 厄瓜多爾商標註冊號數第 29597號。 

(33)美國商標註冊號數第 2568512號。 

(34) 美國商標註冊號數第3181051號。 

(35) 美國商標註冊號數第3361597號。 

(36) 美國商標申請號數第1439132號。 

(37) 美國商標申請號數第1639128號。 

(38) 美國商標申請號數第1975999號。 

(39) 國際商標註冊第1031242號。 

(40) 歐盟商標號數第000031336號。 

(41) 歐盟商標號數第002117034號。 

(42) 歐盟商標號數第008845539號。 

(43) 澳洲商標申請號數第633545號。 

(44) 澳洲商標申請號數第718720號。 

(45) 澳洲商標申請號數第774622號。 

(46) 澳洲商標申請號數第820449號。 

(47) 澳洲商標申請號數第1352410號。 

(48) 澳洲商標註冊號數第1157536號。 

3. 期刊論文 

(1) Ann Doll, Registrabili ty of Stand-Alone Colors as 

Trademarks, 12 J. Contemp. Legal Issues 66, 2001. 



 

~ 115 ~ 

 

(2) Laura R. Visintine, The Registrability Of Color Per Se 

As A Trademark After Q 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ucts 

Co. 40 St. Louis L.J. 611, Spring, 1996. 

4. 參考網站 

(1)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curia.europa.eu） 

(2) IP Australia（http://www.ipaustralia.gov.au） 

(3) The Office of Harmonization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http://oami.europa.eu/ows/rw/pages/index.en.do） 

(4)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http://www.uspto.gov） 

(5)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http://www.wipo.int/portal/index.html.en） 

(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www.wto.org/） 

5. 參考資料庫 

(1) 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http://www.lexisnexis.com/hottopics/lnacademic/?） 

(2) Westlaw 

（http://web2.westlaw.com/signon/default.wl?bhcp=1&fn

=%5Ftop&newdoor=true&rs=WLW12%2E07&vr=2%2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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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2 日經濟部訴願決定書經訴字第 10006098910 號 

 

訴願人因商標註冊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 99 年 12 月 31 日商

標核駁第 328854 號審定書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部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前於 99 年 3 月 1 日以「高跟鞋底設計圖」顏色商標（圖樣中之「

虛線無色區塊」聲明不在專用之列），指定使用於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所定修正前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 25 類之「女鞋」商品，向原處分機關

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經該局審查，認本件顏色商標圖樣上之紅色為自

然界色彩之基本色，不具先天識別性，無法使商品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

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且訴

願人所舉證據資料亦不足以證明訴願人有長期使用本件顏色商標而取得

後天識別性，應不准註冊，乃以 99 年 12 月 31 日商標核駁第 328854 號審

定書為核駁之處分。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到部。 

    理    由 

一、按「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

式所組成。前項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

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

為商標法第 5 條所規定，亦即商標圖樣必需具備使相關消費者能認

識、區別其為商標之識別性。又「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

冊：一、不符合第 5 條規定者。......」為同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 款

所規定。而「......有不符合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形，如經申請人使

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不適用之。

」復為同法第 23 條第 4 項所規定。也就是說，未具先天識別性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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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經申請人使用，在交易上已成為其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

即具有後天識別性，而得申請註冊。次按所謂「顏色商標」係指單

純以單一顏色或顏色組合作為商標申請註冊，而該單一顏色或顏色

組合本身已足資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者而言，不包括以文字、圖形

或記號與顏色之聯合式商標。顏色商標要能註冊為商標，如同其他

型態之商標，必須該顏色商標能使消費者足以辨別商品或服務來源

。又單一顏色原則上不具有先天之識別性，要能註冊為商標，必須

證明已取得後天之識別性，亦即申請人須提供相當之證據證明該單

一顏色業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表彰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

