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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系由世界知現F杖組拱(WIPO)園防局根揖

其 1994 一 95 悶年期汁划編制，遠些規定考慮到了早先出版的題方程反不正三百竟爭保

妒一一封古今世界形勢的分析b 仰IPO 出版物 No.725(E))研究披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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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理斯﹒吉佮 (Charles Gielen) (律師，阿姆斯特丹);

一威廉-基弗雄句"\ (William Keefauver) (律師，新費訊技;至 1995 年 12 月止，固

隊工企F杖保妒掛金 (AIPPI) 美固組主席);

一和子松尾 (K個ko Matsuo) (律師，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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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伊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1 奈的注釋

1.01 ，M，Ø!/. 依在保妒工並卉杖巴黎公的)) (以下林均“《巴黎公約)) " )第 10

余之二，成員固有文券封反不正過竟學保妒作出規定. 在勻貿易有美的知ì."R.，F杖枷定)}

(以下林均“ TRIPS 枷定" )第 2 奈規定了同祥的文券，根拇其規定，受法枷定第 2 奈

釣束的世界貿易組拱成員有文弄遵守《巴黎公的車的第 10 奈之二，本示范規定在第 2

至 6 奈中汁需授予保妒加以制止的主要行均或做法下了定丸，并在第 1 奈第( 1) 款中方

制止不正盪竟學任何其他行方的保妒提供了依拇， }}..而其才使項文券予以與施.且對指

出，第 2 至 6 奈中所載的定文并不相互排斥，在與踐中可能几項同吋造用于某一特定

情況，

1.02 除規定反不正對竟亭的基本保妒之外，第 1 奈第 (1 )款逆同吋是封不正對竟

爭行舟的忌定文.在述一方面，故奈17J效了《巴黎公的海的第 10 余之二第 (2) 款，決

定性的掠准是迫神行均國違反娥與的司慣做法"述一概念將需由有美回家的司法過局

未解釋.但是，汁于不同回家的企.'fr.之間的竟亭，述一概念不庄局限于友生不正對竟爭

行方固家的城奧司慣做法:遲座廟及固你貿易中所喃立的娥與司慣做法的現念.

[本奈注釋下特第 8 頁]



且鋼

第 1 奈

忌鋪

7 

(1) [/~Jl1 ] (吋除第 2 至 6 奈提及的行克和做法之外，凡在工商並活功中違反城耍

的刁慣做法的行方或做法亦座拘成不正當竟箏的行方，



8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1 奈的注釋縷]

1.03 在市場行油和f告中可能存在自劫洞帶系統，例如通用于報紙和尸播f 告、

商品使舖、就並勻商並机舍f告、出F胸銷售以及化妝品、姻草、會酒精飲料的舖售等的

行舟准則.且然可以援引由自劫洞帶回体所胡立的法則未反不正對竟亭，但一般在各囡

法庭上押不能執行迫些困体所提出的意見.息管如此，司法查局在申理不正盡竟爭事存

肘，座廟及由自劫洞帝所戶生的法則和依拇追些法則的意見，

1.04 # (1);11: (a) 虜，除“行舟"之外運用了“做法"一祠，以淒清相成“不正

*竟爭行舟"的不但可以是F格意文上的“行舟，'，運可以是表現均沒有采取行劫的品

行，制如未封刊登在消費者眾志土的某一F品測斌的信息進行更正或朴充， }Á而使人封

上市戶品的廣量戶生錯誤的印象，或未封某戶品正嘯的操作方法或某F品可能井生的副

作用提供足靜的信息.

1.05 “工商並活劫"述一朮培直}Áj犬的角度土理解，不但涵蓋提供戶品或服弄

企並的活劫，特別是此神戶品或服齊的要和妾，而且迋涵蓋清如律師、私人卉並區生和

其他此美人士的寺jt人民的活劫.因此在本示范規定中，某人員或企jt的活劫是否以贏

利均目的元美紫耍，本示范規定中自始至龔都使用了演同-;tt培.

[本奈注釋下特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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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a •• 
a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伊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1 奈第(1)款(a)明的注釋棲]

1.06 也巴黎公的b 第 10 奈之二第 (2) 款提到“任何竟學行舟，'，而本奈第 (1 ) 

款 (a) 項沒有規定行均必須站竟爭行方述一奈件.遠意味若本示范規定亦遁用于此事某

行舟的對事方勻因故行舟而利益受損的道事方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竟寺的情況.過某一行

均并非針汁})..事故行劫之人貝的竟學汁手肘，它卸可能通社提高坡人員相封于其竟學Jt

手的竟學力未影哨市場土的竟亭，倒如，對某馳名商林由非故商林注冊人的人貝用于完

全不同的F品肘，且熱t衷商林的使用者通常并不勻注冊人竟寺，但使用述一商持部是勻

竟爭相美的，因;kr ì衷使用者不公正地拉得了能于未使用讓馳名商林的竟學封手的位勢，

而達一位勢很可能有利于讀使用者戶品的銷售，此外，省略不提行方品須f.J竟字行方述

一奈件清楚地表明，消費者亦受保妒(另見下文第 1.10 段注釋) • 

1.07 除第 1 奈第 (1 )款 (a) 項之外，第 2 至 6 奈造財元須提俱任何証拇証明其造

反娥與刁慣做法而自身即被視均不正對竟爭行方的具件不正對竟學行均下了定文.

[本奈注釋下特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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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T反不正~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1 奈第 (1)款的注釋蟻]

1.08 ~ (1)炭 (b) 研規定了技得制止不正對竟學行方保t戶的杖利，其才制止此科行

舟的保妒加以執行同不正*竟爭的吳廣性法律本身一祥重要，不封禁止不正盪竟學行

舟、肪止損害或赴一步損害以及教得損害賠位規定這對措施，保妒使企停留在理1t土，

“損害"一尚且}Àr久的角度未理解，涵蓋被告在損害原告的情況下扶取或可能教取不

公平私利的情形.不但要封制止巴友生的行均授予保妒，遲座1才制止待度生的行方授予

保妒.在由固豚局封如現戶杖執法情況道行研究之后，本示范規定將于晚些吋候增朴有

美執法的規定.在述一方面，將造過考慮 TRIPS 掛定的第三部分趣均“如現戶杖執法"

的規定.

1.09 本示范規定待增朴的各款將特別涉及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以及將向自然人

和法人提快的反不正對竟令保t戶的扑救.此神規定可包括責令自然人和法人停止侵板的

禁令、支付朴(當損失的損害賠偉費、防止非法行均或保存有美証攝的 l隘吋措施等.根錯

《巴黎公的指第 10 奈之三第 (2) 款和 TRIPS 枷定第 42 奈腳注 11 ，亦庄可向法律地

位允t午其提出如有RF杖主張的騏合金和枷舍提供此神辛|、救.

