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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微软 v Nathan Short
Mars 赢得了注册单一颜色商标的权利
联邦法院裁定并允许了 Mars 将紫色作为
其 Whiskas 猫粮产品的一个商标的申请。.
法官 Bennett 说，Mars 提供了“Whiskas
紫色的市场推广及其使用的广泛证据，它
们建立了在消费者心目中 Whiskas 紫色的
商标显著性和该颜色与 Whiskas 系列产品
间的联系。” Bennett 法官似乎认为，Ma
rs 促使该颜色成为一个商标而不是仅仅将
其作为产品外包的一种颜色或一部分，是
决定该法案下颜色是否能作为一个商标注
册的一个重要考量。毫无疑问，许多品牌
拥有者将视此决定为给他们将他们在其产
品上所使用的颜色注册为商标提供了更大
的空间。

微软已针对一位布里斯班的数据恢复专业
人士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起了商标侵权
的诉讼。 微软称 Short 于 2005 与 2007 年
注册了 windowssupervisor.com 和 windows
familysafety.com 两个域名。微软宣称，在
这两个域名中使用“Windows”字样违反
了 1999 年的公平贸易法令及 2011 年的澳
大利亚消费者法，而“Windows”出现在
域名名称中则使在该网站上销售微软产品
构成了商标侵权。此案将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再次开庭。过去，绝大多数知识产
权所有人只简单的选择针对包含他们商标
的域名向域名争议解决机构提交 UDRP 申
请——虽然这样的案件最终结果多为域名
被转移给知识产权所有人，但争议解决机
构无权判定损害赔偿以及达成其它决定，
这使得知识产权所有人感到不甚满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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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公司此举意在通过一些国内法寻求损害
赔偿及禁令，并很有可能威慑侵权人。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消费者法自 201
1 年 1 月 1 日起方始生效。该法前所未有
地包含了以下新的国家级法律：
•

覆盖了标准格式合同的不公平合同
条款法；

•

对误导和欺诈行为的常规禁令；

•

保障消费者购买商品与服务时的权
利的法律，并在条件和担保方面
取代了现存法律；

•

产品安全法和执行系统；

•

关于主动提供的消费者协议的法
律，并在上门销售和其它直接行
销方面取代了各州和各地区的法
律；

•

关于分期付款合同的规则；和

•

关于罚款、执行权和消费者赔偿的
选择、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
法律。
更多关于新的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或刚更名
为竞争和消费者法令的 1974 贸易惯例法
的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布里斯班办公室。

高等法院审查了商标法中“使用”的
涵义
在 2010 年末，澳大利亚最高级别的法院
——高等法院着眼于在对以三年不使用为
由删除商标的辩护中，什么构成“使用”
做了认定。法院 确认了，即使在商标所
有人不知晓该商标商品的销售且该商标所
有人并未直接参与该销售的情况下，仍构
成“使用”。涉及案件为 E&J Gallo Wine
ry 诉 Nathan Australia Pty Limited 案 – 一
家美国葡萄酒出口商 Gallo 购买了一家名
为 Barefoot Cellars 的、包括一个澳大利亚
注册的 BAREFOOT 商标的小型葡萄酒
厂。2007 年，啤酒制造商 Lion Nathan 试

图在澳大利亚注册 BAREFOOT RADLER
商标，随后不久，Gallo 以商标侵权为由
起诉了 Lion Nathanin——在诉讼程序中，
Lion Nathan 提起了反诉欲以三年未使用
为由删除该 BAREFOOT 商标。Gallo 所
举的证据证明，一家没有关联关系的澳大
利亚实体通过一家德国分销商将该商品进
口至澳大利亚销售——该高等法院在上诉
过程中得出结论认为，该证据足以构成 B
AREFOOT 商标的使用，用来对三年不使
用的主张辩护。

BAT 诉 Trojan – 贴标签时需谨慎

BAT 拥有澳大利亚雪茄商标 CAPTAIN B
LACK。一家平行进口商 Trojan Company
Pty Ltd 将雪茄进口至澳大利亚销售，但在
该过程中其员工意外地用澳大利亚法律所
要求的健康标志将 CAPTAIN BLACK 商
标部分遮盖。1995 年商标法的第 145 节
将未经商标所有人或授权使用者允许擅自
删除或涂改商标的全部或部分定义为刑事
犯罪——BAT 提出，它有理由因 Trojan
抵触商标法第 145 节违反了法定义务而起
诉 Trojan。Trojan 申请将此案驳回，理由
是 BAT 的案件并未展现任何实际的诉
因，商标法的第 145 节是刑事条款，而未
授予 BAT 请求民事救济的权利——最高
法院拒绝驳回此案，并认为 BAT 至少有
一个可争论的案件。庭审将在本年晚些时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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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
4.137 委员会建议参议院将专利修正案 2
010 年草案交由相关的参议院委员会调查
和报告。

专利
新西兰将宣布计算机程序不可给予专
利权
随着新西兰将采取一个新的专利法案，最
新草案中的一些新的包含条款（或者更准
确地说，除外条款）引起了一些关注——
一个关于计算机程序的可专利性的总括性
除外条款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评
论。最近的发展是，新西兰的商业部长已
经将此争议性问题交给了新西兰知识产权
局准备排除性条款切实实施的指引，以便
使“嵌入式软件”仍可受到专利保护。同
其他国家一样，计算机程序仍将自动受到
新西兰著作权立法的保护，尽管在新法中
它们已经被排除在专利的保护范围外。期
待并关注此法的指引及最终草案。