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而例外地依商標法第

23 條第 4 項之規定准其註冊之申請；而顏色使用於指定商品之使用

量、使用期間之長短、銷售情況、廣告支出、消費者調查報告等，

亦為判斷該顏色是否具識別性之考量因素，（參照本部 93 年 6 月 10

日經授智字第 09320030610 號令訂定發布之立體、顏色及聲音商標

審查基準 3 顏色商標之 3.1 意義、3.3 識別性）；又「申請註冊顏色商

標者，應於申請書中聲明，並載明該顏色及相關說明；前項商標，

得以虛線表現實際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方式、位置或內容態樣

；前項虛線部分，不屬於顏色商標之一部分」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

復定有明文。 

二、原處分機關係認：本件訴願人申請註冊之「高跟鞋底設計圖」顏色

商標圖樣上之紅色為自然界色彩之基本色，依消費者寓目印象僅視

為標示於女鞋上之裝飾顏色，先天上即不具識別性，無法使商品之

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

品或服務相區別。而訴願人所提出之商品型錄、廣告雜誌之報導，

除因其為黑白影印資料，無法辨別是否為本件顏色商標之行銷證明

外，其亦僅提出西元 2003 及 2005 年 2 個年度之型錄，其型錄是否

在我國公開發行亦無從得知；而其廣告雜誌報導僅有簡體中文及英

文版，除確知其中一頁係香港南華早報發行外，其餘出自何種雜誌

或報紙則無法得知，更無法判斷是否有在國內發行而讓相關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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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又訴願人雖另提出在我國販售點資料、本件顏色商標之商品

針對我國銷售之分析報告、本件顏色商標商品歷來之銷售表及我國

向訴願人採購之商品等資料，僅可從中得知其在我國有販售據點，

至本件顏色商標所指定商品各年度之銷售量、營業額之具體數據均

難以知悉。另本件顏色商標在比荷盧經濟聯盟、英國及北愛爾蘭、

美國及黎巴嫩之註冊資料，若其商標在國外係因大量使用而取得後

天識別性，而尚未在我國使用，尚不能單獨以各國之註冊資料明在

我國具有識別性。是本件尚不足以證明訴願人有長期使用本件顏色

商標而取得後天識別性，有違首揭商標法規定，乃為核駁之處分。 

三、訴願人不服，訴稱：本件顏色商標已取得美國、英國、荷比盧等多

國商標註冊（訴願附件 1），並經法國高級時裝公會主席等相關人士

所出具之聲明書（訴願附件 2），其證明書中均特別說明本件顏色商

標之紅色鞋底為訴願人商品之代表，並提供各年份之彩色型錄（訴

願附件 3）、各家雜誌報導（訴願附件 4）、品牌書籍介紹（訴願附件

5）、經銷商銷售目錄（訴願附件 6）、亞洲各國銷售資料（訴願附件

7）、經銷商營業資料（訴願附件 8）、銷售量（訴願附件 9）、各國雜

誌及報紙廣告（訴願附件 10）及電影 THE PROPOSAL（即愛情限

時簽）之海報及劇照（訴願附件 11）。原處分機關雖認本件顏色商標

於國外使用的相關資訊不足使我國相關消費者認識該標識為商標，

惟本件顏色商標商品係以貴婦團為主要客戶群，其對於名牌如數家

珍；且本件顏色商標商品在西元 2009 年進口額已近歐元 500萬元（

依當時匯率約新台幣 2 億元），訴願附件 10 亦有部分國內廣告，依

前揭證據，可證明本件顏色商標已取得後天之識別性等云云，請求

撤銷原處分。 

四、本部決定理由如下： 

（一）本件訴願人申請註冊之「高跟鞋底設計圖」顏色商標圖樣，依其

註冊申請書之「商標圖樣描述」所載為「本件顏色商標，商標圖

樣上虛線部分之營業相關物品之形狀，不屬於顏色商標之一部分

；本件商標為一鮮紅色鞋底圖樣」。訴願人固於同一申請書中亦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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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商標圖樣中之「虛線無色區塊」，不在專用之列」，惟查本件

