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判字號】105,刑智上易,104

【裁判日期】1060330

【裁判案由】違反商標法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文豪　　　

選任辯護人　洪志青律師

         　劉勝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商標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 年度

智易字第36號，中華民國105 年11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14076 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邱文豪犯商標法第九十五條第三款之侵害商標權罪，處拘役伍拾

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邱文豪為鎧鼎國際智慧財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鎧

   鼎公司）負責人，明知如附圖一、二之註冊第00097600 號

   「JC」商標及第01483259號「JCIP」商標為將群智權事務所

   （下稱將群事務所）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

   請核准取得註冊之商標權，指定使用於代理國內外專利、商

   標申請等服務，且均在有效權利期間內，不得未經將群事務

   所之同意，為行銷之目的，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使用近似

   之註冊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惟邱文豪於鎧

   鼎公司所有註冊第1203080 號「鎧鼎JCIP及圖」商標，經將

   群事務所以該商標與其所有上開「JC」商標構成近似而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申請評定，並經本院於民國（下同

   ）100 年5 月19日以100 年度行商訴字第6 號行政判決認「

   鎧鼎JCIP及圖」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確定後，仍基於表彰服

   務來源之行銷目的，未經將群事務所同意，自上開行政判決

   確定後之100 年6 月起至104 年2 月止，使用近似於「JC」

   及「JCIP」商標之如附圖三、四所示「鎧鼎JCIP」及「JCIP

   」於鎧鼎公司之招牌及網頁上，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虞，而侵害將群事務所前開二註冊商標。

二、案經將群事務所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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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但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第159 條之5 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但檢察官及被告

   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且均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

   於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又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文

   書證據及物證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

   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及被告於原審或本院均未主張排除

   前開物證之證據能力，且迄於原審或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

   未表示異議，本院經審酌前開物證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故上揭物證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雖對於上開本院行政判決確定後，仍有使用如附圖

   三、四所示「鎧鼎JCIP」及「JCIP」於其所經營之鎧鼎公司

   招牌及網頁等事實坦承不諱，惟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商標法之

   犯行，辯稱：早已改使用其他設計商標，僅一時疏於將招牌

   及網頁殘留之「鎧鼎JCIP及圖」商標即時撤下，純屬無心，

   且其使用「J 、C 」2 字純因合夥人主要姓鄭及周，英文之

   起始字即分別為「J 、C 」，屬善意合理使用，並非故意為

   之。況商標有無近似，客觀上應整體觀察，應考量商標外觀

   、觀念、讀音等方面綜合比較，被告並未單獨使用「鎧鼎

   JCIP及圖」商標之「JCIP」圖樣，該圖樣均與「鎧鼎」中文

   共同使用，告訴人特別截取「JCIP」圖樣單獨指摘被告侵權

   ，但卻刻意忽略被告係將該圖樣與「鎧鼎」字樣併同使用之

   事實，二造商標之整體外觀、觀念、讀音及構圖意匠均不近

   似，又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律服務係屬高知識價值之專業性

   服務，並非一般日常消費品，消費者多為具有特殊領域知識

   之專業人士，屬有鑑別力之購買者，在選擇智慧財產等相關

   法律服務時會施以較高注意，應可區別兩造商標來源不同，

   而無混淆誤認之虞，被告絕無侵害告訴人商標之故意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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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告訴人將群事務所為前開「JC」及「JCIP」商標之商標