1.10 此外，第 (1 )款 (b) 項提及的扑救遲座可提供給消費者和消費者掛舍，

[本奈注靜下特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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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奈第(1)款矮]

(b) 凡遭受或可能遭受不正當竟爭行方損害的自然人或法人，座有杖得到... _4. 

中提及的朴赦，



14 美于民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1 奈的注釋蟻]

1 . 11 # (2) JI: 清楚地表明，寺利、工並品外視改汁、商林或版杖保串戶的效力并不

排斥還用反不正對竟爭的規定，倒如，某炭明人可追捧均其度明保密，且依靠第 6 奈來

保妒其免遭任何形式的泄密.追祥，反不正對竟擎的保妒便拘戚在1才具体知怎RF杖主題

的保妒之外的一神朴充保妒.本示范規定投有包括美于制止所謂“一味模甜"保耕的寺

f1規定，因均至少目前逆暫吋元法才此神保串戶規定普遍接受的奈件，以注明在寺利法保

妒之外采用按奈件有正晝的理由，但述并不意味若，在特定情形中，就算坡情形的特性

表明模命者一方}).事了不正對行舟，一味模甜的行舟也不能被視均不正過竟爭的行舟，

1.12 第 (2) 款的腳注封“商林"一咽下了定丸，

[本奈注釋完]



且鋼 15 

[第 1 奈蟻]

(2) [第1 至 6 奈勾樣是戶是明、工並品外現最封、商輯、文字和乞求作品及其他，如故

戶:jxìMðV.揖定之/可~至 2頁]造用第 1 至 6 奈座不依賴于、并座朴充任何保妒友明、

工~品外現投汁、商棕*、文掌和主木作品及其他知濕戶杖主題的立法規定，

[本奈完]

在本示范規定中， “商輯"一崗包括涉及商品的商梅、涉及服婷的商輝以及涉及商品和

服秀的商掠，



16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2 奈的注釋

2.01 $ (1) 炭，第 2 奈以《巴黎公鈞》第 10 奈之二第 (3) 款第 1 項均依扭回但

波有使用第 10 奈之二第 (3) 款第 1 項中的“F生"一祠，而用了“造成"一向.遠只

是編輯土的修改，使用兩更現代化.第 (1 )款的措向井不象第 10 奈之二第 (3) 款第 1

項仗限于涵蓋“竟學者" (另見上文第 1.06 段注釋) .本示范規定在使用“企並"一向

肘，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二者，

2.02 故意混淆勻喃定某行均是否拘成不正~竟學行均元美.另外，混淆并非必須

與眛已炭生，因均造成混淆的可能性均要求承扎不正對竟爭的訴訟提棋了足靜的依拇，

可能混淆的有害作用不亞于與你混淆.典型的情況是，商林、 f商名林或其他企並名林

越是馳名，故造成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大(見下文第 2.06 、 2.0日和 2.09 段注釋) • 

2.03 $ (2)~ 正如《巴黎公鈞B 第 10 奈之二第 (3) 款第 1 項所述， “采用任何

手段"均可造成混淆.第 (2) 款載有此神手段的事倒.

2.04 如果商林、 f商名林或任何其他企並名林使消費者離想到某一商.fr性未源或

戶地，任何~t1衷朱源或戶地造成或可能造成混淆的行方通常將相成不正對竟爭的行舟，

但是，混淆的概念不庄局限于封商並性未源或戶地的混淆，迋庄包括可表明並齊耳其系的

任何事物，比如在同一商林或美似商林的兩+使用者之間的述科映系(~'才附厲美系造成

混淆) .此外，在某些情形中，消費者壘然并未假定并品或服壽出自同一未源，但由其

相似特成切料想境商林用于法具体F品或服弄巳取得另一企並的同意(卅賽助美系造成

混淆) • 

[本奈注靜下特第 18 頁]



財他人企_ft或其浩劫造成混淆 17 

第 2 余

時他人企企式其活葫造成混活

(1) [，~紡]凡在工商企浩劫中財他人企:fr或其浩劫、尤其財此神企坐所提供的戶

品或服努造成或可能造成混淆的行均或做法，座絢成不正對竟爭的行方，

(2) [;;'b:itH7乎你]下列內容尤其可能被造成混淆:



18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2 奈第 (2)款的注釋鎮]

2.05 $ (2) .tt$ (i) 厚，商粽用以將某企並提供的戶品或服各巨別于其他企並的戶

品或服穿.通社使用相同或美似的商掠封注冊商林造成混淆通常均商林法的寺 n規定所

禁止.由于在受混淆影哨的消賽者看末，商林是否注冊并不相尖，因此依不正對竟學法

提供的保妒庄才注冊商林和未注冊商抹一視同仁.

2.06 如果將勻馳名商林相同或美似的林妃用于勻坡商粽因之而馳名的戶品或服

各不相失似的F品或服券，特別容易汁馳名商林造成混淆.一般規末，由于未挂吽可而

將某商林用于不同的戶品或服券不大可能全造成 j昆婿，因此不i人均此神行均相成商粽侵

杖，原因是商林法在特統土使保妒仗限于勻相同或美似戶品或服各有尖的行7:;.但是，

如果將某一勻馳名商林相同或美似的林也用于不同的戶品或服齊，滑坡粽氾的述一使用

切可能早致混淆，使用馳名商林方某不相美似的戶品或服穿做尸告，企囡騙取消費者在

心目中汁旗商林因之而馳名的戶品或服各戶生騏想的情形即是如此.元it-馳名商林注冊

勻否，送些理由均可道用.

2.07 $ (2) Jt$ (ii) f/. r商名林用以執別某一企並及其並存活劫，并使其巨別

于其他企並和他們的並嘉活劫.

2.08 $ (2) Jt$ 戶ii) f/. " 除商林或尸商名林以外的企並名林"的現法涵蓋各科

各祥的名林，渚如企並在工商活劫對中均体現坡企並本身及由故企並生戶的戶品或提供

的服穿的某科+性所使用的企並符寺、徵氾、傲林勾林悟，

[本奈注釋下特第 20 頁]



吋他人企ì&或其活劫造成混淆 19 

[第 2 奈第 (2)款縷]

(i) 商籽，元拾注冊勻否;

(ii) r商名林;

(iii) 除商綜或「商名單拉以外的企ft名林;



20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2 奈第 (2)款的注釋蟻l

2.09 $ (2) .11:$ 戶v) 厚， “戶品外視"包括某具体戶品的包裝、形枝、顏色或其

他非功能性的外形特li..其才元始注冊勻否的工並品外規ì~汁造成的混淆可厲于按規定的

范磅，

2.10 # (2) JI:$ (v) 厚， “戶品或服拜介紹"尤其包括尸告，例如，混淆可能戶

生于就戶品或服各或就提供坡戶品或服穿的企並勻提供美似戶品或服穿的企jk之間的

美系所提快的信息，企並的行並服怖或店鏽風格，如果可能使人戶生所提供或哄抬的戶

品或服各系挂卉友境行並服佈或店鋪風格的企並吽可的印象，亦可造成混淆，

2.11 # (2) 炭$ (vi) IÞI. 涉及勻著名表演家、倩播媒体和体育人士及其他名人有

美的所謂“名望杖，'，并涉及勻文芋或乞*作品中虛相人物有美的“商品推銷杖"送

些杖利涉及市場銷售方法，通社送些方法企並得到吽可，可在一定的吋期內財某些名人

或人物的名林或包括例如寅音在內的美似特征所帶末的知名度或名買進行利用，而遠科

利用將全刺激消費者封被吽可人的f=-品或服串的需求，未蛙i午可而使用演所述名林或美

似特征，可汁名人或人物的知名度或名?造成混淆、或有造成混淆的危陵，

[本奈注釋完]



財他人企_\fr_或其浩功造成混淆 21 

[第 2 奈第 (2)款蟻]

(廿) rr-品外~;

(v) rr-品或服努介紹;

(vi) 名人或著名虛拘人物.

