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判字號】105,智易,31

【裁判日期】1060111

【裁判案由】商標法

【裁判全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智易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世新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 年度偵字

第2618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詹世新犯商標法第九十五條第三款之侵害商標權罪，處有期徒刑

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詹世新係新錸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新錸公司）之負責人

   ，其知悉附件一、二、三所示註冊第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號「別蚊我」商標（以下合稱系爭商標），均係臺

   灣優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生公司）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下稱智財局）依法申請註冊登記而取得商標權，皆指定使

   用於防蚊蟲咬藥劑、防蚊貼片、電蚊香片、電蚊香液、捕蟲

   紙等商品，現仍在權利期間內。詎詹世新未得商標權人優生

   公司之同意或授權，竟為行銷之目的，基於在類似商品使用

   近似註冊商標之單一犯意，自民國105 年4 月起，在新錸公

   司設於新北市○○區○○路00巷0 號1 樓之辦公處所內，透

   過網路，陸續在MOMO購物（含購物網站、電視購物頻道、Yo

   utube 產品介紹影片）、Yahoo 奇摩超級商城網站、3C市集

   網站等購物平台上，以「【新錸家居】別蚊我─無線滅蚊神

   器」作為商品標題名稱，而接續使用近似系爭商標之標識（

   即「別蚊我」）於新錸公司所販售之滅蚊燈（下稱系爭商品

   ）上，供不特定人選購，且因係爭商品乃防蚊蟲咬藥劑、防

   蚊貼片、電蚊香片、電蚊香液、捕蟲紙之類似商品，故足以

   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系爭商品係優生公司所生產販售。嗣

   優生公司發現上情，即於105 年5 月30日委任律師發函通知

   新錸公司及上開購物平台經營者，要求該等購物平台停止在

   系爭商品上繼續使用近似系爭商標之標識。

二、案經優生公司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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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有明

     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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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

     亦有明文。本件被告詹世新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對本判決

     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沒有意見，均

     同意作為證據調查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本院審酌該

     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

     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又與待

     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

     據能力。

（二）再者，本判決所引其餘文書證據及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

     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當事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得

     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詹世新固坦承其有於前揭時地，在上述各個購物

     平台之系爭商品標題名稱中，使用「別蚊我」之文字，惟

     矢口否認有何侵害商標權犯行，辯稱：系爭商標不具有識

     別性；系爭商品是滅蚊器，但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並

     不包含滅蚊器；新錸公司販售商品均使用自己之商標，無

     須使用他人之商標，系爭商品中「別蚊我」並非作為商標

     使用；系爭產品標題名稱上之「別蚊我」，僅在說明、形

     容系爭產品之功能性，即「蚊子不要咬我」，而僅為善意

     使用，合於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描述性合理使用之規定云

     云。

（二）附件一、二、三所示「別蚊我」商標（即系爭商標，註冊

     號分別為第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係告訴

     人優生公司向智財局申請註冊，並經智財局分別於101 年

     9 月1 日、102 年10月1 日及102 年10月1 日核准註冊在

     案，皆指定使用於防蚊蟲咬藥劑、防蚊貼片、電蚊香片、

     電蚊香液、捕蟲紙等商品，權利期間分別至111 年8 月31

     日、112 年9 月30日、112 年9 月30日止，有智財局商標

     資料檢索服務列印紙本3 份在卷可證（見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105 年度他字第4704號卷第9 至11頁；以下卷宗

     皆以簡稱代之，且重複部分均不贅列）。又被告係新錸公

     司之負責人，其自105 年4 月起，透過網路陸續在MOMO購

     物（含購物網站、電視購物頻道、Youtube 產品介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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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 奇摩超級商城網站、3C市集網站等購物平台上

