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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 

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分析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分析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分析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分析 

專利權人於民事訴訟程序，可請求排除侵害與損害賠償，然而如何計算損害賠償額，

往往是專利權人困擾之問題，因此本文嘗試整理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以來之相關判決，探討

實務就「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我國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係規定

於專利法第 85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2款間，而依各款之不同計算方式，學理上又依「以專

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而區分成「具體損害說」、「總利益

說」、「總價額說」、「酌定說」等不同計算方式。 -------------------------------------------------- 2 

論美國法商標欺瞞論美國法商標欺瞞論美國法商標欺瞞論美國法商標欺瞞(Trademark Fraud)之最新審查實務－以之最新審查實務－以之最新審查實務－以之最新審查實務－以 Bose v. Hexawave案案案案

為中心為中心為中心為中心 

現今網際網路與科技發達，資訊流通快速，而使得全球貿易擴張，將行銷版圖橫跨多

國已成為許多企業的願景，其中經貿大國--美國更是兵家必爭之地。要在美國打響品牌的

同時，對於商標的保護是絕不可少的，然而相對於採註冊主義的台灣而言，美國商標制度

與台灣有著相當的差異，在採使用主義的原則下，美國商標的申請對於「使用」的規定較

為嚴格，商標申請人必須基於實際使用(actual use)或有使用意思(intent to use)提出商標申

請，actual use的情況下，於申請時必須一併提出使用證據及聲明；而在 intent to use的情

況下，申請人必須在審查核准(notice of allowance)後一定期限內提出實際使用資料及聲明，

否則會被視為放棄該申請案，取得註冊之後，商標權人並需在第 5年至第 6年間就其實際

使用的商品或服務提出使用宣誓書及使用證據以維持其註冊，於辦理商標延展時亦同。為

貫徹使用主義，美國法相當注重商標之使用，若是在提出前述聲明或使用宣誓時聲稱對某

些商品有使用，但實際上並沒有使用，即可能構成商標欺瞞，而被撤銷註冊。在美國商標

實務，商標欺瞞為申請商標撤銷相當常見之理由，然關於商標欺瞞之認定標準向來有許多

爭議，而本文介紹之 Bose v. Hexawave一案被視為重新釐清商標欺瞞認定標準的指標性判

決，因此欲藉由此案整理出美國實務上對商標欺瞞議題的態度及面對商標欺瞞之應對，俾

使讀者將來若需面臨相關爭議時有所依循。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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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分析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分析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分析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分析 

����黃黃黃黃 于于于于 珊珊珊珊  律師律師律師律師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專利權人於民事訴訟程序，可請求排

除侵害與損害賠償，然而如何計算損害賠

償額，往往是專利權人困擾之問題，因此

本文嘗試整理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以來之相

關判決，探討實務就「專利侵害損害賠償」

之計算方式。 

我國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計算方

式係規定於專利法第 8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

第 2款間，而依各款之不同計算方式，學理

上又依「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以

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而區分成「具體損

害說」、「總利益說」、「總價額說」、「酌定說」

等不同計算方式。 

二、二、二、二、 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具體損害說具體損害說具體損害說具體損害說 

「具體損害說」為我國專利法第 85條

第 1項第 1款本文之規定(註 1)，此說之計

算方式亦為典型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計

算方式，即以專利權人所受之全部損害，

即「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為計算

損害額之基準，其目的係在填補專利權人

之全部損害，又因其損害乃直接衡量專利

權人因侵權行為遭受之損害範圍，德國學

理上稱之為「具體損害計算說」，亦為德

國法院所採三種專利侵害損害賠償方法之

一(註 2)。 

目前智慧財產法院適用「具體損害賠

償說」之相關判決如下： 

(一一一一) 以專以專以專以專利權人原可獲得之權利金作為所利權人原可獲得之權利金作為所利權人原可獲得之權利金作為所利權人原可獲得之權利金作為所

失利益：失利益：失利益：失利益：98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 77號號號號判決判決判決判決 

原告主張其乃第 93683 號「嬰兒床之

柵欄調整構造」新型專利之專利權人，被

告等未經其同意或授權，擅自製造、販賣

與上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相同之「動物熊

日式搖擺中大床」、「歐式搖擺床」、「歐

式搖擺大床」等嬰兒床產品，侵害其專利

權，並於民國(下同)98年 2月 11日以律師

函請求被告等排除侵害，被告雖函覆：其

就律師函所提及產品之零件，在門市中予

以修正，詎其至 98 年 6 月 18 日止，仍繼

續販售「歐式搖擺大床」，故原告以每年

度授權金新台幣(下同)120萬元為損害計算

標準，並請求 2倍即 240萬元之損害賠償。 

智慧財產法院經審理後認為： 

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所販賣之產品

確實落入原告之專利範圍，判定被告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由於被告答覆該律

師函後，其所生產之「歐式搖擺大床」

確已不再侵害原告系爭專利，顯然被

告主觀上並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故

意。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法院則認為，本

件原告就系爭專利曾授權 A 公司，並

已自 A公司收取權利金 120萬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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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使用原告系爭專利以生產其產