[本奈完]



22 失于反不正~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3 奈的注釋

3.01 # (J)，/t. 損害他人的商書或名育，元始懷有美行方或做法是否封他人的商

替或名寅造成混淆或赴行不過利用，均拘成不正過竟擎的行均. ì衷行均或做法如超越了

均保妒自身合法利益所需的范圍，喃與全封所述商書或名貴有所損害(另見下文第 5.02

段注釋) .但是，如果以合法的手段造成擴害，倒如在真奕且不具裝早作用的比較尸告

中的情形(另見下文第 3.06 和 5.04 段注釋) ，則第 (1 )款不還用于財竟學封手商書或

名戶的損害，蘭香或名言可因盜用受到損害，只要盜用的結果使得演商書或名育的所有

人因所遭受的損害而喪失或將喪失管並.此神盜用行方將特別針封竟爭封手，但其才于被

濫用商林或f商名林的非竟爭汁手的商書或名育也可戶生戶重影吶.

[本奈?主靜下特第 24 頁]



損害他人的商者或名高 23 

第 3 奈

揖害他人的高替或主戶

(1) [后將]凡在工商企浩劫中損害或可能損害他人企挫的商營或名育的行方或做

法，元拾此神行方或做法是否造成混淆，均座拘成不正當竟爭的行方.



24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3 奈的注釋鎮]

3.02 ;;t (2) JI:. 規定，弱化 (a) 項所提到的商林、 f商名平息及其他企並名林、戶品

外視、戶品或服各介紹和名人及著名虛物人物的區別性特征或尸告俯值，居于1才企~商

替或名其言損害的具体情形. (b) 項中封“弱化"下了定文(見下文第 3.10 段注釋) .提

出弱化概舟的主要理由是，且對其才例如商韓、 f商名林及其他企並名林道行保妒，以抑

制市場中的其他參勻者持其本潰的組特性赴行利用的明星欲望.

3.03 即使企.fr名林之所有人勻以未鎧件可的方式將旗企並名林用于完企不同的

戶品或服毒的人貝之間不存在任何直接竟爭，也可能炭生財商林、 f商名林或其他企並

名林弱化的情{R..甚至不需要使消費者在心目中討生戶戶品或提棋服券的企並戶生任何

混淆.如果造成混淆或可能造成混淆，則亦可依揖第 2 牟其才濫用提起訴訟.

3.04 之所以將弱化企並名林效力的行均視均不公正是因 :h 弱化可以戶重侵蝕甚

至破杯墳企並名祥的巨則性特征或f告骨值，結果使得擱有坡企~名林的企並受到消板

影喃.如果消費者不再討以某商林提供的戶品或服券勻提供讀戶品或服券的原始f商戶

生離想，區別性特征或f告甘值也全減弱.商粽因他人未鎧件可的使用而成均普通用清

肘，不~正性尤其明星.

3.05 在喃定在后使用者是否弱化了他人的企並名林肘，直考慮到所涉都記之問的

相似性、由侵杖者使用的情況以及演使用的范圍.

[本奈注釋下特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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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奈縷]

(2) [JJ! ~ ilf手-"':t.$~é7亨卸] (a) 弱化下列內容帶有的商營或名高尤其可引起損

害他人的商管或名青:



26 美于民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3 奈第 (2)款的注釋蜈]

3 . 06 $ (2) JI: (a) 研"$ (i) 至戶ii) #l 涉及通迂弱化已注冊或未注冊的商林、 f商

名材、或其他企並名林而其才他人商書或名寅造成損害的行方.在述一方面，座車注意在比

較尸告中且可允件提及他人的商林、 f商名輯或其他企並名林，但范圍但限于提及遠些

名科:沒有不正~地損害該企並名林帶有的商書或名貴(另見下文第 5.04 段注釋) .至于

第 (i) 至 (iii) 目所赫赫氾的定丸，參考美于第 2 奈第 (2 )款第 (i) 至 (iii) 目的注

釋，

3.07 如果將勻馳名商林相同或美似的林妃用于每讀商粽因之而馳名的戶品或服

各不相美似的;:品或服券，商林的弱化特別容易影吶馳名商林，汁除馳名商粽注冊人以

外的人員而言，使用禎商粽未推銷自已的F品或服穿常常是很替人的，追可能舍引起馳

名商林區別性特征的弱化，而充~ì友商林注冊勻否(另見上文第 2.06 段注釋) • 

3.08 $ρ~J走向j 研"$ (i吵和阿 t1. 其才巨則性特征或f告掛值的弱化也可皮生于

商替或名貫之所依攝的F 品外1月』或戶品或服各介紹.如果某戶品的區別性不仗朱自于使

讀戶品能正常這作所必需的技朮特性，而且迢來自于美掌或裝飾性特性，則汁旗戶品的

任何模信很容易弱化其巨則性特征.述-R"、可同祥造用于某具体企並通社例如做尸告的

方式介紹某服各使妓介紹方式寺勻坡企並挂夠的情況.任何汁坡介紹服券的方法進行的

模份均易于弱化顧客滑坡服脊勻提供演服券的原始企.fr F生耳其想的能力.造成弱化的此

神行舟或做法可被視均不正對竟爭的行舟，而元始其是否合在消費者心目中造成任何混

淆，

[本奈注釋下特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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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奈第 (2)款(吋項繞]

(i) 商衍，元洽注冊勻否;

。i) r商名林;

。ii) 除商輯或「商名單拉之外的企~名和

(iv) F品外現;

(v) 戶品或服努介紹;



28 美于反不正道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3 奈第 (2)款(a)項的注釋矮]

