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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业标识的保护模式一种是设权保护模式,以《 商标法》 为代表;另一种是侵
权法保护模式,以《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为代表。 以法益保护模式相关理论为指导,重在厘清
《商标法》 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商业标识的界限。 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反向假冒和抢
注域名不属于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应当纳入《 反不正当竞争法》 调整。 《 反不正当竞争法》
应当在混淆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外,增加淡化和阻碍竞争两类针对商业标识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类型。 如此,《 商标法》 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商业标识或可得
到周延、恰当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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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商业标识由《 商标法》 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共同保护。 “ 商标法是作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部分发展而来” ① 。 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极为密切,厘清二者保护
商业标识的界限,是实现《 商标法》 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全面有效保护商业标
识的前提条件。 但是,由于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标识的保护在保护对象、保护目的、保
护条件等方面的相同或近似性,二者对商业标识保护的界限很难被清晰地划分。 我国学者对反不
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关系有多种论述:如补充说,该学说认为不正当竞争立法并无代替商标法之
目的,仅于后者无特别规定或不完备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才发挥辅助作用;② 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
说,该理论认为若从防止不正当竞争的角度看,商标法实际上乃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别法和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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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行使商标权就是一种特殊的竞争行为;①并列说,持该观点者认为商标法与反
不正当竞争法在商标权益的保护上,呈并列或同位关系,二者并无主从或一般与特别关系之别。②

我国《商标法》经 2013 年、2019 年两次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 经 2017 年修订后,二者对商业标

识的保护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仍存在一些缺陷,主要体现在对商业标识的保护不够全面,对未注册商
标的保护程度不高。 从《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协调配合的角度看,现行法没有厘清甚至混淆
了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限。 这不但表现在商标立法和司法解释把一些不正当竞
争行为规定为侵犯商标权的行为,而且表现在实务中当事人为保险起见,对同一种行为往往既控告对
方侵犯商标权,又控告对方构成不正当竞争。③ 所以,当我们讨论厘清《商标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商业标识的界限时,实质上指向的问题是: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商业标识的行为是应当作为侵犯商
标权的行为适用《商标法》处理,还是应当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 虽然,一
般而言,在商标法中纳入针对商业标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规定未尝不可(当然要明确指出是侵犯
商标权的行为还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在我国现行立法已经明确将针对商业标识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划归《反不正当竞争法》管辖的前提下,④ 厘清《商标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商业标识的界限
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划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界限的理据
法益保护模式理论是厘清商业标识的商标法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界限的重要理论工具。
所谓的法益,是指在一定的生活条件下,被社会普遍认为正当的、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广义的法益泛
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包括已经穿上权利外衣的利益和没有穿上权利外衣,但依当下社会观念认
为应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狭义的法益仅指权利之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学者对此的解释有多种,
如:法益乃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利益;⑤法益系法律之反射作用所保护之利益;⑥所谓法益者,乃
法律上主体得享有经法律消极承认之特定生活资源。⑦ 但如无特别限定,本文称的“法益”是指广义的
法益。
日本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中山信弘教授把知识产权的保护方法分为两种:一种为一般侵权行为法
的保护;一种为类似于物权的保护,即将特定种类的信息拟制为“物”,赋予其类似于物权之效力,从而
达到信息保护之目的。⑧ 我国学者李琛教授则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分为设权保护模式和竞争法保护模
式,并进一步指出,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可以表述为设权规则,它属于支配性财产权体系,反
①

邵建东:《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36 页。

③

参见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诉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 京 73 民初字第 277

②

郑友德、万志前:《 论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标权益的平行保护》 ,载《 法商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95 页。

号民事判决书;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有限公司诉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晓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案例 58 号(2016 年)。
④

我国《商标法》第 58 条规定:“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⑤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1 页。

⑦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2 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
⑥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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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 1979 年版,第 50 页。

[日]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张玉瑞译,专利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8、14 页。

田晓玲:我国商业标识法律保护制度的协调与完善

不正当竞争规则属于侵权法体系。① 李琛教授和中山信弘教授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即二者都认为
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分为设权保护模式(财产权保护模式)和侵权法保护模式(竞争法保护模式)。
(一)设权保护模式

从学理上看,知识产权和物权均为绝对权。 我国《民法典》第 114 条规定,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