品，其所獲得之利益自屬應支付原告

而實際上未支付之權利金費用，是被

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 120 萬元之損害

賠償。 

(二二二二) 法院依其職權酌定權利金作為所失利法院依其職權酌定權利金作為所失利法院依其職權酌定權利金作為所失利法院依其職權酌定權利金作為所失利

益：益：益：益：97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 66號號號號判決判決判決判決 

原告係公告第 512988號「封口導引式

表面黏著彈片」(專利 1 號)、第 516785 號

「定位彈片及具有定位彈片之電路版裝

置」(專利 2 號)、第 586736 號「封口式彈

片」(專利 3 號)及第 501869 號「線材固定

裝置」(專利 4號)等專利之專利權人，其認

為被告自 97年 7月、9月起至 98年 3月止

生產之相關產品分別落入專利 1 號申請範

圍之第 1 項與第 8 項、專利 2 號申請範圍

之第 1 項、專利 3 號申請範圍之第 1 項、

專利 4 號申請範圍第 1 項，而請求 150 萬

元之損害賠償；被告負責人則否認有侵權

故意或過失，主張對原告專利並不知情，

且對原告系爭專利提出舉發，並爭執原告

系爭產品並未為專利標示等。  

智慧財產法院經審理後認為： 

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相關產品確實

落入原告上該 4 件專利之申請範圍

中，判定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原告曾於 95年間，

主張被告負責人另外經營之 A公司、B

公司侵害系爭專利 1 號及系爭專利 4

號，而向板橋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

訟；而被告又與原告同屬經營電子零

組件製造業務之行業，故認被告對於

原告享有上述系爭 4 件專利乙事，於

97年 7月 1日前即已明知，卻未經原

告同意，擅自提供樣本、於網站上張

貼產品型錄而對不特定人為販賣之要

約，故有侵害系爭 4件專利權之故意，

而酌予 1.5倍之懲罰性賠償。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鑒於專利權損害

之計算甚為困難，而專利權人授權他

人實施其專利權時，通常會收取權利

金，於侵害專利權事件，因專利權人

與侵權人間並無授權契約關係之存

在，則專利權人授權實施所收取之權

利金，應可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參

考。假設原告與被告於 97年 7月間，

本於對等地位及持有對稱資訊，就系

爭 4 件專利權之授權及其權利金願意

進行協商，進而推估適當之合理權利

金。審酌原告先前就系爭專利 1 及系

爭專利 4 所為非專屬授權之權利金數

額(每年平均 1,000,000 元、2,000,000

元)、准許生產、製造一定數量專利產

品之授權範圍、系爭 4 件專利所餘專

利期間(約 5、6 年)、被告公司侵害期

間長短及數量多寡等情，認系爭 4 件

專利之合理權利金分別以 65,000 元、

10,000元、5,000元、20,000元為適當。 

三、三、三、三、    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以專利權人之損害為標準：差額說差額說差額說差額說 

「差額說」係我國專利法第 85條第 1

項第 1款但書之規定(註 3)，此說之計算方

式係以專利權人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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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利益，減去受害後實此說施同一專利

權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其所失利益。 

然而影響專利權人受害前後利潤差額

增減之因素甚多，除侵害人之侵權行為

外，尚涉及專利權人本身之特殊環境、實

施及營業能力、政治或社會因素、天災事

變等(註 4)，而影響到「差額說」於此適用

之妥適性。因此，於個案情況中，有時計

算差額之結果將認為其損害不存在，或該

差額與侵害人之侵權行為並無因果關係

等。故此計算方法仍非相當準確(註 5)；又

如要求專利權人必須證明無其他任何因素

造成獲利減少(註 6)，在舉證上亦非屬易事。 

綜上所述，因以「差額說」為計算損

害賠償之方式並非準確，且亦忽略責任成

立和責任範圍之因果關係的建立，因此實

務判決上甚少利用「差額說」之計算方式

而為判決(註 7)，而智慧財產法院自 2008

年 7 月成立至今，關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

民事訴訟，尚無利用「差額說」之計算方

式而為判決(註 8)。 

四、四、四、四、    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總利益說總利益說總利益說總利益說 

「總利益說」係我國專利法第 85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註 9)所明訂之一種專利侵

害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此計算方法以侵害

人就侵害行為所得淨利益作為損害賠償額

計算之基礎。在我國專利法下，專利權人

只要證明侵害人因侵害行為取得若干之銷

售額或利益即可請求賠償，其舉證責任較

為減輕；而侵害人則必須證明所得利益低

於專利權人所主張之金額，否則即須就其

全部銷售收入為所得利益(此即後述之「總

價額說」之內容)，舉證責任相對加重。 

此為我國實務判決上最常使用的專利

侵害損害賠償計算方式(註 10)，智慧財產

法院適用「總利益說」之相關判決如下： 

(一一一一) 以財政部所頒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以財政部所頒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以財政部所頒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以財政部所頒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

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為計算基準，作為所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為計算基準，作為所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為計算基準，作為所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為計算基準，作為所

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98年民專年民專年民專年民專上上上上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3號號號號判判判判

決決決決 

本件係針對台北地方法院 95年度智字

第 12號民事判決之上訴案。原告法定代理

人甲為證書號第 193706號「架體之收合、

連結構造改良」新型專利之專利權人，且

已全部授權原告實施系爭專利。然原告實

施系爭專利製造產品上市後，發現市面上

竟出現由被告製造、銷售型號為 860500、

861000 之四腳支架仿冒品，故請求法院判

決被告不得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

使用等侵害前開專利權之行為，並應給付

原告 200 萬元之損害賠償，嗣經原審判決

被告所販賣之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之專

利申請範圍，而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

提起上訴。 

於上訴審，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所販賣之產品

確實落入原告之專利範圍，判定被告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原告曾委請律師發

函給被告，要求其停止侵害系爭專

利，惟被告仍繼續製造販賣，而有侵

權之故意。此外，被告申請之 M26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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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新型專利，其諸多技術特徵與原告

系爭專利雷同，被告應知係利用系爭

專利主要技術內容完成，為系爭專利

之再發明，竟未得系爭專利權人之同

意，繼續製造販賣系爭產品，且於本

件原告起訴後仍在網站上行銷系爭產

品，是被告具備侵權之故意。最後，

智慧財產法院認定被告故意侵權，另

酌予 1.5倍之懲罰性賠償。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審酌被告已提出

銷售統計表及發票等資料，證明其銷

售系爭產品之數量、銷售總金額為

1,649,200元，而以 94年至 97年財政

部頒布之其他未分類金屬製品製造業

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為 8%計算，所

得之淨利益為 131,936元，以之充為原

告所受損害之金額，尚稱合理。另酌

定 1.5倍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故原告

得向被告請求 197,904元之損害賠償。 

(二二二二) 以財政部所頒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以財政部所頒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以財政部所頒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以財政部所頒布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

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為計算基準，作為所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為計算基準，作為所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為計算基準，作為所額或同業利潤標準為計算基準，作為所

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98年民專年民專年民專年民專上上上上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5號號號號判判判判

決決決決 

本件係針對苗栗地方法院 95年度智字

第 1 號民事判決之上訴案。原告係中華民

國公告編號第 534236「卡固接合器」新型

專利之權利人，主張被告於 93 年 12 月及

94年 8月、10月間向其購買系爭專利之小

吧椅腳產品，竟在未經其同意下，私自生

產製造與系爭專利權產品相同之小吧椅，

並對外銷售。原告於向苗栗地方法院聲請

進行證據保全程序後，遂起訴主張被告侵

害其專利權應賠償 300 萬元之損害賠償，

嗣經原審判命被告須賠償 300 萬元。被告

不服，提起上訴。 

於上訴審，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所販賣之產品

確實落入原告之專利範圍，判定被告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被告於 93 年 12 月