建议 4
5.161 委员会建议由政府提供一个联合
应答，针对委员会关于基因专利的调查；
由安堵乐业法律改革委员会提供 2004 年
基因专利的报告；由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理
事会提供可专利主体的审查；由 IP 澳大
利亚提供澳大利亚专利系统的审查。委员
会建议应答应不晚于 2011 年中期或所有
审查的调查结果发布三个月后提供。
建议 5
5.162 委员会建议，在澳大利亚知识产
权理事会对可专利的主体审查发布后和 IP
澳大利亚审查专利系统后的一个合适时
机，由社区事务参考委员会对政府就上述
审查的应答、实施和建议，和对委员会基
因专利报告的建议调查。
建议 6

参议院委员会着眼于基因的专利化
澳大利亚参议院委员会关于基因专利化的
报告以及相关材料发布了其报告以及建
议：

5.172 委员会建议修改 1990 年专利法以
使决定发明性步骤的显著性的测试为：一
个声称的发明是明显的，如果“有技术的
人明显可试以建议的方式、方法或途径达
成成功的合理预期”。

建议 1
3.156 委员会建议，在澳大利亚，政府
对数据收集的支持和扩张，基因测试和治
疗的研究和分析应与 2004 年澳大利亚法
律改革委员会基因和独创性报告的建议 1
9-1 一致。

建议 7
5.173 委员会建议修改 1990 年专利法以
消除“一般普遍认知”限于专利申请提出
时存在于澳大利亚的限制（也就是，
“一般普遍认知”在世界范围内将被考
虑）。

建议 2
3.157 委员会建议政府就建立一个透明
的专利申请的登记簿或跟踪基因和基因材
料的专利的使用，向公众咨询或进行可行
性研究。

建议 8
5.174 委员会建议修改 1990 年专利法，
以消除，以决定发明性步骤为目的的“居
先技术信息”必须是将合理的得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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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要求（也就是，针对决定发明性步
骤的“居先技术基础”将不再限制为在相
关领域有技术的人实际寻找和发现（确
定）的信息）。

5.195 委员会建议修改 1990 年专利法以
囊括一个广泛的研究豁免。.

建议 9

5.197 委员会建议政府考虑修改 1990 年
专利法以引入反规避规定，以协助法院和
专利审查员解释并应用该法。

5.175 委员会建议修改 1990 年专利法，
以引入描述性支持的要求，包括发明授权
的全部范围，和包含了足够信息、允许有
技术的收件人能不需要不必要实验即能实
现该发明的描述。
建议 10
5.179 委员会建议修改 1990 年专利法，
以规定只有在专利申请披露了一种“不同
的、丰富的、可靠的”用途的情况下，一
项发明才满足第 18 节第一部分“有效
性”的要求；委员会建议该修订应包含澳
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 2004 年度报告，
基因和独创性 中关于此问题的全部建议
（建议 6-3 至 6-4）。
建议 11
5.185 委员会建议修改 1990 年专利法，
以明晰皇冠使用规定能被引用的情形；并
建议政府制定清晰的关于皇冠使用规定如
何使用的政策。委员会建议政府采纳澳大
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 2004 年度报告，基
因和独创性中关于此问题的建议（建议 2
6-1 至 26-3）。
建议 12
5.190 委员会建议政府修改 1990 年专利
法 以明晰“公众的合理要求”测试的范
围，考虑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 2004
年度报告，基因和独创性中关于此问题的
建议（建议 27-1）；委员会建议政府审查
授予强制许可的竞争测试的运作，特别应
参考它与 1974 年贸易实践法 的相互作
用。
建议 13

建议 14

建议 15
5.198 委员会建议政府考虑修改 1990 年
专利法以引入对象规定，以协助法院和专
利审查员解释并应用该法。
建议 16
5.202 委员会建议政府建立一个专利审
计委员会。

著作权
AFACT 声称盗版损失每年 13.7 亿澳元
随着牛津经济研究员和益普索调查机构最
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澳大利亚反版权抄袭
联合会（AFACT）正加大四处游说和提
高认知的力度。违法下载电影正在增加，
占据了著作权人预估成本的 50%。AFAC
T 渴望向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施压，使其在
监管著作权侵害和“警告”参与违法下载
行为的使用者方面更负责 。AFACT 和知
识产权所有人希望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法
律能够在全国宽带网络实施之前有所加
强，该实施将带来更快的下载速度。

隐私 /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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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统一数据保留
计划

费，与追踪网络犯罪的需要之间达成平
衡。

今年七月，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的政府
代表将就统一数据保留法的草案进行会
面。政府代表们，包括澳大利亚司法部
长，在最近的公告中提议互联网内容提供
商保留个人信息十二个月，包括详细资料
例如用户浏览过的网站和进行过的搜索。
一些欧洲国家在游说将该类信息保存至最
多五年并与欧洲网络犯罪公约一致。很明
显，这需要在个人隐私和数据保留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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