3.09 第 (2) 毅 (αj 研第 (vi) #1. 失于“名人"及“著名虛相人物"，參考土文第

2.11 段注釋.在由他人直用名人或虛拘人物名望杖的任何情況中，可討送些名望杖度

放全午可証的企並均有商替或名?受損的危陵，且不現名人本身或虛拘人物的察時所有者

的商替或名戶也金遭受損害.至于件可人(即名人或虛物人物的所有者)和/或被吽可人

可否封損害要求索賠的問題，將由i午可合同鴨定，

3.10 #βU ，tl: (b) 研討“弱化"一切下了定文. “降棍"的現法意指區別性特征

或尸告甘值并不需要被完全破杯，例如，某企並名林的區別性特征和尸告針值，可包括

特汁以讀企並名林提棋的戶品或服券的潛在胸芙者有吸引力的任何科業的特性或騏

想. ì在定文迢迢用于除第 (2) 款 {a} 項寺 n提及情況以外的第 3 奈第 (2) 款所涵蓋的任

何情形，

[本奈注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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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奈第 (2)款(a)項縷]

(vi) 名人或著名虛拘人物，

的[“再也"ó9定正}在本示范規定中， “弱化商者或名頁"系指降低商梅、

「商名林或其他企}j1名林、戶品外親或F品或服努介紹、或名人或著名虛拘人物的區別

性特征或尸告掛值，

[本奈完]



30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4 奈的注釋

4. 01 ，~f!!/. 第 4 奈以《巴黎公鈞》第 10 余之二第 (3) 款第 3 項均依扭，淚辱、

特別是有畏辱性尸告完全可以作均不正過竟爭最普遍的形式，并可免統地定文均使人封某

人自已的戶品或服齊或某人自已的企並戶生虛假的印象.但是，裝辱性言it也可出現于

有美他人的企並，息管制止此神官甜的保妒通常可采用美于損害他人信用現法的第 5

奈. }À事此神行舟的也可以是均偏袒某一方而裝等他人的第三者，例如某眾志使人財某

戶品戶生漢學性印象，以有利于制造旗戶品的尸家的竟爭封手的情形.最早行方的主要

封象是消費者，而并不直接針汁竟爭封手;遠些行均可使消費者在拉得戶品或接受服各

吋作出有損于他們自已的抉定，

4.02 Jif (1) It. 漢 i于行均可采用任何言甜的形式，包括美于某企並或其戶品或服

券、或美于某企並的工商並活劫的漢辱性表示或稅法.第 (1 )款中瑛辱的概念并不局限

于本身即均虛假的言始，或局限于使消費者巳奕鯨戶生虛假印象的言槍. (正如《巴黎

公的》第 10 余之二第 (3) 款第 3 項所規定的) ，只要有美吉~易于戶生育果等作用便已

足移.甚至字面正嘯的官~也可能具有欺騙性，倒如如果其使人戶生f告所登事與超乎

尋常的漢辱性印象的情況.遺漏信息也可潛在地具有裝辱性，而另一方面，明里的耳夸夢?旅t 

(即使字面上不准喃) ，如果很容易社看出其系“兜批芙棄的用浩

羊布f欺輔性.

[本奈注釋下特第 32 頁]



漠辱告食

第 4 奈

最早公正k

31 

(1) [1~Ñf] 凡在工商:fr.活功中財企:fr.或其浩劫、尤其財由此神企:fr.所提供的F品

或服穿漠辱或可能漢等企余的行均或做法，座拘成不正當竟摯的行方.



32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4 奈第 (1)款的注釋鎮]

4.03 瑛辱性言甜可包括就J.J某企_t.代理的人貝、或其資井、信用度、變助美系、

附屬美系或商並瑕系所述的情況，非法使用企並名林也可具有裝辱性，其他例于有:元

根梧的知有Rr杖保妒杖利主張，渚如提及并不存在的寺利，或提及并未裝得的文究、獎

章或獎品，和美于企_t.均慈善或那境保妒所做工作的不正萌的信息，

4.04 以何神方式作出使辱性言it并不相美.一切倩播亦法一-4書面的、口去的或

甚至用坦哥表示的，例如手勢一一均需予以考慮.倩播造可采用商林、林華、小冊子、

尸播商並尸告、也視尸告帶回、招貼等形式.

4.05 喂辱行均井非必須系惡意所均方被視均不正當竟擎的行舟，因J.JJ.J了消費者

和竟學者的利益，工商並活劫中元意的欺騙亦必須禁止.

4.06 表示或稅法必須要能造成某科能看帶出是真或是假的明喃印象.因此，不反

映客視事耍的或暗示性的尸告，因其不址使人封某戶品戶生模糊的私板看法，而庄一般

被視均不厲漢字定久的范圍.

4.07 jt (2) 11:. 載有某些裝早做法的事倒，裝專主要在J.Jr品或服穿做f告或促銷

吋度生.但也可在締的方之間或在勻分包商或棋座商的交易中友生，涉及倒如有美促銷

這劫或展虹的並券t十划、捏保、資源或交付能力方面的信息.

[本奈注釋下特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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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奈繞]

(2) [譯手é7事~Û"1 ]漠早可因尸告或促銷引起，并尤其可滑下列情揖友生:



34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詣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4 奈第 (2)款的注釋蜈]

4.08 ø (2) .ttØ (i) !i1. 美于戶品制造方法的漢辱性言ìt-可涉及戶品的安全、其組

成部分的配置或組合、或其他技朮蚵咕，

4.09 ~ (2)~Ø 戶。耳.欺騙消賽者典型的情況是美于某戶品或服券用于特定目

的之用途的言槍，消費者的期望常常因環等信息而得不到浦足，特別是美于戶品或服穿

的不充分或遺竭的信息，或美于其用法或預期效果的信息，例如某神饋的介紹材料材、其

“肪盜"，而遠神韻押元須原裝或后配胡匙即可用其他胡匙毫元損害地打卉，或某軟件

包的介紹材料林其可勻某特定t十算机兼容，而與你并非如此.美于清如教育之吏的服齊

的環等信息可体現方虛的地轉述半並生可得到的机舍.

[本奈注釋下特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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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奈第 (2)款縷]

(i) 戶品的制進方法;

(ii) -r:-品或服努用于特定目的之用途;



36 美于反不正直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4 奈第 (2)款的注釋蟻]

4 . 10 $ (2) /1:.$ 仙。厚，美于廣量方面的最早尸告可涉及某戶品的耐用性或其制

造方法的廣量，也可涉及故戶品所用組成部分的特定盾量或例如美于其支活性或肪震、

助本和防熟的特息，裝辱性言ié-逆可涉及某F品如食品所用的成分，或演F 品的生F方

法;例如，制造商可以淚旱的方式表示，戶品針封某科疾病特別有利于健康，或演F 品

系由元害那境的方法制成或可回收使那境更加得益.其他淚辱性言拾起可涉及登尸告的

戶品的喃切數量或重量、或其拘成成分的相美數量.美于提供某項寺 n服各所涉的技朮

使穿或管理技巧的信息也可具裝辱性，就“其他特鹿"的言槍，可以例如暗示戶品系原

裝或新貴，而與你上讀戶品厲次品、已被改裝、已用社或是二手費，或送些言~可涉及

戶品或梓品的式祥，其他裝等行~逆可涉及美于規格、制造日期或封戶品或服各社行測

武或桂膛的結果的信息，或美于1才人体或劫物的健康有危陸或沒有危隘的信息，

[本奈注釋下特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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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奈第 (2)款蟻]