係顏色商標之申請，依前揭訴願人於「商標圖樣描述」所載說明

，應可認其主要係依首揭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9 條之規定，所為有

關顏色商標實際使用於指定商品之方式、位置或內容樣態之描述

，而虛線係用以表示不屬於顏色商標部分，自毋須再依商標法第

19 條規定聲明部分圖樣不專用，先予敘明。又本件顏色商標圖樣

為單一之紅色，其為一般基本色系，不具有特殊性，以之作為商

標，指定使用於「女鞋」商品，其予相關消費者之認知，僅將之

視為該商品上單純顏色之裝飾，尚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

表彰商品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應不具先天識

別性，訴願人對此亦未置詞爭執。故本件爭點係在於訴願人所提

相關證據，是否足以證明本件顏色商標具有後天識別性。 

（二）經查，訴願人於申復及訴願階段主張本件顏色商標具有後天識別

性之相關證據資料，包括：１、本件顏色商標於國外取得商標註

冊之證明文件（訴願附件 1，即申復附件 7至 10）。２、法國高級

時裝公會主席等相關人士出具之聲明書（訴願附件 2）。３、各年

份之彩色型錄（訴願附件 3）、各家雜誌報導（訴願附件 4）、品牌

書籍介紹（訴願附件 5）、經銷商銷售目錄（訴願附件 6，即申復

附件 1）、各國雜誌及報紙廣告（訴願附件 10，即申復附件 4）、

電影 THE PROPOSAL（即愛情限時簽）之海報及劇照（訴願附件

11）及聯合報、蘋果日報等資料（訴願補充附件 1）。４、亞洲地

區經銷商營業資料（訴願附件 8，即申復附件 2）、亞洲各國之銷

售資料、（訴願附件 7，即申復附件 3、6）、亞洲地區銷售量（訴

願附件 9，即申復附件 5）。 

（三）按後天識別性之取得，須以國內相關消費者之認知為判斷標準，

故其實際使用證據應以國內使用資料或國內相關消費者得以接觸

知悉之使用資料為主。惟查，前述訴願附件 1 及 2 訴願人所提供

本件顏色商標於國外取得商標註冊之證明文件及法國高級時裝公

會主席等相關人士出具之聲明書，僅為國外商標註冊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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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私人出具之聲明書，並非本件顏色商標實際使用之證據。而前

述訴願附件 3、4、5、6、10、11 及訴願補充附件 1 之商品型錄、

雜誌報導、書籍介紹及報紙廣告等證據資料，多數均非在國內使

用之直接證據，訴願人復未舉證該等型錄或書報曾引進我國而為

國人所得接觸，尚難認國內相關消費者得藉由該等資料認識本件

顏色商標係訴願人用以表彰商品來源之識別標識。至於訴願附件

10（即申復附件 4），訴願附件 6（即申復附件 1）或訴願補充附

件 1 附有部分在國內使用之直接證據，惟訴願附件 10（即申復附

件 4）中僅有西元 2006 年 12 月標題為「紅翻派對、最新鞋王」之

專訪，可見紅底鞋之圖片 1 張；而訴願補充附件 1 之國內媒體報

導，或未標示日期，或未見本件顏色商標之使用態樣，僅有民國

97 年 5 月 6 日聯合報載有「Christian Louboutin by on pedder桃紅

厚底超高高跟鞋」及西元 2008 年 5 月 17 日聯合報載有「…最愛

牌是 on pedder 代理的 Christian Louboutin，以紅底著稱…」等似

與本件顏色商標有關之字樣，然因訴願人僅提供黑白影本資料，

亦無法確認其圖樣是否即為本件顏色商標之使用；而由訴願附件

6（即申復附件 1）雖可知經銷商「on pedder」於西元 2003、2005

及 2006 年在我國設有銷售據點，但型錄內刊載之鞋款僅 3種，與

前揭訴願附件 10、訴願補充附件 1 綜合以觀，其數量仍屬有限。

況由訴願附件 6 之經銷商銷售目錄內容觀之，訴願人實際使用本

件商標於女鞋時，多與其註冊第 1283952 號「CHRISTIAN 

LOUBOUTIN 及 圖 」 商 標 或 第 1285714 號 「 CHRISTIAN 

LOUBOUTIN」商標併同使用，由該等使用態樣亦難謂消費者一

望鞋底單純紅色之設色即可認識其為表彰訴願人商品之識別標識

。至前述訴願附件 7、8 及 9 訴願人所提供之各項銷售數據，因無

法知悉其所銷售商品之態樣，亦難作為訴願人有於我國行銷使用

本件顏色商標之證明。是僅由前述證據資料，尚難證明本件顏色

商標業經訴願人於我國長期廣泛使用，已為相關消費者所得作為

識別商品來源之標識，而取得後天識別性，所訴洵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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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本件顏色商標指定使用於「女鞋」商品，不具識別性

，應不准註冊。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核駁之處分，洵無違誤，

應予維持。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之規定決

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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