     ，刊登系爭商品之販售訊息，且使用「【新錸家居】別蚊

     我─無線滅蚊神器」作為系爭商品之標題名稱，俟被告收

     到告訴人優生公司之律師函後，即移除「別蚊我」3 字等

     情，則據被告坦承不諱，且有新錸公司之公司及分公司基

     本資料查詢結果列印紙本1 份、系爭商品於MOMO購物網站

     販售之商品頁面列印紙本1 份、系爭商品於MOMO購物頻道

     販售之電視畫面翻拍照片2 張、系爭商品於Yahoo 奇摩超

     級商城網站販售之商品頁面列印紙本1 份、系爭商品於3C

     市集網站販售之商品頁面列印紙本1 份、系爭商品於Yout

     ube 網站上之介紹影片頁面列印紙本1 份、豐禾國際法律

     事務所105 年5 月30日103 年度歐字第3802號律師函影本

     1 份在卷足憑（見他字卷第228 至274 頁）。是上開各情

     ，首堪認定。

（三）被告辯稱系爭商標之圖樣，除去特殊字體設計或卡通人物

     造型圖案，所餘「別蚊我」3 字，僅係描述商品品質、功

     用或其他成分、性質之說明，故不具識別性云云；惟未見

     被告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憑。而所謂描述性標識，係指該

     標識直接且清楚地傳達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功用、特性、

     內容等要素，因此消費者幾乎不需要任何想像、思考，便

     可理解到其為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說明。然「蚊」於一般情

     形下，係作為名詞使用，而系爭商標卻將「蚊」作為動詞

     使用；可見系爭商標中「別蚊我」3 字，已悖於中文之通

     用文法，顯非慣用語詞，自難認消費者可不經任何想像或

     思考，便直接認定「別蚊我」3 字係在說明商品。是告訴

     代理人具狀主張「別蚊我」過去從未經告訴人以外之任何

     人使用，係告訴人運用智慧，以「蚊」替換「吻」所得，

     乃獨創性標識，屬識別性極強之商標等情（見本院卷第30

     、31頁），堪信屬實。此外，系爭商標於101 、102 年註

     冊之後，經告訴人多年來推廣使用於草本驅蚊噴霧等商品

     上，支出數百萬元之電視、報章雜誌、車站燈箱等廣告費

     用，聘請知名人士擔任代言人，經營臉書粉絲團等情，有

     告訴代理人提出之燈箱廣告照片、報章雜誌廣告影本、電

     視廣告檔次明細表行銷費用單據、臉書「別蚊我」粉絲團

     網頁列印紙本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12至227 頁）；益徵

     系爭商標除具有先天之識別性外，更經由告訴人長期而廣

     泛的使用，而廣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當已強化其識

     別程度。故被告所辯系爭商標不具識別性云者，並非有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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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告又辯稱系爭商品非類似商品，告訴人於本件案發後，

     始就系爭商品所屬第21類申請註冊「別蚊我」圖樣之商標

     等語。而所謂商品類似之意義，係指2 個不同的商品，在

     功能、材料、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

     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

     情形，易使商品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

     關聯之來源者。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雖為第5

     類之防蚊蟲咬藥劑、防蚊貼片、電蚊香片、電蚊香液、捕

     蟲紙等商品，未包含系爭商品所屬之滅蚊器。然稽諸前述

     系爭商品於各個購物平台之商品頁面列印紙本，暨前述告

     訴人草本驅蚊噴霧之報章雜誌廣告內容，兩者表述之產品

     功效、目的，可謂完全相同，均為防止蚊蟲叮咬，僅採用

     手段係物理或化學有別。又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及系

     爭商品，兩者相關消費者之範圍，存有高度之重疊性，此

     觀被告於系爭商品之網頁說明中，一再比較系爭商品與蚊

     香、驅蚊液之優劣即明。則系爭商品（即滅蚊器）與系爭

     商標指定使用之防蚊蟲咬藥劑、防蚊貼片、電蚊香片、電

     蚊香液、捕蟲紙等商品，倘均使用「別蚊我」或類似圖樣

     作為標識，顯有可能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該等商品皆係來自

     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類似商品無疑

     。至告訴人嗣以類似系爭商標之圖樣，另就第21類電子滅

     蚊器等商品向智財局申請註冊商標乙事（參被告提出之智

     財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文字及圖形近似檢索查詢結果明細

     列印紙本1 份，見本院卷第25頁），乃商標權人避免日後

     主張權利時，再遇如本件被告所述者般之答辯，影響其主

     張權利之時效與便利，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所為之智慧財

     產權保護策略，尚難執以限縮系爭商標之權利範圍，反推

     系爭商品非類似商品，遑論憑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五）被告另辯稱其係使用新錸公司自己之商標，未將「別蚊我