   權人，「JC」商標之權利期限自87年1 月16日至107 年1 月

   15日止，指定使用於第42類（舊制第42類即現行第45類）之

   「代理國內外專利、商標申請」等服務；「JCIP」商標權利

   期限自100 年11月1 日至110 年10月31日止，指定使用於第

   45類之「代理專利申請及有關事務之處理、代理商標申請及

   有關事務之處理、代理智慧財產權申請及有關事務之處理」

   等服務，此有智慧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二紙在卷可憑（見臺

   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3 年度他字第11397 號卷第14 至

   15頁）。而鎧鼎公司所有註冊第01203080號「鎧鼎JCIP及圖

   」商標，業經告訴人主張近似於告訴人所有之「JC」商標，

   且兩造所營服務類似，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而向

   智慧局申請評定，經該局於99年7 月12日以中台評字第9801

   97號商標評定書對「鎧鼎JCIP及圖」為評定成立，註冊應予

   以撤銷之處分。鎧鼎公司不服提起訴願，亦經訴願機關以相

   同理由駁回。鎧鼎公司仍然不服，再提起行政訴訟，亦經本

   院100 年5 月19日判決「鎧鼎JCIP及圖」商標之註冊應予撤

   銷，並於同年6 月20日確定，且經智慧局於同年8 月1 日撤

   銷公告在案，此有智慧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智慧局商標評

   定書、訴願決定書、行政判決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

   見前開他字卷第16至31、231 、285 至289 頁）。被告自承

   於鎧鼎公司所有「鎧鼎JCIP及圖」商標經撤銷確定後，仍繼

   續於其所經營之鎧鼎公司招牌及網頁上使用「鎧鼎JCIP及圖

   」，此有被告於偵查中稱：「……當初商標權被撤銷時，我

   們在名片上有把LOGO換過，網頁上忘了去換下來，招牌上也

   沒有去動，一收到訴狀後就把網路LOGO換掉，約3 個月前做

   完筆錄時把招牌拿下來（即104 年2 月間）」（見前開他字

   卷第263 頁）、原審審理中亦陳稱：「……我們也去設計了

   編號四的商標，差異更大。後來是接到起訴書後才知道網頁

   上尚有未撤掉的商標。……收到起訴書後，告證10、11（即

   公司招牌）已經拆卸下來丟掉了。」（見原審卷第20頁背面

   ），並有被告營業處所照片及網站資料等在卷可證（見原審

   卷第6 至9 頁及第62至75頁）。且查：

(一)被告實際使用之「鎧鼎JCIP」及「JCIP」，與告訴人前開商

   標圖樣相較，二者均包括英文字母「J 」、「C 」，且其排

   列位置及方式相當，皆以「J 」、「C 」二字相疊，並將「

   C 」字置放於右下方，將「J 」字置於「C 」字之左上方，

   而於「C 」字之左上角處交錯重疊，或是「J 」、「C 」、

   「I 」、「P 」依序排列。二者相較，其外觀均有相同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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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其讀音亦因具有相同之英文字而有近似之處，其觀念

   亦均為表彰公司名稱之文字商標，故縱被告辯稱使用時均會

   另附加中文「鎧鼎」二字，或有顏色之區分，然普通消費者

   於目視時仍會注意其具有圖形外觀之英文字部分，故兩造商

   標自外觀、讀音、觀念整體觀之，對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

   費者而言，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仍有可能誤認二者來

   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故兩造商標仍屬具

   有近似之處之商標。況被告之實際使用圖樣亦有不包含「鎧

   鼎」二字（即告證37，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

   偵字第14076 號卷第364 至366 頁），且亦有「JCIP」較大

   ，「鎧鼎」二字卻不顯著之情形（即告證7 ，見前開他字卷

   第34頁），故被告辯稱兩造商標完全不近似，顯不可採。

(二)又依據鎧鼎公司網頁可知其所提供之服務為專利、商標等領

   域之法律服務（見原審卷第66至68頁），與告訴人商標指定

   使用之代理國內外專利、商標申請服務（見前開他字卷第14

   至15頁）相較，二者皆為相同或類似之專利、商標等法律相

   關服務，其性質、功能及服務內容具有共同關聯性，應屬同

   一或類似服務，是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

   般接受服務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

   源，則其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即存在類似關係。且尋求專利

   、商標法律服務之可能消費者遍及各領域，縱其對自身領域

   具有一定專業能力，亦不等同對於商標有特別深入之鑑別能

   力，故被告主張此領域之消費者多為具有特殊領域知識之人

   ，應可知悉專利商標申請之代理服務，與智慧財產權交易服

   務不同類之服務，並不可採。況智權事務所亦會從事智慧財

   產管理方面之事務，而智慧財產管理顧問公司亦有可能代理

   或轉介客戶申請專利商標，故被告辯稱兩造之服務內容並不

   類似，亦有誤會。

(三)綜合觀察兩造商標圖樣之近似程度不低、兩造商標所指定使

   用或實際服務均為智慧財產之權利申請或法律管理等相當類

   似之程度觀之，縱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之相關消費者，亦有可

   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二商品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