向原告購買產品時，其採購單上即有

載明「專利小吧椅腳」；且被告多次

向原告購買該產品，自不能推委其不

知該專利權之存在。是故原告雖未為

專利標示，然被告具備侵權之故意甚

明。最後，智慧財產法院仍維持原審

故意侵權之認定，另酌予 0.6倍之懲罰

性賠償。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法院認為，系爭

被控侵權產品經被告售出後，在通常

情形，其可能取得之利潤，至少應為

同業利潤標準。而依財政部 95年度同

業利潤標準表所示，木製家具及裝設

品製造商之淨利率為 8%，亦即在通常

情形，被告製造銷售系爭被控侵權產

品至少應有 8%之利潤，法院採之為計

算原告所失利益之依據。本件兩造對

於被告 CCP1701 每箱以 1,015 元計算

售價，CCP1702每箱以 1,207元計算售

價，已達成合意；而 CCP1701之銷售

量為 3,197箱，CCP1702之銷售量則為

7,193箱，依上揭同業利潤標準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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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之淨利率計算，原告因被告侵權行

為所失之利益之損害額應為 954,152

元 ([1,015×3,197 ×8%]+[1,207×7,19 

3×8%]＝954,152)，另酌定 0.6 倍之懲

罰性損害賠償金，故原告得向被告請

求 1,526,643元之損害賠償。 

(三三三三) 以侵權人總銷售金額扣除成本，作為所以侵權人總銷售金額扣除成本，作為所以侵權人總銷售金額扣除成本，作為所以侵權人總銷售金額扣除成本，作為所

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獲利益之認定：97年民專年民專年民專年民專訴訴訴訴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3號號號號判判判判

決決決決 

原告主張其乃第 M302031號「顯微鏡

的物鏡裝置」新型專利之專利權人，被告

未經其同意或授權，自 96 年 3 月起至 97

年 5月 30日止，擅自進口、販賣及要約與

上 開 專 利 結 構 相 同 之 USB Digital 

Microscope 數 位 顯 微 鏡 產 品 ( 型 號 ：

MAN1000)，侵害其所有系爭專利權，原告

雖於 96年 3月間以律師函通知被告系爭專

利權為原告所有，被告仍置之不理，繼續

侵害，故請求法院判決被告不得為販賣之

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等

侵害前開專利權之行為，並應給付原告 300

萬元之損害賠償。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所販賣之產品

確實落入原告之專利範圍，判定被告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原告雖於起訴前委

請律師函達被告聲明系爭專利權為原

告所有，依法得排除所有侵害系爭專

利之行為。然該通知函並未載明被告

之系爭產品如何構成侵害系爭專利權

之情事，亦未附上任何侵權之鑑定報

告，自難認被告於收到該通知函，即

已明知系爭產品有構成侵害系爭專利

權，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有故意侵權情

事，尚屬無據。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原告主張依保全

證據時，所保全到系爭產品相關之訂

購單、商業發票及預付發票等文件為

計算基礎，並以被告侵害行為時間(96

年 3月到 97年 5月 30日)，向大陸下

單的數量、金額，及被告販售所開立

的預付發票及商業發票的數量及價格

為比較，中間的差異就是被告之利

潤，故被告獲取之利益約 123,000元美

金，約台幣 380 萬元，其請求 300 萬

元，自屬有據。復依專利法之規定，

被告就「成本」及「必要費用」本負

有舉證責任，若未能就此充分舉證，

原告依法尚得以被告該產品之「全部

收入」作為損害賠償計算之基礎，因

此原告本得依法提出被告銷售系爭產

品之全部收入，作為損害賠償計算之

基礎，今原告以被告於其發票上所記

載之系爭產品進價及銷價等數據，自

行計算被告產銷系爭產品之利潤，尚

屬合理。 

(四四四四) 以侵權人實際銷售之價格扣除成本以侵權人實際銷售之價格扣除成本以侵權人實際銷售之價格扣除成本以侵權人實際銷售之價格扣除成本

後，乘以侵權人實際販售後，乘以侵權人實際販售後，乘以侵權人實際販售後，乘以侵權人實際販售之數量，作為之數量，作為之數量，作為之數量，作為

所獲利益之認定：所獲利益之認定：所獲利益之認定：所獲利益之認定：97年民專年民專年民專年民專上上上上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7號號號號

判決判決判決判決 

本件係針對高雄地方法院 96年度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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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民事判決之上訴案。該案原告主張