     」作為商標使用，應屬描述性合理使用云云。而以符合商

     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

     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

     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

     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固為商標法第36條第

     1 項第1 款所明定，此即所謂描述性合理使用。惟觀諸前

     述系爭商品於各購物平台之商品頁面，被告透過網路、電

     視購物頻道等媒體銷售系爭商品時，係於系爭商品標題名

     稱使用「別蚊我」，位置甚為顯著，更於「別蚊我」前後

     留有適當間隔或標點符號，使「別蚊我」3 字未與其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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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混合，當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顯已該當商

     標法第5 條所定商標使用之定義。至被告於系爭商品上，

     除「別蚊我」3 字外，有無同時使用新錸公司自己之商標

     ，與系爭商品有無侵害系爭商標權，乃屬二事，亦無互斥

     關係；蓋業者於單一商品上使用複數個商標，於現今市場

     所在多有，並不罕見，可能係不同業者之聯名商品，亦有

     可能係同一業者之系列品牌。況且，被告將「別蚊我」使

     用於系爭商品之標題名稱中，其記載方式為「【新錸家居

     】別蚊我─無線滅蚊神器」，上開標題名稱既標示新錸公

     司之商標「新錸家居」及商品名稱「無線滅蚊神器」，已

     能夠讓相關消費者明確知悉系爭商品之來源，其中「滅蚊

     」2 字，更清楚呈現系爭商品之功能；若依被告所辯「別

     蚊我」僅係說明系爭商品之效用，何以商品網頁下方以圖

     片、文字、表格詳敘系爭商品之功能、效用、優點、特長

     時，未見被告再使用「別蚊我」、或者「蚊子不要咬我」

     等類似文句，卻僅於一般用以表彰商品產製者及簡要品名

     之標題中，以不自然且毫無必要之方式，強予置放「別蚊

     我」3 字？反足以顯示被告合併使用系爭商標及新錸公司

     商標之目的，係為了攀附系爭商標之高知名度，引起相關

     消費者之注意，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

     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亦即相關消費者可能誤認該等

     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

     他類似關係，並可能將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誤認為來自

     同一來源。從而，被告為行銷之目的，於系爭商品上使用

     近似於系爭商標之「別蚊我」3 字，實已具有表彰商品來

     源之功能，並非單純描述商品，難認「非作為商標使用」

     ，且以前述攀附情形，亦難謂被告係以「符合商業交易習

     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使用系爭商標，自不符商標法第36條

     第1 項第1 款所定合理使用之要件。

（六）綜上所述，被告未經商標權人同意，於類似商品使用近似

     註冊商標之犯行，堪以認定，其前開所辯各節，均無足採

     ，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詹世新所為，係犯商標法第95條第3 款未得商標權

     人同意，為行銷目的，於類似之商品，使用近似於註冊商

     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罪。再者，被告

     為銷售單一商品，而於高度重疊之期間內，在客戶群無明

     顯區別之數個購物平台上，以相同手法使用近似系爭商標

     之標識，侵害同一法益，其各個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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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自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二）本院審酌被告前已有違反商標法犯行而受緩刑宣告確定之

     前案紀錄，猶不知尊重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竟為圖私利而

     侵害告訴人優生公司之商標權，損及告訴人優生公司之商

     業利益，更影響註冊商標表彰商品來源之交易機制，損及

     消費者權益，所為顯屬非是。惟被告僅將近似商標使用於

     前述購物平台之標題名稱或商品名稱處，而未使用於系爭

     商品之包裝盒或本體上，且被告係以併用新錸公司商標及

     近似系爭商標之方式侵害系爭商標，情節輕於單獨使用他

     人商標之情形。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所得利益、犯後態度，暨其迄今尚

     未獲得告訴人之諒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商標法第95條

第3 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41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香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秉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商標法第9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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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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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