(iii) {L品或服秀的廣量或數量或其他特店、;



38 美于反不正道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4 奈第 (2)款的注釋鎮]

4.11 J% ρ~ Jl:.J% (i吵 ff1. 提及某戶品或服券的地理朱源肘，可包括任何涉及某具

体固家或讀固內的某地、并給人以法帶有此林志的F品或旗服各未源于讀固或t衷地的印

象的名字、名林、林iE或其他林志.使用虛假或淚辱性戶地林志厲于境美范圍，地理林

志和原戶地名林是F地林志的具体科美.地理林志一一根拇 TRIPS 協定第 22 奈第 1

款一一系指辨別某商品未源于(世界貿易組欽的)某成員境內或法境內的某地區或某地

方的林志，而讀商品的特定盾量、}f書或其他特性主要個因于其地理朱源.原F地名

林一一根拇哲保在戶原戶地名林及其固隊注冊里斯本枷定)) (1958) 一一系指用來均未源

于本地的戶品命名的某固家、地區、或地方的地理名林， ì衷戶品的廣量或特性完全或主

要但因于墳地理那境，包括自然的或人文的因素.地理林志和原戶地名林可由寺 fl 法保

妒，反不正畫竟爭保妒勻依送些寺內法的保妒一祥有效，并可同祥遁用于不符合地理林

志或原戶地名林林准的戶地林志.

4 . 12 J% (2) Jl:.Jf (v) #1. 其才銷售附加奈件，例如由此要求胸要者必須帶未新的願

客(被林均“金字塔"或“滾雪球"式銷售)可汁胸要的真正告文戶生裝等作用.沒能

視明登f告的F品每人仗限胸芙一定數量的尸告也可具淚辱性，土生-克同祥造用于合同

中不完全或不正積的陣述，倒如涉及付款、顧客取消或庭除合同的杖利或合同期限的信

息.

[本奈注釋下特第 40 頁]



淚辱公成 39 

[第 4 奈第(2)款接]

(廿) 戶品或服秀的地理來源;

(v) 提供或供蛤戶品或服婷的象件;



40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4 奈第 (2)款的注釋縷]

4 . 13 $ (2) ;/1;.$ (vi) 厚，在胸要~品或服穿吋，偷格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之一，

因此裝尋常常友生于美于倩格或份格汁算方式的信息方面.倒如，把在一段吋間內一直

方正常偷格的某一甘格以特俯登出f告具有濃辱性.

[本奈注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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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奈第(2)款縷]

(vi) F品或服旁的掛格或其汁算的主T式，

[本奈克]



42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伊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5 奈的注釋

5 . 01 $ (1) JI: 以《巴黎公約B 第 10 奈之二第 (3) 款第 2 項均依掘，涉及在工商

並活劫中損害或可能損害信用的虛假現法E 同有畏辱一祥，損害信用目的在于邁士立借過某

科信息來影哨消費者的抉定.但勻淚i乎不同的是，損害信用并非通道封自已的戶品或服

#作出虛做或欺騙性言始，而是通迂倩過美于他人企並或其戶品、服穿或工商並活劫的

虛假信息朱突現的.

5.02 不但虛假稅法而且不過稅法亦可起到損害信用的作用，迫些稅法戶格地啡封

于竟學者并非不真宴，但在一定情況下，如果夸張“攻音"的成分，或者倒如在比較f

告中的情形，使用啡濟祠浩(另見土文第 3.01 段注釋) ，則可被視均不正盪竟亭，述一

成同祥遁用于可能趕到美似作用的真奕但不全面的言啥，

5.03 虛假或不逝世』法不需要與你土損害信用，也不要求帶有惡意，制止損害信用

的有效保妒不依敕于任何美于要你或有意損害的証拇，或美于提出損害信用現法的方式

的証掃，

5.04 美于竟爭財手的活劫、或其F品或服券的虛假稅法典型地反映不真真的情

~.此神視法可出現于比較尸告中，特別是在方某人自己的戶品促銷畫中;竟學汁手的

戶品被林均不“安全"、要么因其不符合某些技朮規格或者因其不能勻其他戶品兼容而

不具各此神戶品所需的特性、或甘格高于與你背格.虛假視法起可涉及有美他人企並的

情況，清如其費F、信用度等等(見上文第 4.03 段注釋) • 

[本奈注釋下特第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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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奈

揖害他人企企或其活積的信用

(1) [后紡]凡在工商){k活葫中損害或可能損害他人企){k或其活劫、尤其是由此神

企~提供的戶品或服旁的信用的虛假或不若說法，座拘成不正當竟爭的行方，



44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拼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5 奈第 (1)款的注釋鎮]

5.05 受攻告的人員或合司常常是竟學封手，或至少所涉道事人之間存在某科竟學

美系.但是，不但竟爭者而且例如消費者枷金或倩播媒介，其行方均可能違背公平竟爭

的原則，如果他們封某企並的F品、廠勞或商並活劫提出虛假或不畫的稅法，且可提快

提起損害信用主張的訴訟，但是，如果反不正過竟爭保妒特延及倩播媒介或消費者掛舍

提出的現法，則!蛤須考慮到因家免除此料短缺提出此神稅法的責任的情況;正如也巴黎

公的 P 第 10 余之二第 (3) 款第 2 項一祥，第 (1 )款的措祠末將范圍局限于“竟學者" (另

見土文第 1.06 段注釋) • 

5.06 # (.刀炭載有損害信用的事倒，勻第 4 奈第 (2) 款第 (i) 至 (iii) 目、第 (v)

和 (vi) 目中的事例相同.同裝早一祥，損害信用主要炭生于尸告或促銷活劫中，但也

可以炭生于工商並活劫，例如勻分包或棋座商有美的活劫過中.

5.07 典型的損害信用的現法特涉及在美于第 4 奈第 (2) 款第 (i) 至 (iii) 目、第

(v) 和 (vi) 目的注釋中就裝辱所提及的相同科業的特息，清如安全勻健康、卉品系原

裝或其式祥或戶品的用途.其他損害信用的現法可能暗示，某戶品收賽赴南或其銷售受

某些奈件的約束(如“金字塔"或“滾雪球"式銷售的情況) .但是勻漢學稅法不同的

是，典型的裝專稅法是美于某人自己的F品或服各或其他事項(見上文第是 .01 和 5.01

段注釋) ，而損害信用現法是美于竟學財手的戶品或服穿或其工商~活功的.

[本奈注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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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奈蟻]

(2) [Jjf #1宮那#事卻]損害信用可因尸告或但舖引起，并尤其可滑下列情況友生:

(i) 戶品的制造方法;

(ii) 戶品或服各用于特定目的之用途;

(iii) F品或服旁的廣畫或數量或其他特店;

(iv) 提供或供蛤F品或服秀的奈件;

(v) F品或服旁的份格或其汁算的方式.