其乃第 130715號「氣動止檔裝置」新型專

利之專利權人，被告藉由同案被告甲以須

測試、實驗之名，先向原告購買含系爭專

利範圍一部之「氣動主機」產品 1,500台，

再回售予被告，由被告另行加工組裝後，

再轉售予其他下游廠商，構成系爭專利之

侵害，故請求被告及甲等人連帶賠償共 200

萬元。原審判決被告應如數賠償原告，被

告不服提起上訴。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1、 被告所販賣之產品確實落入原告之專

利範圍，判定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侵權故意之認定：被告透過甲向

原告購買 1,500台氣動主機，並將之轉

售予客戶，其購買數量甚多，衡情對

該氣動主機之功能自有相當之了解，

且既需透過他人迂迴購買，隱瞞轉售

之事實至為明顯，堪認對該氣動主機

所渉之系爭新型專利已有知悉，最後

維持原審判斷，酌予 1.5倍之懲罰性賠

償。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A 公司出售氣動

主機 1台及壓條 1尺予 B公司之價格

分別為 1,000元、160元，而被告出售

氣動主機予甲之價格為每台 220 元，

兩造均未舉證證明被告出售氣動主機

予 A公司之價格，原審酌定以 220元

及 1,000元之平均數即 610元(【220＋

1,000】÷2＝610)，為被告出售氣動主

機及 A 公司購買氣動主機之價格，被

告亦主張就氣動主機售價部分以 610

元計算較為合理，足認被告出售氣動

主機予 A 公司之價格以 610 元為可

採。另被告售予 A 公司之壓條每一台

尺為 120 元，而兩造均不爭執該壓條

成本為 96元。則被告販售系爭新型專

利物品之數量為氣動主機 1, 500 台、

壓條 21,000 尺，以氣動主機每台出售

價格 610 元、壓條每尺出售價格 120

元計算，被告因侵害行為所獲之利益

為 3,453,000 元 (610×1,500 ＋

120×21,000＝3,435,000)，扣除以氣動

主機每台 220元、壓條每尺 96元算得

之 成 本 2,346,000 元 (220×1,500 ＋

96×21,000＝2,346,000)，應為 1,107,000

元 ( 【 3,435,000 － 2,346,000 】 ＝

1,107,000)。 

(五五五五) 非侵權行為人之整體收益皆屬之，而須非侵權行為人之整體收益皆屬之，而須非侵權行為人之整體收益皆屬之，而須非侵權行為人之整體收益皆屬之，而須

考量侵害專利之項數而為判斷：考量侵害專利之項數而為判斷：考量侵害專利之項數而為判斷：考量侵害專利之項數而為判斷：98年年年年民民民民

專訴字第專訴字第專訴字第專訴字第 31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 

本件原告係第 128049號「磚牆構造」

新型專利之專利權人，因被告於「朴子溪

雙涵堤段歲修工程」、「彰化縣王功新生

地海堤海岸環境改善工程」所使用之磚

牆，其結構與系爭專利相同，故曾函請被

告停止製造、銷售、施作侵害原告專利權

之施工方法，然被告卻不予理會，並繼續

施工，而顯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故意。原告

遂起訴主張被告侵害其專利權，應賠償

1,186,800元之損害賠償。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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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所販賣之產品

確實落入原告之專利範圍，判定被告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被告於接獲原告通

知後，既已知有侵害系爭專利之虞，

仍繼續使用系爭專利，即有侵害系爭

專利權之故意，惟因原告並未請求懲

罰性損害賠償金，故法院未予酌訂。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原告主張被告於

「朴子溪雙涵堤段歲修工程」施工 235 

m
2，及「王功新生地環境改善工程」

施工 625 m
2，其所使用之磚牆總數為

860 m
2，依一般每 m

2為 2,300元之單

價計算，其工程款為 1,978,000元，若

扣除 40%之成本，其所得利益達

1,186,800 元，另被告提出之「朴子溪

雙涵堤段歲修工程」及「王功新生地

環境改善工程」之總金額分別為

1,257,500 元及 2,236,710 元，合計為

3,49,4210 元，而高於原告之主張，且

被告未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為舉

證，原應以其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

為所得利益，惟原告係以 1,978,000

元，扣除 40%之成本，為其所得利益

即 1,186,800元，主張損害賠償金額，

則原告主張之計算基礎，尚為可採。

又，法院審酌原告主張系爭物品落入

系爭專利第 1-4 項、第 6 項、第 8-11

項，及第 18項，惟經判斷系爭物品落

入系爭專利第 1 項、第 3、4、6 項中

依附於第 1 項之範圍，及第 8 項，惟

並未落入系爭專利第 2項、第 3、4、6

項中依附於第 2 項之範圍，及第 9、

10、11、18項，是應以 1,186,800元之

40% 即 474,720 元計算本件損害賠償

之金額。 

五、五、五、五、    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以侵權人之利益為標準：總價額說總價額說總價額說總價額說 

「總價額說」係我國專利法第 85條第

1項第 2款後段(註 11)，所明訂之一種專利

侵害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此計算方法係於

侵害人無法舉證其成本或必要費用時，以

其銷售侵權物品之全部收入作為專利權人

之所得利益。此計算方式因未考慮侵權行

為人對銷售所投入之成本或必要費用，而

可能使侵權行為人賠償比其獲利更高之金

額，故對侵害人而言極為不利。 

我國實務判決上，此種損害賠償計算

方式僅次於「總利益說」(註 12)，，智慧

財產法院適用「總價額說」之相關判決如

下： 

(一一一一) 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

用」之證據：用」之證據：用」之證據：用」之證據：97年年年年民專訴字第民專訴字第民專訴字第民專訴字第 22號判號判號判號判

決決決決 

本件原告係第 165434號「滑輪曬衣架

之結構改良」新型專利之專利權人，於 97

年 5 月 5 日購得被告所販賣之「輕鬆昇降

曬衣架」，經送鑑定發現該產品已落入其

專利權之範圍，遂於 97 年 5 月 28 日發函

被告轉達上該侵權事實；然被告卻置之不

理而繼續製造販售系爭商品。原告乃起訴

請求被告應賠償其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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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所販賣之產品確

實落入原告之專利範圍，判定被告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被告既自承從事曬衣

架研發多年，並有相關專利之申請經

驗，則對於原告已公開在先之系爭專利

應知之甚詳，竟仍從事製造侵害原告專

利之曬衣架產品，且經原告發函後仍續

予販售，顯有侵權行為之故意，乃依此

酌予 2倍之懲罰性賠償。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被告提出 97年間之

帳冊一本及發票三本。依該帳冊、發票

所載，被告僅於 97年 5月 5日售出二桿

曬衣架 1 組售價 1500 元、同年月 12 日

售出二桿曬衣座 2個售價 2200元，係屬

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系爭曬衣架，計被

告販售系爭曬衣架所得之價款為 3700

元，被告並未舉證其成本或必要費用，

應以上開全部價款為其所得利益。 

(二二二二) 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

用」之證據：用」之證據：用」之證據：用」之證據：98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 21號號號號判判判判

決決決決 

原告為公告第 517645號「油墨卡匣」

新型專利之專利權人，詎被告未經原告之

授權同意，竟製造及販賣與系爭專利申請

專 利 範 圍 相 同 之 型 號 ULT0731 、

ULT0732、ULT0733、ULT0734、U0731、

U0732、U0733、U0734之墨水匣產品，及

連續供墨系統產品，故原告起訴請求法院

判決被告不得直接或間接、自行或委請他

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

上述目的而進口前揭侵權產品，並應給付

原告 250萬元之損害賠償。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所販賣之產品

確實落入原告之專利範圍，判定被告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被告與原告係屬相

關資訊設備行業，且系爭產品既可使

用於原告多種機型之 EPSON 噴墨印

表機，亦徵被告事前即深入瞭解原告

相關印表機及墨水匣，始能研發相容

性墨水匣產品及連續供墨系統產品。

堪認被告於研發、製造系爭產品之

前，即已明知原告所享有之系爭專

利，卻未經原告之同意，擅自製造、

販賣系爭產品，自具有侵害系爭專利

權之故意。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1 依被告提出之

96年 1月至 98年 4月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A、B 公司於此 28 個月