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通说认为,物权法定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特定物权未经公
示,无对世效力;已经公示,不发生超越该特定物权公示之效力。② 与此相对应,任何一项知识产权,都
必须由制定法创设,凡是制定法没有明文规定者,均不能成为一项权利。 法院不得对知识产权进行扩
张解释,亦不得在知识产权特别法规定之外创设知识财产权利。③ 法定的知识产权制度即设权保护模
式,是指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设定权利的法益保护模式,又可称为财产权保护模式。 设权保护
模式要求民事主体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一定的行为,如法律行为、事实行为等,为自己设定权
利。 通过法律行为设定权利是最普遍、最重要的设权方式,如通过申请商标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④,通
过申请专利获得专利权等。 通过创作等行为取得作品的著作权则属于通过事实行为取得权利。 通过
设权模式取得绝对权,就是为利益穿上了权利的外衣,从而获得法律之力,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即
绝对权的权利主体享有对权利客体的支配权,权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占有( 控制)、使用、处分权
利客体,获取收益,并排斥他人的侵害。 除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人都负有不得侵害该权利的注意义务,如
若违反该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无论侵权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权利人都
可以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恢复原状,以恢复权利的圆满状态。 如果遭受损失,权利人还
可以请求有过错的侵权人赔偿损失,但法律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除外。 绝对权也是交易的前提
条件,其得丧变更事关交易安全和公共利益。 因此,绝对权具有法定性,其权利客体、权利内容、效力范
围、权利取得、变更和消灭方式等,都需要由法律规定。 而在哪些客体之上设定权利,设定什么样的权
利,即权利内容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程序设定权利等,还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传统习惯等
多种因素,最后由法律加以确定。 而且,作为绝对权,其权利的效力范围也必须清楚明确并通过法定的
方式向社会公示,正如物权法定与公示制度的紧密结合,让交易显得简捷透明⑤ 那般,取得商标权、专
利权也必须注册、登记并进行公告。 虽然,著作权不以作品的发表而以作品的创作完成为获得权利的
条件,但这并非对绝对权公示原则的破坏,而是寻求更有效率的保护路径。 实际上,人们主动在出版的
作品上标注版权标记,也生动地说明了权利公示在著作权商业活动中被广为接受的事实。
(二)侵权法保护模式
当然,并非所有的法益都可以通过设权模式获得保护。 通过设权模式保护的法益需具备一定的条
件:有明确的可资保护的利益,该利益有可识别的边界,对该利益的保护具有正当性,而且可以向社会
公示。 例如,商业秘密的价值在于秘密性,因此其无法向社会公示,也就无法取得绝对权之保护。 正如

①

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8-174 页。

③

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兼与梁慧星、易继明教授商榷》,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4 页。

②
④

李锡鹤:《物权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9 页。

“商标专用权”是我国《商标法》采用的概念,学术论著中多用“商标权”。 实际上,商标专用权和商标权是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表述

方式而已,其内涵和外延完全一致,并没有区别。 根据行文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这两种表述方式。
⑤

常鹏翱:《体系化视角中的物权法定》,载《法商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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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指出的那样,“商业秘密从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划定产权而得到保护” ①。 有些法
益,法律无法清楚地确定其内涵和边界,也不适于通过设权模式进行保护,如商誉。 另外,有些法益,虽
然具备设权保护的条件,但因法益所有人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所以其也难以获得专有权利,如已
经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其所有人就无法取得商标专用权。 这些不能或者没有通过设权行为获得绝对权
保护的法益,法律只能消极地禁止相关侵害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在客观上得到了保护。 这种消极
的保护模式就是侵权法模式,又被称为竞争法模式。
侵权法保护模式是指对于那些虽然没有通过设权行为穿上权利外衣,但是社会普遍认为应受保护
的正当利益,通过禁止侵害行为的方式对其给予消极保护,即法益所有人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赔
偿损失。 《德国民法典》第 826 条规定,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者,对该他人所受的损
害负赔偿责任。 该规定就是对未穿上权利外衣的法益以保护,又被称为纯经济利益( 财产利益) 的保
护。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1 条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明确规定为立法目的,第 2 条列举了诸
如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民事权益。 有解释认为,考虑到民事权益多种多样,立法中难以
穷尽,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会有新的民事权益被纳入《 侵权责任法》 的保护范围,如死者名
誉、胎儿人格利益等。② 这说明我国《侵权责任法》 的保护对象除民事权利外,还包括未穿上权利外衣
的正当利益。 新近通过的《民法典》 第 120 条明确规定:“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
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没有穿上权利外衣的法益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利益,因其没有如绝对权那样经过设
权程序的检验,更没有通过公示程序向社会公众广而告之,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可辨识的权利内容和边
界。 如果给予这种法益以绝对权保护,人们将会动辄得咎、不知所措,从而严重影响人们从事商业活动
的积极性,并最终影响经济发展。 另外,它还会影响商标注册制度、专利申核制度等设权规范的实施,
破坏设权法与竞争法之间的平衡。 因此,侵权法给予未穿上法律外衣的法益以保护,其条件应当非常
严格。 首先,要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其次,这种利益必须是合法的、正当的;再次,侵权人主观上应
当具有过错。 以商业标识为例,“知名度”是衡量未注册商标这一法益是否值得保护最直观、最可靠的
标准。 以商业标识的“知名度”作为其是否值得保护的判断标准,其合理性在于,“知名度”作为一种甄
别信号并不是无故形成的,而是由其所有人在长期的劳动创造中产生的;商业标识一旦获得足够的知
名度,意味着企业倾注了大量的劳动创造,其也就具有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这正契合了以劳动财产
理论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法哲学的基本精神。 同时,具有知名度的商业标识获得了外在的显著性,这种
显著性同样是可以观测、估量和识别的,这也为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提供了可能性。③ 质言之,商业标识
的知名度在客观上起到了公示作用,由此可推定第三人主观上明知或应知,即第三人使用与权利人商
业标识相同或近似的标识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过错。 因此,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商业标识的保护
条件之一是其应当“具有一定影响”,这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
(三)设权保护模式和侵权法保护模式的区别
通过设权行为所取得的权利属于绝对权。 绝对权受到侵害后,应当首先适用物权的保护方法,即
基于绝对权本身的效力,给予权利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救济。 适用物权的救济方法不以侵权人的