[本奈完]



46 美于反不正對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6 奈的注釋

6.01 ，~J!!/. 第 6 奈以 TRIPS 枷定第 39 奈J，;依拇.第 6 奈中使用了“秘密信息"

的現法，而未用 TRIPS 協定第 39 余“未泄露信息"的現法，遠并不是暗示任何吳廣

性的改斐，而只是周末表示按 TRIPS 枷定所要求的，信息的合法持有人必頒采取一定

措施或必須以某科方式表現出不使其信息均第三方所知.如果需要， “科密信息"一向

在整奈中均可由“未泄露信息"取代，而只才意文或范圍波有任何改斐.

6.02 Jf (1) ，/t. 禁止在未鎧合法持有人吽可的情況下泄露、教得或使用秘密信息

道用于所有人(“他人" ).可能了解秘密信息的人員典型的有，勻杖利持有人布特別

美系之人， 1者如目前或迂去的雇貝、合作伙伴、董事金成員和其他此美人貝.社立承包

人、寺家、律師、廟客或向讀企並提供商品或服券的任何棋座商也可能了解此神信息，

6.03 秘密信息的“合法持有人"系指合法控制演信息的自然人或法人(見 TR工 PS

掛定第 39 奈第 2 款) • 

6.04 一旦有倩值的秘密信息未挂持有人件可被泄露給公余，故持有人便有喪失懷

信息的經濟甘值的危隘，包括其件可甘值及其竟學份值，向公余泄露可逼近例如倩播媒

介或在展覽舍土公布的形式友生，亦可表現劫持坡信息倩播給他人，而演他人壘然保守

秘密，但押在未控告法持有人件可的情況下自已利用述一信息.此神倩播不必以荻得金

幸免或其他好赴均交換余件.

[本奈注釋下特第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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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奈

美于社密信息的不正畫竟學

(1) [，產府]凡在工商血泊功中尋致他人未挂合法控制秘密信息人民(以下林方“合

法持有人" )件可并以違背減宴商ft做法的方式泄露、教得或使用誠信息的行方或做法，

庇絢成不正當竟爭的行方，



48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拼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6 奈第(1)款的注釋縷]

6.05 竟爭力通常取決于在工並和商並領域中的創新技巧和隨之而末的技朮快

旬，所以，如果秘密信息的合法持有人巳采取造過措施*1衷信息保密，則他人未鎧件可

的“荻得"座教視均不正過竟爭的行均.但是，雇員均行使其取責可能需要裝得有美其

雇主工商並活劫的机密信息，此神信息的教禱，只要蛙雇主投杖，不厲第 (1) 款的范圍，

由第三方裝得科密信息厲于第 (2) 款第 (v) 目的范圍，

6.06 “使用"秘密信息的典型情況是出于私利的利用，例如用于裝得懷信息的人

貝企並的生戶中的情況.也可以其他方式將其用于丈持旗企並的制造或貿易活劫過中.

6.07 秘密信息的性盾決定了由他人合法地泄露、教得或使用只能在短杖利持有人

件可的情拖下度生，通道采取合理步驟來均信息保密使其成方秘密信息是由杖利持有人

決定的(見第 (3) 款第 (iii) 固和下文第 6.20 段注釋) .美于此神信息只有蛙杖利持有

人吽可才能被泄露、荻帶或使用的要求，可直接}Á倒如杖利持有人勻其雇員之間、或杖

利持有人勻某具体項目所涉的快座商之間的合同或口去枷吠戶生，也可間接地戶生于某

些具体情況，即戶生于由杖利持有人均信息保密而使他人意現到懷信息的科密性盾所采

取的步難.

[本奈注釋下特第 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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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6 奈第(1)款的注梓蟻]

6.08 前雇貝一般有根均謀生使用和利用其可能在社去就_fr對中所裝得的任何技

能、挂較和生口氓，不得不承坑，常常很誰划分合法使用就並中所荻技能、知 iR和挂碴勻

不正蜜地泄露或使用前雇主秘密信息之間的界限，息管雇用合同可能封特別安排作出了

規定，但是，如果雇貝的操守涉及到達鈞、違背保密文券、偷晉、挪用、工並間諜或勻

竟爭者合蝶，在遠神情況下，其泄露或使用信息則絕汁方非法，

6.09 由在勻合法持有人遊行合法商並交易中裝得秘密信息的人員泄露或使用坡

信息，如果坡泄露或使用井未違反合同(倒如，如果合同未就城事項作出規定} ，則不

能被視均不正對竟幸的行方.但是，通常如果演泄露或使用系善意所舟，則杖利持有人

里然未采取充分的措施均故信息保密(見第 (3) 款第 (iii) 目) .并因此不得提出不正對

竟爭行均主張.

6.10 It (2) ;11:. 列拳了易于皮生泄露、教得或使用秘密信息情況的事例，送些事例

勻 TRIPS 掛定第 39 奈第 2 款的腳注 10 相符合.

[本奈注釋下特第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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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奈蟻]

(2) [逆于掛di1言忌 ~;r;，正i!f)告乎好事官卻]他人未銓合法持有人件可泄露、荻得或

使用車也密信息可尤其因下列情況而F生:



52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6 奈第 (2)款的注特埃]

6. 11 Jf (2) il:.Jf (i) /#1. 典型的工並或商並間諜行 :J.J 指蓄意窈取他人秘密信息的行

舟，間諜行均可通社勻杖利持有人建立某神是系企囡嘴輔后者透露秘密信息而得以與

現，例如通社受聘或過主主持合伙人安插在杖利持有人身迪做雇員等手段.也可通社采用

費昕器、裝得遁入工「的途徑此而史現秘密信息并拍下照片、以及其他手段來與現.逆

可通赴迅距寓非法地造入汁算机文件和教揖庫未失視，問蝶行方通常均刑事犯罪，但述

一息并不意味著述一行均不能同吋被視均不正道竟學行方而不受民事救濟的釣束，

6. 12 ~ (2) II:.~ (ii) ffI. 勻秘密信息有美的冀的性文券可在口失或帶面合同中明

嚼，典型的是在雇主勻雇貝之間的合同中明嚼，或者如果現有明哨的合同，亦可由雇個

美系來推斷，此神文弄可同祥存在于商並伙伴之間或雇主勻承包人之間，

6 . 13 ~ (2) il:.At 俏。 g 涉及投有保妒秘密信息合同的情況以及秘密取抉于+人

之間信任美系的情況.此神美系可存在于合作伙伴之間;亦可戶生于雇主勻其雇員之間

的離系.如果前雇員在其建立了勻前雇主行並相同的自己的公司之后可以被私均是其前

雇主的竟爭封手，墳前雇員泄密直被視均不正道竟擎的行方.