的總銷售額分別為 47 ,949,386 元、

66,390,777 元，平均銷售額分別為

1,712,478元、2,371,099元，故二公司

之每月平均銷售額共 4,083,577 元

(1,712,478 +2,371,099=4,083,577)；○2

被告銷售之產品包含相容於 EPSON

及 CANON、HP、LEXM ARK等廠牌

之墨水匣產品，而涉案產品為其中

EPSON相關產品，原告主張以 EPSON

為被告所銷售 4 種廠牌之一計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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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雖為抗辯，惟未提出銷售產品之型

號及數量等資料，故應以原告之主張

為可取。以被告每月平均銷售額四分

之一推估，被告因銷售 EPSON廠牌相

容墨水匣產品每月銷售額為 1,020,894

元(4,083,577/4=1,020,894)；○3 被告並

未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為舉證，原告

自得以被告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

所得利益。原告以被告銷售 EPSON相

容墨水匣產品每月銷售額之 50%推估

其產銷系爭產品 2 年間之銷售總額，

所計算之損害額為 12,250,728 元

(1,020,894×12×2×50%=12,250,728

元)；○4 被告明知原告享有系爭專利

權，卻未經原告之同意而製造、販賣

侵害系爭專利權之系爭產品，故意侵

害系爭專利權。審酌被告侵害專利權

之時間、態樣、販賣系爭產品之數額

等情，認原告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

以 1.5 倍為適當，即 8,376,092 元

(12,250,728×1.5=18,376,092)。今原告

僅請求被告賠償 250萬元，即屬正當。 

(三三三三) 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侵權行為人未提出任何「成本或必要費

用」之證據：用」之證據：用」之證據：用」之證據：98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年民專訴字第 1號號號號判決判決判決判決 

本件原告係從事鈦產品開發之專業研

發、製造商，並為第 I290822號「使用矽彈

性體之健康裝飾品及其製造方法」發明專

利之專利權人，詎被告未經原告之授權同

意，竟製造及販賣與系爭專利所主要保護

之範圍相同之「鈦項圈」、「鈦手環」產

品，該產品經鑑定比對分析結果與系爭專

利之專利範圍實質相同，已侵害其專利，

故起訴請求被告賠償其 50萬元。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1、 關於侵權之認定：被告所販賣之產品

確實落入原告之專利範圍，判定被告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關於故意之認定：被告於產品上使用

之英、日文資料與原告產品完全相

同，其中尚使用原告之公司名稱，足

見被告知悉原告產品之存在。其既欲

販售與原告相同之產品，自應查明原

告系爭產品是否具有專利權，其嗣後

辯稱不知原告擁有系爭專利，顯非可

採，因而認定被告應負擔 2 倍之懲罰

性賠償。 

3、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被告製造及販賣

之產品為「鈦項圈」及「鈦手環」，

其中「鈦項圈」單價為 550 元，「鈦

手鍊」單價為 350 元，審酌原告單月

即可於十八處不同賣場購得被告各 18

條各項產品，顯見被告銷售數額不止

此數。因被告就販售上開產品之成本

或必要費用均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

是有關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自應以

被告販售系爭產品之售價為依據，原

告單月購買被告上開產品金額為

16,200元(項圈：550×18= 9,900；手環：

350×18= 6,300)，而被告自 96 年 5 月

起即開始販賣系爭產品至 98 年 2 月

止，共計 22個月，則被告應賠償原告

356,400 元(16,200×22=356,400)；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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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販售「奧運款產品」部分，被告

委託乙販售該款項圈及手環各 230

條，被告應賠償原告 155,940元(項圈：

429×230=98,670 ； 手 環 ：

249×230=57,270)。則被告共應賠償原

告 868,740 元(712,800＋155,940=868, 

740)。此外，審酌系爭商品於市場上之

知名度及需求量等因素，應認原告商

譽上之損失為 20萬元，又因被告侵害

專利權應屬故意，另酌定 2 倍之懲罰

性損害賠償金，故原告得請求被告之

損害賠償額合計為 1,424,680元，而原

告於本訴訟僅就其中 50萬元部分之主

張，應認為有理由。 

六、六、六、六、    酌定說酌定說酌定說酌定說 

「酌定說」係我國專利法第 85條第 3

項之規定(註 13)，，即英美法所稱之「懲

罰性賠償金」，其乃依被告不法行為的可

責心理狀態，而課予一筆超過填補性賠償

金之金額。通說均肯認該賠償金制度之目

的乃在懲罰被告的不法行為，以及嚇阻其

他人未來不再為相類似之行為。 

在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前，各地方法院

認定故意侵權，而依職權酌定「懲罰性賠

償金」之比例並不高(註 14)，惟於 97年 7

月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後，專利權人勝訴之

比例雖然降低，但法院認定故意侵權，而

依職權酌定「懲罰性賠償金」之比例則大

幅提高。關於智慧財產法院「懲罰性賠償

金」之相關判決，可參見前述判決之說明。 

七、七、七、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專利權因其性質與一般有體財產權不

同，因此當專利權遭受侵害時，專利權人

難以立即知悉，更遑論於遭受侵害後可還

原至未受侵害之狀態，來計算專利權人遭

受該侵害所生之損害數額，因此，智慧財

產法院成立前，實務判決上多選擇「以侵

權人之利益」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而

較少依傳統民事侵權案件「以專利權人之

損害為標準」來計算損害賠償，此種趨勢

於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後亦同。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部分，在智慧

財產法院成立前，各地方法院認定故意侵

權，酌定「懲罰性賠償金」之比例不高，

且酌定之賠償額亦低，故專利權人縱使受

勝訴判決，賠償的金額也通常都無法彌補

他的損失。相對於此，智慧財產法院成立

後，認定故意侵權，而依職權酌定「懲罰

性賠償金」之比例則已大幅提高，因此，

不但能加強對於專利權人之保護，更能達

到嚇阻其他人未來不再為專利侵權行為之

效果，就此點應值得肯定。 

※※※※ 註註註註 釋：釋：釋：釋： 

1. 我國專利法第第 85條第 1項第 1款本文：

「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

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

條之規定…(但書略)」 

2. 蔡明成，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計算，第三

屆專利法制研討會，司法院和世新大學法

學院合辦，2004年 12月，第 6頁。 

3. 我國專利法第第 85條第 1項第 1款但書：

「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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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計算其損害：(本文略)…但不能提供

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發明專利權人

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

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利

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4. 簡秀如，論專利侵害損害賠償範圍之確

定，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03年第 30頁。 

5. 蔡明誠，發明專利之研究，1997年4月初

版，第234頁。 

6. 馮震宇，論侵害專利權之民事責任與民事

救濟，法學叢刊，第 161期，1996年 1月，

第 32頁。 

7. 我國地方法院自 1998年 8月 1日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止，於 133 筆可資分析之專