①

参见张五常:《商业秘密的产权问题》,载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335 页。

③

谢晓尧:《在经验与制度之间:不正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版,第 158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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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国《民法典》第 994 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害,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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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只要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了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
果不能适用物权救济方法;或者虽然适用物权救济方法,但是权利人仍然受有损失,此时再辅之以债权
保护方法,即适用损害赔偿进行救济。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债权保护方法以侵权人主观有过错为必要
条件。 我国《民法典》第 179 条将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规定为民事责任
形式,理论上是将物权的保护方法也视为一种民事责任。① 通过设权行为取得之绝对权在受到侵害寻
求法律保护时,享有诸多便利。 首先,各种登记证书具有权利推定效力,权利人只要拥有权利证书,如
商标注册证、专利证、房产证书等,就推定权利有效,权利人享有证书所记载的权利,反对者负权利不能
的举证责任;动产的占有人也被推定为所有权人( 动产以占有为法定公示方式,车辆、船舶、飞行器除
外),反对者负占有非法的举证责任。 其次,依法设定的权利具有排他效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他人未
经许可进入权利范围,不问侵权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即可认定构成侵权成立,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
除妨害等责任。 如商标注册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可以排斥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 / 服务上注册
和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而不管在后申请人或使用人主观有无过错;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
可使用自己的专利技术,不管该使用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即使其是使用自己发明的技术也不例外(依法
享有先用权的除外)。 未穿上权利外衣的法益在受到侵害寻求侵权法保护时,首先,法益所有人必须证
明自己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并要证明该法益的内容和范围;其次,法益所有人还必须证明侵害人主
观具有过错,否则仍然不能得到保护。 不过,具体要求何种程度的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是重大过失
还是一般过失,需由法律根据所保护利益的具体情况,进行法益平衡后再加以规定。 实际上,侵权法对
法益的保护,原则上以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为必要条件,按照《德国民法典》第 826 条的规定,不仅需要行
为人具有故意,而且还需其行为方式“违背善良风俗”。 同样,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所规定的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也属于故意的、违背公认商业道德的行为。

此外,设权保护模式和侵权法保护模式的区别还在于,设定权利是法律的第一次保护,受到侵害后
侵权法给予的保护是第二次保护,第二次保护的目的是恢复权利的圆满状态。 而侵权法对未穿上权利
外衣的法益之保护是第一次保护,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正当利益,制止以欺诈和一切以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的方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来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 反不正当竞争
法又被称为商业侵权行为法,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独立地位之前,侵权法一直担负着制裁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任务。 只是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违反商业道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越来越复杂,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的特点,反不正当竞争法才从侵权法中正式独立出来。
如 1939 年《美国侵权法重述》 第 708 - 761 条,就是一系列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论述。 但 1977 年的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就没有了这方面的论述。 因为,从理论上看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再属于侵

权行为法调整的对象,应当单独立法。 1986 年,美国法学会开始草拟单独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