   聯之來源，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客觀事實，亦

   堪認定，故被告所為應屬構成商標法第95條第3 款之侵害商

   標權罪。雖被告辯稱其並非故意等語云云，惟查被告辯稱因

   公司創始人姓鄭及周，故使用「JC」2 字，且因從事智慧財

   產管理而使用「IP」，是應可認被告及鎧鼎公司於創設「鎧

   鼎JCIP及圖」商標時，並無侵害告訴人商標之故意。然告訴

   人之上開商標係於87年間即申請並獲核准註冊，且其公司名

Page 4 of 7



   稱「將群」之英文字首即為「JC」，而被告之商標係於94年

   始申請，縱其於創設之始並無攀附之意，然因其服務內容過

   於類似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為保護相關消費者

   ，行政判決必須撤銷「鎧鼎JCIP及圖」之商標。被告原有之

   「鎧鼎JCIP及圖」商標既已經法院撤銷確定，甚至經智慧局

   公告撤銷後，被告應已明知其商標之撤銷係因會與告訴人之

   上開商標構成近似，且服務類似，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則其於撤銷經過一段時間後仍繼續使用如附圖三、

   四所示「鎧鼎JCIP」及「JCIP」，已難認無使犯罪事實發生

   之故意。

四、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商標法第95條第3 款之未得商標權人同

   意，為行銷目的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

   註冊商標之商標罪，其自100 年6 月20日起至104 年2 月止

   持續侵害同一法益，應論以一罪。原審經審理結果，僅以被

   告「鎧鼎JCIP及圖」商標具有「鎧鼎」二字及顏色之不同等

   些微差異，即認與告訴人前開商標不近似，且未對其服務內

   容是否類似加以綜合判斷，即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其認事

   用法，尚非允洽，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雖

   於法院判決後繼續使用近似於告訴人之商標，且其服務內容

   與告訴人類似，致生本件刑事爭議及相關民事侵權訴訟事件

   ，然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同意於商標或公司名稱

   中不再併用「JC」2 字，且願將公司名稱變更為「Jeng&amp;

   Ciou 」 （見卷附之和解筆錄，即本院卷第95、96頁），兼

   衡被告於法院確定判決後仍使用經撤銷之商標，顯然欠缺對

   司法之尊重，且其使用期間不短，但其使用範圍僅餘公司招

   牌及網頁，並於告訴人起訴後即不再使用等情，及其動機、

   目的、手段與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一份在卷足參

   （見本院卷第7 頁），其經此追訴審判，應已知警惕，信無

   再犯之虞，本院因認被告所受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

   併宣告緩刑二年。至被告雖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商

   標法關於善意使用之相關規定及其他商標近似卻併存之判決

   等聲請再開辯論，惟查本件論罪科刑部分，主要係針對被告

   於「鎧鼎JCIP及圖」商標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後仍繼續使用

   如附圖三、四所示「鎧鼎JCIP」及「JCIP」之行為，查商標

   權既已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被告明知或有意忽視此事實而

   仍繼續使用，已難認被告係善意合理使用，至其他商標近似

   卻併存之案例，因個案間當事人之不同，其所呈現之法律情

Page 5 of 7



   狀即不相同，故實難比附援引。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亦

   已斟酌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之法律上補充，且亦於斟

   酌被告與告訴人為達成民事上和解所展現之極大誠意，而為

   適當之量刑及緩刑宣告，故本件應無再開辯論之必要，附此

   敘明。

五、另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亦涉犯刑法第253 條之偽造仿造商標

   罪嫌云云，惟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

   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且按刑法第253 條規定：「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或仿造已登

   記之商標、商號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三千元以下罰金。」，故該罪之成立需以欺騙他人為意圖，

   然查被告使用附圖三、四所示「鎧鼎JCIP」及「JCIP」於其

   所經營之公司招牌及網頁等行為，均係用以向消費者表彰鎧

   鼎公司為提供服務之來源，雖該行為客觀上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且因明知商標權已經撤銷但仍繼續使用而有

   侵害商標權之故意，然其主觀上並無欺騙消費者之意圖，故

   被告所為，並不構成刑法第253 條之偽造仿造商標罪，此部

   分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公訴人認此與前開論罪科刑部

   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

   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

299 條第1 項前段、商標法第95條第3 款、刑法第11條、第41條

第1 項、第74條第1 項第1 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雪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3　　 月　　30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熊誦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金宏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第95條（罰則）

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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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

   者。

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

   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

   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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