利侵害損害賠償案件中，僅 6筆利用「差

額說」之計算方式而為判決。請參見施志

遠，自美國專利改革趨勢論我國專利侵害

損害賠償之認定，國立清華大學法律學系

碩士論文，2009年第 70頁。 

8.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民專上字第 3 號判

決：本件上訴人固主張依上揭專利法第 8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

實施系爭專利所得利益之差額 400萬元，

並提出銷售統計表及發票為證。其所稱之

差額係指其銷售產品以約平均 79 折打折

優惠予客戶之折扣差價，上訴人雖主張係

因被上訴人系爭產品之競爭其不得已打

折優惠降價求售云云。惟查：打折優惠降

價銷售產品可能因產品市場供需、其他同

業競爭、市場景氣、流行趨勢、推銷手法

等原因所致，未必係全因被上訴人製造銷

售系爭產品所致，上訴人並未證明其打折

優惠降價銷售與被上訴人製造銷售系爭

產品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其主張已不足據

信。 

9. 我國專利法第 85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

「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

擇一計算其損害：二、依侵害人因侵害行

為所得之利益(後段略)。」 

10. 我國地方法院自 1998年 8月 1日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止，於 133 筆可資分析之專

利侵害損害賠償案件中，利用「總利益說」

之計算方式而為判決者高達 56 件，比例

約占全體案件之 42.1%。請參見施志遠，

自美國專利改革趨勢論我國專利侵害損

害賠償之認定，國立清華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論文，2009年第 73頁。 

11. 我國專利法第 85 條第 1 項第 2 款後段：

「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

擇一計算其損害：二、 (前段略)…於侵害

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

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12. 我國地方法院自 1998年 8月 1日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止，於 133 筆可資分析之專

利侵害損害賠償案件中，利用「總價額說」

之計算方式而為判決者高達 47 件，比例

約占全體案件之 35.3%。請參見施志遠，

自美國專利改革趨勢論我國專利侵害損

害賠償之認定，國立清華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論文，2009年第 81頁。 

13. 我國專利法第 85 條第 3 項：「依前二項

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

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

過損害額之三倍。」 

14. 我國地方法院自 1998年 8月 1日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止，於 139 筆專利權人勝訴

之案件中，法院依職權酌定「懲罰性賠償

金」之案件僅 26 件，比例約占全體案件

之 18.7%。請參見施志遠，自美國專利改

革趨勢論我國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認

定，國立清華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09年第 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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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美國法商標欺瞞論美國法商標欺瞞論美國法商標欺瞞論美國法商標欺瞞(Trademark Fraud)之最新審查實務之最新審查實務之最新審查實務之最新審查實務 

－以－以－以－以 Bose v. Hexawave案為中心案為中心案為中心案為中心 

����宋宋宋宋 逸逸逸逸 婷婷婷婷 、、、、 湯湯湯湯 芃芃芃芃 思思思思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現今網際網路與科技發達，資訊流通

快速，而使得全球貿易擴張，將行銷版圖

橫跨多國已成為許多企業的願景，其中經

貿大國--美國更是兵家必爭之地。要在美

國打響品牌的同時，對於商標的保護是絕

不可少的，然而相對於採註冊主義(註 1)

的台灣而言，美國商標制度與台灣有著相

當的差異，在採使用主義的原則下，美國

商標的申請對於「使用」的規定較為嚴格，

商標申請人必須基於實際使用(actual use)

或有使用意思(intent to use)提出商標申

請，actual use的情況下，於申請時必須一

併提出使用證據及聲明；而在 intent to use

的情況下，申請人必須在審查核准(notice 

of allowance)後一定期限內提出實際使用

資料及聲明，否則會被視為放棄該申請

案，取得註冊之後，商標權人並需在第 5

年至第 6年間就其實際使用的商品或服務

提出使用宣誓書及使用證據以維持其註

冊，於辦理商標延展時亦同。 

為貫徹使用主義，美國法相當注重商

標之使用，若是在提出前述聲明或使用宣

誓時聲稱對某些商品有使用，但實際上並

沒有使用，即可能構成商標欺瞞，而被撤

銷註冊。在美國商標實務，商標欺瞞為申

請商標撤銷相當常見之理由，然關於商標

欺瞞之認定標準向來有許多爭議，而本文

介紹之 Bose v. Hexawave一案(註 2)被視為

重新釐清商標欺瞞認定標準的指標性判

決，因此欲藉由此案整理出美國實務上對

商標欺瞞議題的態度及面對商標欺瞞之應

對，俾使讀者將來若需面臨相關爭議時有

所依循。 

二、二、二、二、 Bose v. Hexawave 案前美國實務見解案前美國實務見解案前美國實務見解案前美國實務見解

的演進的演進的演進的演進 

在 Bose v. Hexawave案前，美國實務

上對商標欺瞞議題的見解並無定論，但基

本上可分為幾個階段： 

(一) 欺瞞的構成須證明商標註冊人或申請

人之主觀意圖(subjective intent)： 

長久以來，美國司法實務上皆認為欲

構成商標欺瞞，需要具備主觀上的故意，

如 Lord v Goddard(註 3)案：欺瞞指有欺騙

的意圖。此外，Magee v. Manhattan Life Ins. 

Co. (註 4)案及 KangaROOS U.S.A., Inc. v. 