1993 年颁布,经 1995 年修订后重新颁布。 这被认为是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侵权法中独立出来的重
要标志。②

①

不少民法学者对我国将物权保护方法作为侵权责任的这种立法选择持批评态度。 本文认为,随着知识产权的发展,我国立法的选

择可能更具有包容性,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欧洲各国侵权法也不乏将停止侵害作为民事责任的先例,就此请参阅[ 德] 克雷斯蒂
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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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存在不够重视区分权利与狭义法益的现象。 理论界常因反不正当
竞争法为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提供了保护而使用“特有名称权” “特有装潢权” 甚至“反不正当竞争
权”等称谓,这实属权利思维泛化背景下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曲解。 如我国有学者就指出:“权利人对
商业秘密享有专有权,对商业秘密专有权利的保护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法律中。” ①
实际上,法律仅制止有过错获取和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独立研发或者通过反向工程获取商业秘密都
不违反法律和商业道德,它们并非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为人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但专利权则不同,它是
一种绝对权。 无论是反向工程还是独立研发,均不能为生产经营的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和
进口专利技术。 这正是设权模式和竞争法模式的区别。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称 TRIPs

协定)在有关商标、专利的规定中,对注册商标和专利所有人使用的是 “所有权人” (owner) 的表达,而
在有关商 业 秘 密 的 规 定 中 则 表 述 为 “ 信 息 的 合 法 控 制 人” ( the person lawfully in control of the

information)。 这绝不是措辞上的简单差别。② 我国《民法总则》第 123 条将作品、发明、商标、商业秘密
和地理标志等一并规定为知识产权权利人享有专有权利的客体,该规定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目前认识的
混乱局面。 除前文已经论述过的商业秘密之外,地理标志如果没有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也只
能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只要正当诚信地使用地理标志,法律均应允许,任何
人都无排他的地理标志专有权。 《民法总则》知识产权条款列举了“商标”,但并未限定为注册商标,从
文义上看可以涵盖未注册商标,但后者也不能产生专有权。③ 为了使知识产权条款提供的立法空间最
大化,学者李琛教授费力地将“专有”解释为一种“语言习惯”,强调对“专有”的限定不能解释为立法者
将此条仅作为设权性保护依据而有意排除与知识财产有关的制止不正当竞争法律的适用。④ 更有学
者指出,《民法总则》的知识产权条款并非裁判规则,其主要功能在于确认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⑤

我国《民法典》已经颁布,之前的《民法总则》,如今的《民法典》 第 110 条关于人身权、第 114 条有关物
权和第 123 条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均在第五章“ 民事权利” 的统辖之下,从体系化的角度而言,三者
“权利”的释义应当是一致的。 特别是《民法典》 第 126 条又规定,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
权利和利益。 由此可知,立法者将“权利” 与“利益” 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这为解释知识产权条款中“专
有的权利”这一术语进一步增添了难度。
二、划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界限的标准
根据法益保护模式相关理论,划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界限的标准有两条:一
是商标是否注册,即标识是否已经取得商标权;二是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一)商标是否注册
我国《商标法》采商标权注册取得原则,注册商标权人依法享有的商标专用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
护。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依照《商标法》 处理,即注册商标专用权由《商标法》 保护;未注册商
①

张荣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5 页。

③

李琛:《论〈民法总则〉知识产权条款中的“专有”》,载《知识产权》2017 年第 5 期,第 16 页。

②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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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晓尧:《在经验与制度之间:不正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70 页。
李琛:《论〈民法总则〉知识产权条款中的“专有”》,载《知识产权》2017 年第 5 期,第 16 页。
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44 页。

田晓玲:我国商业标识法律保护制度的协调与完善

标则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我国《商标法》第 57 条规定的侵权行为,都是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行为。 2017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原法第 5 条“假冒注册商标”从“不正当竞争行为” 中删除,
这清楚地表明了立法者的态度,即《商标法》仅保护注册商标,未注册商标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注册商标由商标法保护,是采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制度国家的通例。 如法、英、意、日、韩、印、南
非、俄罗斯等国都在其商标法中明确规定商标权须经注册取得,且在保护部分都明确规定商标法所保
护的是注册商标。 《法国商标法》更明确地规定,注册申请公告前的行为不应被视为侵害商标权利的
行为。 《英国商标法》第 2 条之(2)也明确规定,本法不包含对未注册商标侵权做出制止侵害或赔偿损
失的程序规定,但本法不妨碍有关假冒的法律。 《南非商标法》第 33 条规定,注册是提起侵权之诉的前
提条件。 《意大利商标法》第 4 条规定,本法保护的商标专用权应依注册而存在。 《印度商标法》 第 27