[本奈注梓下特第 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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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奈第 (2)款蜈]

(i) 工jý_或商jý_間諜行方;

(ii) 遠的;

(iii) 泄密;



54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6 奈第 (2)款的注釋縷]

6 . 14 At (2) II:.At (i吵耳，泄露、技得或使用秘密信息明星可只才能得到故信息以外

的人員有利.尤其是，竟爭汁手可能很愿意湯使杖利持有人的雇貝或前雇員以倒如違反

向杖利持有人所承苦的婪的性文券的方式泄露墳信息.此神潛使行均常常伴有不合理地

煽劫雇員高汗，遠也可被視均不正告竟爭的行均.

6.15 Jf (2) II:.Jf (v) 涉及由并未直接參勻第 (i) 至 (iv) 目所列行方的第三方荻

得秘密信息的情形.正如在第 (iv) 目所規定的琇使行舟的情形道中，比方吭，如果第

三方系杖利持有人的竟爭汁手，他可能滑坡信息有特別的具趣，具有過竟學者不知道教

得信息吋已涉及第 (i) 至 (iv) 目提及的行:h 肘，其行方方可不被視均不正道竟擎的行

舟，

6.16 At (3) 尉，第 (3) 款中 u秘密信息"的定文勻 TRIPS t9J.定第 39 奈第 2 款中

“未泄露信息"的定文相同(盎然卉 !k部分除外) .秘密信息可由制造秘密或商並秘密

組成;可包括生戶方法、化掌配方、強固、原型、銷售方法、鎧輔方法、合同形式、商

jt汁划表、甘格↑#吠妞可亨、消費者情況，介紹、尸告策略、供座商或顧客花名冊、汁算机

軟件和教拇庫，

6.17 秘密信息可以拘成可荻寺利板的皮明，但其技寺利的可能性一一尤其是其在

寺利法意文上的新穎性和友明性步驟(非里而易見的特il，.)一一并非荻得保t戶的前提每

件.

[本奈注釋下特第 56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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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奈第 (2)款鎮]

(iv) 誘使他人)Á事本款第(i)至。ii)目提及的任何行方;

的 由在挨得信息吋已知、或主要因疏忽而不知涉及了本奈第(i)至(iv) 目提

及的行方的第三方荻得都密信息，

(3) [辦2信忌ó9定正]在本奈中，符合下列奈件的信息座被棍方“秘密信息"



56 美于反不正~竟爭保妒的示蒞規定

[美于第 6 奈第 (3)敏的注釋蟻]

6 .18 ~ (3) ;11:.$ (i) ffI. 并不要求飽神的秘密.只要信息不方通常涉及t產業信息的

同行並中的人們所普遍了解或容易拉得，懷信息即直被視均秘密信息.

6.19 $β~ It.$ (ii) ffI. 70裝得保妒，嘻地密信息必須因其均秘密而具有一定的商

並甘值.

6.20 ~ (3) Jt.$ (iii) ffI. 在喃定是否均信息保密采取了合理步報吋，庄考慮到杖

利持有人弄友旗秘密信息所花費的精力和企餓、懷信息封于他和他的竟夸其才手的份值、

杖利持有人均演信息保密所采取措施的范圍以及壤信息J.J 他人所合法拉得的准易程

度.此外，秘密信息運必頸可被倒如以文件形式或通社存倚在教拇庫的形式辨別.且熬

不需要有叮立冀的的文番，但杖利持有人必須曾鐘表示出特懷信息視均秘密信息的意

囡.

6 . 21 Jt (4) It. 勻 TRIPS iW-定第 39 奈第 3 款相符合. TRIPS 枷定的規定基本上

是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提供保妒以神J.J裝得匿葫或取並戶品銷售批准所提吏的未泄露信

息道行不正盔的商並使用加以制止.但是第 (4) 款是向企並提出的，演企並通道不正逝

的途徑}Á收到申清人均教得銷售批准所接吏的此神信息的政府宣局裝帶述一信息之

后， }Á事了某些行均.

[本奈f主靜下特第 58 頁]



美于都密信息的不正道竟爭 57 

[第 6 奈第 (3)款縷}

(i) 作方整体或在其組成部分的精碗配置和組合上，不方通常涉及t哀樂信息的同

行.fr中的人的所普遍了解或容易砍得;

(ii) 因其方秘密而具有商企份值;以及

(iii) 由合法持有人根掘情況已采取了合理的步驟未保守秘密，

(4) [雄厚..ef. ;i!f Jl.;看辯會Itt括在'4-/Jf，庭主1171言，要]凡在工商.fr活功中的行方或做

法，如果其表現方下列情況或早致下列情況戶生，座被視均不正當竟爭的行方:



58 美于反不正當竟爭保妒的示范規定

[美于第 6 奈第 (4)款的注釋鎮]

6.22 羊宮內j 炭JfS (i) n 1又涉及未泄露的測斌教拇或其他教拇，送些教揖已向主管

批准匿葫或取並化掌~品舖售的清如政府或政府机梢的盎局提交.均此，正如 TRIPS

枷定所規定的，只有使用了“新化掌成分"的化掌戶品，亦即新化掌化合物，才厲考慮

范圓.但是，由于作站原則阿趣，信息井非必讀“斬"才受保妒，而只需因其均秘密而

具有商並偷值(見上文第 6.19 段注釋).因此美于匿葫或取並化掌戶品一一元*'"其是否

使用新的化字成分一一方面的教拇是否直受到保妒的問題，且由立法者考慮，

6.23 裝得信息的方式吋于社1人均是不正盪竟學行舟的行方或做法并不重要，故信

息可直接或間接地}Á政府過局得到.行舟的不公正性在于企並本身并沒有弄度出演測武

教拇或其他教拇，并因此避免了花在戶生送些教拇上的費用.

6.24 測斌數揖或其他教拇必須相封于有美匿詩和成並化掌頓域已有的測武數搪

或其他教揮系付出相過大的努力之后荻得，方可被主人均可裝得制止未鎧吽可使用或泄露

的保妒. “努力"包括在清如貝工吋惘和需要作出財政弄文的改各等事項方面的投資，

6.25 “不正過商並使用..系指倒掉用法有美教拇生~相同的或美似的~品.此神

使用通常不合由政府查局而是由第三方遊行的;亦可呆取特教拇耍錯他人的形式，

{本奈注釋下特第 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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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奈第 (4)款蟻]

(i) 財教得吋需付出相當大的努力并均得到揹售采用新化掌成分的區葫或表主~

化掌F品的批准而向主管當局提交的都密測試教措或其他教搪遊行不正道

的商!lk.使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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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第 6 奈第 (4)款的注釋蟻]

6.26 $ (4) ，tt$ 何 ß1. “泄露"第 (4 )款第 (i) 目提及的測武數拇或其他教拇，

同任何未蛙件可使用演信息一祥，可封申靖銷售批准的企_'frr:生同祥有害的作用.因此

泄露此神信息的行均被iA均是不正對竟爭的行7.J.未鎧吽可泄露可表現舟，例如方研究

目的，公布旗信息或將其恃i是給他人，元~泄露旗信息的人員是否因泄露行方得到赴任

何企幸免報酬，此神泄露均直被視均不正過竟擎的行方.