Caldor, Inc. (註 5)案亦指出，意圖欺騙是普

通法上欺瞞的必備要素，如果沒有這樣的

意圖，而為善意認為其聲明係真實(儘管事

實上為錯誤)，即不須對此行為負法律上責

任，要構成欺瞞，欺騙的意圖需清楚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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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欺瞞的構成改採客觀意圖 (objective 

intent)，商標註冊人或申請人明知或可

得而知(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重

要聲明為不實即可構成欺瞞： 

影響此階段最深的是 2003 年的

Medinol Ltd. v. Neuro Vasx Inc. (註 6)案，

在 Medinol案之後，至少有 20個案子都依

循該案之見解。在該案中，被告 Neuro Vasx 

Inc.於申請註冊「NEUROVASX」商標時

提交使用聲明，宣稱使用的商品為

「 medical devices, namely, neurological 

stents (支架)and catheters (導管)」而取得註

冊，但實際上其商標只用在「catheters」上。

而 後 Medinol Ltd. 欲 申 請

「NIROVASCULAR」商標指定使用於

「medical devices, namely stents」商品遭到

被告 Neuro Vasx Inc.以該商標與其先前註

冊之「NEUROVASX」商標構成近似提出

異議，此時 Medinol Ltd.即主張，Neuro 

Vasx Inc.聲稱有使用其商標於「stents」商

品 上 之 聲 明 構 成 欺 瞞 ， 故 前 述

「NEUROVASX」商標註冊應予撤銷。 

雖然被告承認其並未使用商標於

「stents」商品上，主張只是因為疏忽而未

注意到電子表單中勾選聲明有使用的商品

包含了「stents」，此為明顯的疏漏。故提

出修改，希望能刪除商品中「stents」並請

TTAB( 美 國 商 標 審 理 與 上 訴 委 員 會

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下稱

TTAB)駁回撤銷商標之申請。然 TTAB認

為使用聲明是相當嚴肅的事情，必須確實

有使用才可以提使用聲明，即使事後刪除

商品，仍無法治癒已造成之欺瞞。所以

TTAB 認為：被告在認知其未使用商標於

全部商品之事實，或是魯莽地忽視這個事

實，即足以構成欺瞞的意圖而撤銷了

Neuro Vasx Inc.整個商標之註冊。 

Medinol 案的結果意味著，過去認為

構成欺瞞需具備主觀上欺騙意圖的標準已

被推翻，當商標申請人明知或可能知道其

聲明具顯著錯誤或易引人誤解時，欺瞞是

可以發生在沒有主觀欺騙意圖的情況下。 

((((三三三三))))TTAB近期見解： 

近年來 TTAB對商標欺瞞的見解又逐

漸改變，不再那麼絕對的只重視客觀事

實。如 Maids to order of Ohio, Inc. v. 

Maid-to-Order, Inc. (註 7)案：如果商標申

請人或註冊人是基於合理適當的基礎所為

之陳述，不能算是欺瞞；Zanella Ltd. v. 

Nordstrom, Inc. (註 8)案：申請人在他人對

其商標提起未使用撤銷之前，即在提使用

聲明時自行刪除未使用商品，這樣的行為

顯示了申請人的善意，所以不構成欺瞞。 

而後，在 2009年的 8月，聯邦巡迴上

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下稱 CAFC)終於在

Bose v. Hexawave 案中對商標欺瞞做出明

確認定：只有在商標申請人或註冊人具有

欺騙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下稱 USPTO)之意

圖下故意做出錯誤且重大的聲明，才會構

成欺瞞。由於該案改變了 Medinol 案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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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判斷標準，對商標欺瞞議題為具有重大

意義的指標性判決，因此特別在下段中介

紹。 

三、三、三、三、 Bose v. Hexawave一案介紹一案介紹一案介紹一案介紹 

(一) 案件背景： 

Hexawave Inc.以「HEXAWAVE」作為

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9 類商品向 USPTO 提

出註冊申請，Bose Corporation認為該商標

與其註冊第 1338571 號「ACOUSTIC 

WAVE」、第 1764183 號「ACOUSTIC 

WAVE」及第 1633789號「WAVE」商標

構成近似並據以向 TTAB 提出異議。

Hexawave否認 Bose主張，並反訴撤銷第

1633789號「WAVE」商標(註 9)，因 Bose

於辦理「WAVE」商標延展時實際上已超

過 3年未製造及銷售該商標其中一項指定

商品「卡式錄音機」，但其辦理延展時卻

宣誓其商標有使用於所有指定商品，

Hexawave認為此已構成商標欺瞞。 

(二) TTAB判決 

Bose抗辯指稱，該商品雖然於市場上

未銷售，但仍持續有維修之情形。Bose接

受商品的維修並將商品寄交消費者，且若

商品未在保固期間內，消費者亦須支付費

用，因此 Bose仍有持續使用商標，使用宣

誓書之簽署仍為真實。TTAB 認為僅商品

的維修及運送並非屬於商標使用，且 Bose

早已知悉該商品並未持續銷售生產，亦未

找到有利論點支持其運送維修商品之行為

屬商標使用行為，但卻在辦理延展時做出

所有商品皆有使用之宣誓，該聲明並不合

理，為不實之陳述。且延展中之使用宣誓

是一重要的陳述，如為不實，則使用宣誓

書將不被接受，因此 TTAB 依循 Medinol

案之見解，認為「WAVE」商標在辦理延

展時之使用宣誓既為不實，則構成商標欺

瞞，該商標將因欺瞞被撤銷，且無法以刪

除商品之方式補救。Bose在收到 TTAB判

決後提出再審查申請，但再審請求遭駁

回，維持原判。 

(三)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判決 

Bose不服 TTAB判決，於是向 CAFC

提起上訴，CAFC 審理時指出，構成商標

撤銷事由之「商標欺瞞」需符合 5項要素：

關鍵事實的呈現、虛偽的陳述、欺瞞的意

圖、依據不實陳述做出的行為、基於誤解

而產生信賴結果的一方受有損害(註 10)。

其中第 3項要素「欺瞞的意圖」乃本案的

重要爭點，在本案之前，美國實務概以客

觀事實來推論行為人主觀上有欺瞞意圖

(註 11)，但在本案當中 CAFC從嚴審查，

要求必須有直接證據證明欺瞞意圖，始得

判認構成商標欺瞞，取得直接證據通常很

困難，但因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故可透

過足夠之間接證據來推論，但該證據仍必

須是相當清楚明確而使人確信的。CAFC

進一步指出，TTAB 在本案當中將可得而

知(should have known)之不實(falsity)視同

於申請人或註冊人之主觀意圖(subjective 

intent)，乃錯誤地將欺瞞意圖的標準降低

為單純疏忽。CAFC審理全案認為 Bose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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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標的簽署人是基於對案情的誤解與疏