条更是规定,任何人无权为防止对未注册商标的侵权或对此种侵权追偿发动诉讼程序。 就是采使用取
得商标权原则的美国,其联邦商标法保护的商标也是注册商标,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主要是未注册
商标。①这是因为,注册商标享有商标权,它是绝对权,有明确的保护对象和清晰的权利边界,而且该权
利通过注册公告程序进行了公示,他人只要未经许可进入权利范围即构成侵权。 而未注册商标(包括
驰名商标)没有经过注册程序之审查,更没有进行公示,其是否有值得法律保护的法益以及法益的内容
和边界如何都不清楚,需要司法机关依法确认。 因此不同性质的纠纷只能由不同的法律制度来解决,
这不但是保持法律制度逻辑一致性的要求,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法国学者强调区分设权模式与
竞争法模式,目的之一即在于“避免借反不正当竞争之诉重建立法者所不愿赋予的垄断” ②。

实际上,商标法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注册商标也给予一定的保护。 按照我国《商标法》第 13 条、15

条、32 条、33 条、45 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未注册商标所有人在其未注册商标被抢注后,可以通过异议
程序阻止他人注册,或者通过无效程序请求宣告注册无效。 采商标注册取得制度的国家,都有大体相
同的规定。 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还在商标法中规定了对恶意抢注行为的惩罚措施。 但是,这种保
护不是赋予未注册商标财产权,而是通过禁止抢注给予未注册商标消极的保护,目的是保证商标注册
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从而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 这种保护体现在商标法对注册条件的规定之中,与商
标法保护注册商标的逻辑不仅不冲突,而且是保证其逻辑形式和内容实质相一致的必要措施。 商标法
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应以此为限,反之,超越此界限的保护则应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承担。
(二)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我国《商标法》第 56 条规定了商标权的范围“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未进入

此范围的,均不构成对商标权的侵犯。 所以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不一定侵犯商标权。 侵
犯商标权行为的本质是盗用他人商誉,制造混淆,从而搭他人注册商标的便车。 根据我国《商标法》 第
57 条第 1 项和第 2 项的规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须具备以下条件:(1) 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擅
自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2)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用该标识;(3)容易
导致消费者混淆。 前两个条件从形式上划定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范围,后一个条件则指出了侵犯
商标权行为的本质,即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 唯有混淆,行为人才能够浑水摸鱼,假他人商标信誉

①
②

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30 页。

Jean-Jaques Burst, Concurrence Déloyale et Parasitisme,Dalloz 1993,p. 2. 转引自李琛:《 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4 页。

203

现

代

法

学

2020 年第 4 期

以兜售自己的商品,从而获取非法利益。 侵犯商标权的商标使用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才成
立。 其他侵权行为,如销售侵权商品、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权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权
行为,都以他人商标使用行为构成对商标专用权的侵犯为前提。 行为人若使用他人已经使用但尚未注
册的商标标识,或者将他人的注册商标在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均不构成对商标权的
侵犯,不应适用《商标法》处理。 如果其构成不正当竞争,则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 日本学者
田村善之教授在讨论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商品、服务等主体混同行为间的关系时曾指出,商标
注册登记制度不仅使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明确化,而且也使权利的行使更完全。 但当商标已被他人注册
或者商标被在类似范围之外的商品、服务上使用时,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在商标权人得以控制实施的行
为范围之外,所以其只能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提出保护请求。①
三、对侵犯商标权行为类型的质疑和修改建议
我国现行《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把一些不具备相关要件的行为规定为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模
糊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界限,这不但破坏了法律内部的逻辑一致性,而且给司法审判和
理论研究造成困惑,也增加了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困难。 以下我们将运用前面提出的区分《 商标
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界限的标准,对《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一)反向假冒

我国《商标法》第 57 条第 5 项将反向假冒行为规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② 前文已述

及,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须符合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擅自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
他人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以及该使用行为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这三个条件。 但反向假冒既
没有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也没有导致消费者混淆行为的发生,因此不满足侵犯商标权行为的构
成要件,不属于侵犯商标权的行为。③ 虽然,我国有判例早就采纳了反向假冒属于侵权行为的观点,但
是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 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未在其商标法中将反向假冒规定为侵
犯商标权的行为。 毫无疑问,反向假冒对注册商标权的损害十分严重,但这种损害主要体现在其阻断
了商标注册人在市场上宣传自己商标的机会,而不是制造混淆,搭他人商标的便车。 此种行为在性质
上属于以不正当手段剥夺他人参与市场竞争机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违反了商业道德,应当由《反不
正当竞争法》加以规范。
(二)关于注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
驰名商标保护制度起源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该公约主要解决成员国之间对未注册驰名
商标的保护问题,但并未给予其跨商品类别的保护。 直至 1994 年《TRIPs 协定》第 16 条第 3 款才规定
了驰名注册商标的跨类保护,其条件是使用相关商标的商品之间具有联系,且此类使用有可能损害注
①
②