6.27 同 TRIPS 枷定第 39 奈第 3 款一拌，第 (4) 款第 (ii) 目規定了不特泄露第

(i) 目提及的測斌數拇或其他教揖視均不正道竟學行泊的兩絆倒外.述兩神倒外典型地

道用于由公共過局的泄露，第一神例外遁用于盪泄露均保妒公余、主要是均保妒健康之

所品需吋的情況，第二科例外遁用于巳呆取步輾喃保墳敷拇受到肪止不正*商並使用保

妒的情{5t..倒如，如果均教得銷售批准所提交的教擇是寺利申清的主題，而讀申晴在寺

利程序盪中被予公告，由主管銷售批准的政府對局泄露送些教拇不合造成任何損害，因

均達些教扭作方申清的主題，在授予寺利前享有 i隘吋保妒，

[本奈注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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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奈第 (4)款蟻]

(ii) 除均保妒企共之所必需以外，或除非已采取步驟磷保咳數揖受到肪止不正

三百商~使用的保妒，封此科教掘的泄露.

[本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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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反不正當竟有每保才戶的

示范規定

第 1 奈

墓鋼

(1) [,ft..J!!/ ] (吋除第 2 至 6 奈提及的行均和做法之外，凡在工商企活功中違反城寞

的耳慣做法的行方或做法亦座拘成不正當竟箏的行均.

(b) 凡遭受或可能遭受不正曳竟爭行方損害的自然人或法人，座有杖得到 tt. .... 

中提及的朴救.

。叭第1 至 6 奈勾保串戶農明、工企品持現設計、商輯、文字和乞求作品及其他，如故

戶:';x..i:.Mé7揖定之/可Q9j早晨]這用第 1 至 6 奈店不依賴于、井底朴充任何保妒炭明、

工ft品外1見投汁、商棕*、文掌和乞朮作品及其他知濕戶杖主題的立法規定，

在本示范規定中， “商梅"一祠包括涉及商品的商輝、涉及服婷的商綜以及、涉及商品和

服婷的商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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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年

時他人企主主其浩養造成轟璋

(1) [后府]凡在工商並活功中財他人企}ft或其活劫、尤其財此神企}/1所提供的F

品或服婆子造成或可能造成混淆的行均或做法，庇絢成不正當竟爭的行:Jg.

(2) [混lIó9事卻]下列內容尤其可能被造成混淆:

(i) 商掠，元洽注珊勻否;

。i) 「商名單草;

(iii) 除商棕或「商名林以外的企~名林;

(iv) F品外現;

(v) F品或服各介紹;

(vi) 名人或著名虛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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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奈

搔害他人的高眷或是戶

(1) [后鄰]凡在工商~活功中損害或可能損害他人企血的商者或名甫的行方或做

法，元ië此神行3的或做法是否造成混淆，均座絢成不正三自竟爭的行均.

(2) [.tH~，if.手'J!~_:g..% ó7事卻] (吋弱化下列內容帶有的商者或名青尤其可引起損害

他人的商者或名青:

(i) 商掠，元拾注冊勻否;

(ii) r商名林;

(iii) 除商棕或「商名林之外的企jk.名林;

(iv) 戶品外現;

(v) rr-品或服努介紹;

(vi) 名人或著名虛拘人物.

(b) [“持化" ó7定正]在本示范規定中， “弱化商者或名宵"系指降侃商棕、

「商名林或其他企ft名林、 F品外1見或rr-品或服努介紹、或名人或著名虛拘人物的區別

性特征或「告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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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奈

罷手4.\.~

65 

(1) [I~那]凡在工商ft活功中封企ft或其活劫、尤其財由此神企jk所提供的F品

或服努誤辱或可能使辱企余的行方或做法，座拘成不正當竟爭的行方.

(2) [琵手é9事卸]漠早可因「告或促銷引起，并尤其可財下列情況友生:

(i) F品的制造方法;

。i) 戶品或服努用于特定目的之用途;

(iii) F品或服旁的廣量或數量或其他特庶;

(iv) F品或服旁的地理未源;

(v) 提供或供給戶品或服婷的奈件;

(vi) 戶品或服穿的份格或其汁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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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揖害他人企章或其活積的信用

(1) [后獅]凡在工商並浩劫中損害或可能損害他人企ft或其活胡、尤其是由此神

企並提供的F品或服勞的信用的虛假或不過說法，座拘成不正當竟爭的行方.

(2) [JA 1:1t'JIlóV乎卸]損害信用可因尸告或促銷引起，并尤其可滑下列情況炭生:

(i) -r:-品的制進芳法;

。i) -r:-品或服努用于特定目的之用途;

(iii) -r:-品或服旁的廣畫或數量或其他特克;

(廿) 提供或供給戶品或服旁的奈件;

(v) -r:-品或服婷的研格或其汁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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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吾吾

美于社密信息的不正蚤竟爭

(1) [，產鄰]凡在工商並浩劫中早致他人未短合法控制秘密信息人民(以下乖拉克“合

法持有人" )件可并以違背城宴商ft做法的方式泄露、裝得或使用該信息的行方或做法，

座絢成不正當竟爭的行方.

(2) [逆 r$ØJ$1言忌 é7.;r;.正正3居手é7事t#1 ]他人未控合法持有人許可泄露、藐得或

使用秘密信息可尤其因下列情況而F生:

(i) 工ft或商企伺諜行方;

。i) 連釣;

(iii) 泄密;

。v) 誘使他人此事本款第(i)至(iii) 目提及的任何行方;

(v) 由在我得信息吋已知、或主要因疏忽而不知涉及了本奈第(i)至(iv) 目提

及的行方的第三方荻得那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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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宿、1t-信息#定正]在本象中，符合下列奈件的信息座被視;句“都密信息"

(i) 作方整体或在其組成部分的精鴨配置和組合上，不方通常涉及該獎信息的同

行]t中的人的所普遍了解或容易教得;

。i) 因其3的秘密而具有商]t俯值;以及

(iii) 由合法持有人根掘情況已采取了合理的步驟來保守秘密.

(4) [逆耳其iI!f#才智會批准控/1JíJfJl丈P91言，要]凡在工商]t活功中的行方或做

法，如果其表現方下列情況或早致下列情況F生，座被視均不正當竟爭的行方:

。) 財教得肘需付出相當大的努力并均得到鵲售采用新化學成分的區葫或技~

化掌戶品的批准而向主管道局提交的秘密測試教攝或其他教搪遊行不正當

的商企使用，或

(ii) 除均保妒企共之所必需以外，或除非已采取步驟嘯保該教掘受到防止不正當

商~使用的保妒，財此科教掘的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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