忽進行簽署，並非蓄意欺騙，故不構成欺

瞞意圖，因此判決撤銷 TTAB判決並發回

重審(註 12)。 

Bose v. Hexawave一案 CAFC判決之

重要意義在於釐清「商標欺瞞」的判斷標

準，而對其中第 3項要素「欺瞞的意圖」

之要求更是具有指標性意義--主張他人商

標係因欺瞞而註冊或延展註冊之人應負舉

證責任，且舉證須達清楚且使人確信(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s)之程度，不容有

臆測空間。 

四、四、四、四、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美國當商標遭到他人異議時，反過

來對他人據爭商標主張欺瞞是一個常見且

有效的攻擊方法，常可以成功撤銷他人據

爭商標，因為商標發生欺瞞的狀況十分普

遍，而一旦遭受欺瞞主張，多數人礙於高

昂訴訟費用，會自撤商標。因此，國人如

欲在貫徹使用主義的美國對他人商標提出

爭議，一定要先確定自己的商標沒有欺瞞。 

至於「商標欺瞞」如何判斷？重要爭

點「欺瞞意圖」如何證明？CAFC於 2009

年在眾人引頸企盼下，於 Bose v. Hexawave

案做出解釋(註 13)推翻了先前Medinol Ltd. 

v. Neuro Vasx Inc.案的結論。由於 Medinol

案在 2003年時所採用「明知或可得而知」

(亦即「客觀意圖」)之標準甚嚴，引起了

不小的震撼，當時商標申請人/註冊人無不

戰戰兢兢，亦因為 Medinol 案賦予簽署人

勤勉檢查義務，故當時美國代理人通常不

願簽署，Medinol 案之後更有許多案件依

此案模式處理，但 CAFC於 Bose案推翻了

Medinol 案設下的「明知或可得而知」標

準，將「欺瞞意圖」的認定限縮在必須有

「直接證據」或「清楚且足以使人確信之

間接證據」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有欺瞞意圖

(亦即「主觀意圖」)。至此，「商標欺瞞」

的「欺瞞意圖」認定標準臻於精確，「主觀

意圖」必須被證明，而不再是「客觀意圖」

得以構成。 

誠如前述，「商標欺瞞」是實務上常見

的現象，而且往後仍然會繼續不斷地發

生，但是在 Bose案之後，已有較佳的檢驗

方式，而且是較有利於商標申請人/註冊人

與代理人之判斷標準，此後商標申請人/

註冊人與代理人終於可以鬆口氣，不會再

因為只是「單純對事實的疏忽或誤解」即

招致聯邦註冊商標有遭撤銷之危機。儘管

CAFC 原則上將「欺瞞意圖」的構成限縮

於「主觀上有欺瞞意圖」，但仍然為「有意

忽視」(willfully blind)保留了構成「欺瞞意

圖」之空間(註 14)，因此，為確保商標之

註冊不會因發生欺瞞而遭剝奪，建議提申

商標註冊時，盡量使用簡單、直接的敘述

方式描述核心商品或服務，避免不必要的

多餘聲明，且申請人或商標權人平時即需

蒐集、保留所有商品和服務項目的有效使

用證據，如有部分商品或服務未使用，在

公告甚至尚未被他人主張商標欺瞞前(註

15)，主動修正不實宣誓或修改、減縮指定

商品。此外，依前述 Bose v. Hexawave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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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克服商標欺瞞之關鍵，最終仍需申

請人/註冊人與簽署之人主觀上相信宣誓

事項完全為真實，而欲達此目的，商標申

請人/註冊人與簽署之人均應本於誠實信

用作為，方為不二法門。 

※※※※ 註註註註 釋：釋：釋：釋： 

1. 商標權之取得方式，目前國際間有採行使

用主義及註冊主義二種制度。採使用主義

者，認為商標有使用之事實比註冊更為重

要，因此可根據實際使用提出申請註冊，

同時亦須提出使用的相關證明以及使用

日期；而所謂註冊主義，係指將欲專用之

商標向主管機關申請註冊，於獲准註冊後

即取得獨佔排他之權利，並受法律保護之

謂。台灣商標法第 2條規定，凡因表彰自

己之商品或服務，欲取得商標權者，應依

本法申請註冊。因此可知，台灣係採註冊

主義。 

2. In re Bose Corp., 91 USPQ2d 1938 (Fed. 

Cir. 2009) 

3. Lord v Goddard, 54 U.S. 198, 211(1851) 

4. Magee v. Manhattan Life Ins. Co., 92 U.S. 

93, 98-99(1875) 

5. KangaROOS U.S.A., Inc. v. Caldor, Inc., 

778 F.2d 1571, 1573(Fed. Cir. 1985) 

6. Medinol Ltd. v. Neuro Vasx Inc., 67 

USPQ2d 1205(TTAB2003) 

7. Maids to order of Ohio, Inc. v. 

Maid-to-Order, Inc., 78 USPQ2d 

1899(TTAB 2006) 

8. Zanella Ltd. v. Nordstrom, Inc., 90 USPQ2d 

1758(TTAB 2008) 

9. 此案反訴的情況就如同國內商標實務所

常見的，商標在受核駁/即將受核駁或商

標被他人主張異議/評定/廢止時，申請人/

註冊人常反過來會對據以核駁/異議/評定

/廢止之商標進行撤銷一般。 

10. In re Bose Corp. (Appeal No. 2008-1448) 

的 BRIEF OF AMICUS CURIAE AIPLA 

IN SUPPORT OF BOSE CORPORATION 

AND REVERSAL，該文註釋 2提及此 5

項因素係參考專利Walker Process案件的

欺瞞而來。 

11. 於註 6的 Medinol Ltd. v. Neuro Vasx Inc

一案，TTAB認為決定是否以詐欺取得註

冊，並不在於申請人之主觀意圖，而係該

意圖之客觀表現，證明特定意欲已不必

要，當商標申請人或註冊人明知或可得而

知(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而為不實

之重要陳述即可構成詐欺。 

12. CAFC的結論是，Bose在延展註冊WAVE

商標時並沒有意圖欺瞞，除此之外，

TTAB 將該商標整個撤銷亦違反 section 

8/9 的目的，且就公共利益角度觀之，實

在沒有理由必須將整個商標予以撤銷，僅

需剔除沒有使用的指定商品，本案發回

TTAB重審後，註冊第 1633789號商標已

於 2009 年 10 月獲准僅刪除未使用之商

品。 

13. 同註 2 

14. Accordingly, a trademark applicant who is 

willfully blind or indifferent as to wheth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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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is true may still be found to have 

acted fraudulently.( 摘 自 「 Bose Makes 

Waves in Federal Circuit Fraud Standards 

Redefined in Trademark Cases」一文，

http://206.204.99.39/publications-news/ne

ws-letters/2009/09/200909_Huston-Seluga.

html) 

15. 同註 8(Zanella案)，然此案並未被公告為

判決先例，且此案的看法與註 6 的

Medinol 案不同，Medinol 案不承認事後

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