用权。

③

[日]田村善之:《日本知识产权法》,周超、李雨峰、李希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7 页。

我国 《商标法》第 57 条第 5 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侵犯注册商标专
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反向假冒既非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也非不正当竞争行为。 参见韦之、白洪娟:《 反向假冒质疑》,载《 知识产权》

200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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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商标所有权人的利益。 由此,商标权的相对性开始有了突破,但仍强调商品 / 服务之间的关联性。 美
国《联邦商标反淡化法》虽然提高了驰名商标的认定门槛,但是在保护时不再设定商品或服务类别的
限制,因而它基本上抛弃了此类商标权利的相对性,使其更加趋向绝对性权利之保护。① 我国《 商标
法》目前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第 13 条第 2、3 款,对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不予注册并
禁止使用,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 年) 却将
“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
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的行为解释为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即属于 2001

年《商标法》第 52 条第 5 项规定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其合理性值得商
榷。 该条解释显然是根据《商标法》 第 13 条第 3 款推导出来的。 在《商标法》 对侵权行为种类有明确
规定的情况下,这样的推导须慎重。 如前所述,我国《商标法》明确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
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因此在“不相类似商品”上保护商标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商标权
的效力范围。 未进入商标权效力范围的行为,不侵犯商标权。 法院可以对“类似商品” 进行解释,但是
无论如何扩大解释,也不能罔顾“不相类似商品”与“ 类似商品” 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显
然扩张了法定的商标权的效力范围,相应地限缩了竞争者的行为自由,增加了竞争者行为预期的不确
定性,这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也不利于鼓励自由竞争。
注册驰名商标权的排斥力不应及于“不相类似商品”。 禁止他人在不相类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他
人的注册驰名商标,不是基于商标权的效力,而是基于行为的不正当性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防止不正
当损害商标所有人利益的需要,这和侵犯商标权的理论逻辑并不相同。 美国《兰哈姆法》 第 43 条规定
模仿知名商标(不管是否注册)导致其淡化的,可获得禁令救济,只有在能够证明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时,才可以获得损害赔偿。 而且只有公众广为知晓的驰名商标才能受反淡化法的保护。 这是典型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处理方式。 美国相关理论也一致认为,《兰哈姆法》第 43 条是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核心部分。② 笔者认为,“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
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的”,性质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该种保护不论商标是否注册,只要是
为公众广为知晓的驰名商标,就应一体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国家将在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且
无正当理由不公平地利用了或者损害了商标的显著性或声誉的行为认定为侵犯了商标权,如德国、意
大利。 但该做法的前提是其商标法并未如中国、日本一样,规定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是“在指定商品或指
定服务上使用注册商标”,而是笼统地规定商标权人享有商标专用权。③ 事实上,我们在考察商标法发
展的历史后会发现,近代商标法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商标权保护范围的扩张。 尽管美国霍姆斯法官
1924 年就曾在判决中强调“商标不是禁忌” ④,然而商人为扩大商标权保护范围,在诉讼中不断扩张建
构消费者观念,从而力求说服法官通过混淆原则的扩张实现其权利控制范围的扩大。⑤ 1962 年美国修
改《兰哈姆法》时,即删除了“购买者”“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等表述,使商标侵权的判定标准从“混淆
①

孔祥俊:《商标法适用的基本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6 页。

③

参见《德国商标和其他标识保护法》第 14 条、《意大利商标法》第 1 条。

②
④
⑤

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23 页。
Prestonette,Inc. v. Coty, 264 U. S. 359,368(1924).

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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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发展到“混淆、误导、欺骗的可能性”。① 有评论家将这样的发展称为“常识的死亡” ②。 在商人

们的共同努力下,全球范围内驰名商标保护范围的扩大成了一种既定趋势。 虽然,从各国国内法来看,
究竟用商标法抑或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驰名商标进行保护乃是各国的自由选择;但是,笔者想强调的
是,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商标权的范围,因此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就只能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承担。
(三)将他人商标标识抢注为域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 年) 规定,“ 将与他

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容易
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 2001 年《商标法》第 52 条第 5 项规定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
其他损害”的行为。 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同样不满足侵犯商标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将其作为侵犯注册商
标权的行为实为不妥。 在奥地利,此种行为被当作“阻碍竞争对手”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范,“ 阻
碍竞争对手涵盖一系列旨在使竞争者不能以正常方式向消费者展示商品或服务的竞争行为……更为
现代化的例子是,将他人商标登记为域名使对手无法使用自己的商标进行网络宣传。 这些案件,与那
种‘抢注’域名以销售获利的案件一样,都构成不正当竞争” ③。 笔者认为,奥地利对将他人商标抢注为
域名行为的定性是科学的,值得赞同。 同理,反向假冒行为本质上也属于阻碍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 因此,建议《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章节增加一条,对阻碍他人参与竞争类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定。 按照比较法上的已有经验,可以将反向假冒、抢注域名作为示例进行
列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注册驰名商标跨类保
护、将他人注册商标注册为域名的禁止性规定,都是在 2002 年做出的。 经过十余年的实践,2013 年修

订后的我国《商标法》并没有将这两项规定纳入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新修订的《 商标法》 颁布后,
2014 年的《商标法实施条例》仍然保持原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司法解释也迄未表态,审判实
践中该解释仍然在适用。 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仍然很有必要。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的制度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商标法》保护的是注册商标,并且明文规定了商标权的范围,因此其他商业标识
的保护应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承担。 我国 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标识包括:注册商
标、企业名称或者姓名以及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④ 2017 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有
关商业标识的保护规定是第 6 条,与 1993 年《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5 条相比,该条规定有了明显的进
步,但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度进步

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5 条第 1 项有关“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的规定属于商标法的调整范

①

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第 565 页。

③

[德]弗诺克·亨宁·博德维希主编:《全球反不正当竞争法指引》,黄武双等译,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4 页。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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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尧:《在经验与制度之间:不正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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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可被《商标法》第 57 条第 1、2 项规定的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所覆盖;第 4 项属于违反行政管理法规损
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应由相关行政法规调整。 删除这两项规定使《 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调整对象方面
更符合其法律的性质,也更符合竞争法体系化的要求。 2017 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6 条增
加第 3 项①内容是立法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 该条第 2 项增加“社会组织名称”,扩大了《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保护范围;在受保护对象前增加“有一定影响”的限定词,则明确了受保护的标准,符合反不正
当竞争保护的特点,即应有值得保护的具体法益。 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6 条第 1 项对原法第 5
条第 2 项的修改,在以下两个方面值得被肯定:首先,将“ 知名” 改为“ 有一定影响”,与《 商标法》 第 32

条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标准保持一致,同时与本条第 2 项企业名称等标识的保护标准相协调,使法律
内部各制度之间以及相关法律之间保持了一致性;其次,通过语法结构的调整,明确了“ 有一定影响”

的是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商业标识,从而杜绝了实践中是商品知名还是标识知名的理论争议,这是
立法在语言精确方面的重要进步。 该条第 4 项的兜底规定则可弥补前三项规定的不足,使《反不正当
竞争法》对商业标识的保护更为周延。 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在法律文本中完全
列举根本不可能。 因此,运用兜底性条款来提高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对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能力,是完全必要的做法。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规定的不足

虽然,经 2017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保护商业标识的规定较 1993 年的立法有了较大的

进步,但仍存在明显的不足,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具体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 未涵盖所有商业标识。 根据标识对象的不同,商业标识可分为区分商品( 包括服务) 来源的标

识、区分经营主体的标识和区分经营活动的标识,这三类商业标识分别对应的是商标( 商品标识)、商
号(营业主体标识)和域名。② 但 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商业标识的列举并不全面,特别是未将
未注册商标纳入其保护范围。 而“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之所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本
质上并非因为包装、装潢本身是一项智力成果,而是因为其通过使用起到了区别产品来源或标示产品
品质的作用。③ 商品的包装、装潢本质上属于未注册商标。 但是,未注册商标并不限于所列举的商品
名称、包装、装潢。 因反法未明确规定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导致实践中知名的未注册商标往往需要借助
“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来寻求保护,这不得不说是个缺憾。 对商业标识的保护需商标
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密切配合。 然而,比较中国和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国法第 6 条规定了禁
止混淆的行为,德国法则不存在这种一般的、总体性的规定。 因为德国商标法保护所有的商业标识,除
了注册商标之外,还保护未注册商标、营业标志和域名,因而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除了第 5 条保护消
费者利益的禁止误导规定之外,没有为商业标识额外提供反不正当竞争之保护。④ 但因我国的《 商标
法》仅保护注册商标,对未注册的商标仅在注册程序上提供救济,所以需启动《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其
他商业标识进行全面保护。 立法者在制定《商标法》 与《 反不正当竞争法》 时,须充分注意这两部法律
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厘清二者的界限,使它们各自合规律地发展。

①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6 条第 3 项是有关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等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

③

黄晖:《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3 页。

②
④

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分论》,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 页。

[德]安斯加尔·奥利:《比较法视角下德国与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近发展》,范长军译,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 6 期,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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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涵盖所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 除混淆行为外,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也未将淡化行为纳

入其调整范围。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淡化驰名商标的行为作为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加以规
定,因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未将此类行为纳入。 前文已经指出,淡化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
为,不宜作为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加以处理,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更为合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不论驰名商标注册与否,对该驰名商标的淡化行为都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为驰名商标的知名度实
际上起到了“公示”作用,且因其商标驰名则商标的影响力不限于同类商品 / 服务之上,故他人在不相
同或不相近似商品 / 服务上的淡化行为具有违背诚实商业道德的性质,应予以制止。

此外,我国《商标法》将反向假冒规定为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司法解释把将他人商标抢注为域名并

利用该域名进行商品销售的行为规定为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如前文所述,这两种行为本质上都属于阻
碍竞争对手利用自己的商标进入市场宣传自己并建立商誉的行为,它们是有别于混淆行为的另一种不
正当竞争行为。 此类行为侵害的对象不限于商标,还应当包括有一定影响的商号,企业和社会组织的
名称或简称以及知名人物的姓名、笔名、艺名等一切可以作为商业标识的文字和图形。 因此,可考虑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一条有关“阻碍竞争” 的规定,将反向假冒和抢注域名这两种情形作为
重要的对象加以规制。
(三)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规定的修改建议
一般而言,针对商业标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大致可以分为混淆类、淡化类、阻碍竞争类和商业诋毁
类四种情形。 为全面保护商业标识,同时划清和《商标法》 设权保护的界限,笔者建议我国《 反不正当
竞争法》进行如下修改:
1. 混淆类

在现行法第 6 条第 1 项增加“未注册商标”作为统领该项的上位概念,即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

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
标,如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前文已指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等标识实质是未注册商标,故在概念下特别列举商品名称、包装、装潢,而“等”字意味着未注册商标不
限于所列举的标识。
2. 淡化类

《商标法》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对可能造成已注册驰名商标淡化的商标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是从

注册环节对驰名商标予以保护,但 57 条侵权行为并未对此作出相应的规定。 前文已经指出,不论注册
与否,超出相同、类似商品 / 服务类别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只要使用行为可能会误导公
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就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
就此作出回应。
3. 阻碍竞争类

反向假冒不属于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其本质是阻碍竞争的行为,应将其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

行规制更为合理。 因此,建议增加条文如下:经营者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阻碍他人利用其商业标识开
展商业活动。
(1)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更换其贴附于商品上的商标,并将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放市场的;

(2)故意将与他人注册商标、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和企业名称以及其他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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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持有、使用或交易该域名;
(3)其他阻碍他人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
五、结论
总之,商标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而市场奉自由竞争为圭臬。 以法益保护模式为标准,能较为清
晰地界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标识的保护界限。 按前文所论,将不属于财产权法规
则的内容如淡化行为、反向假冒、抢注域名从《商标法》中分离出来,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以使
《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调整对象、保护范围、保护方式和保护条件方面区别清楚,互不混淆。
而侵犯商标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得以澄清,它有利于确
保《商标法》作为设权规则,专注于规范商标权的取得和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 作为行为法,则通过
禁止不正当竞争规范商业竞争行为。 二者分工合作,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以保护商业标识所有人
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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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of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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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e of trademark protective modes is of establishing rights, represented by Trademark Law;

another is of tort law, represented by Competition Law. Directed by the theory of protective mode of legal

interests, this paper tries to draw a line between Trademark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Cross-class
protection for well-known trademarks, reverse passing-off and cyber-squatting are not included in

trademark infringement, which shall be regulated by Competition Law. Meanwhile it should add two kinds
of unfair competition acts like dilution and hindering competition to Competition Law in addition to

trademark confusion. Thus Trademark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each performs its own functions and
interacts appropriately to protect marks.

Key Words: legal protection of trademarks; protective mode of establishing rights; protective mode

of tort law; protection of Competi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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