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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序良俗條款在不同性質之智慧財產權法中，是否存在及存在理由皆
有所不同。商標法除了保障商標權人之私益外，亦有強大保護消費者及維
持市場公平競爭之公益考量。因此公序良俗條款在商標註冊之適法性上，
扮演了較其他體系更直接也更積極介入的角色。
我國商標法明定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不得註冊，行政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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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院實務更不乏以該理由核駁或否准之決定。然而實務向來僅以寥寥數
語帶過對於公序良俗之解釋，對於如何具體判斷商標違反公序良俗及其適
用範圍，常欠缺具體論證。
本文藉由比較法之視野，參照歐洲，特別是法國相關規定與實務見解，
區分二類可能被視為違反公序良俗之商標型態。透過其豐富的案例，相互
對照我國實務上對於商標法中公序良俗條款之適用是否妥當，以及可能之
解釋方式。本文以為，若一商標明顯欠缺妥適性，不論是商標自身，或是
其使用為法律所禁止，自得認定系爭商標違反公序良俗進而排除其商標。
但若未能謹慎使用公序良俗條款，特別是過度擴大解釋之情況下，將嚴重
損害商標註冊適格性之預測可能性及法之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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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 Registrability of Trademarks
on the grounds of Morality and
Ordre Public Criteria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ese
and French Case Law
Hsiao-Fen Hsu

Abstract
Article 6quinquies, Sections B(3) prohibits the registration of “trade marks
which are contrary to ordre public or to accepted principles of morality”.
European and Taiwanese trademarks law provide the same provisions. It
follows tha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vision is not to identify and filter out signs
whose use in commerce must at all costs be prevented; rather the rationale of
the provision is that the privileges of trade mark registration should not be
granted in favour of signs that are contrary to ordre public or the accepted
principles of morality. A judicious application of this provision necessarily
entails balancing the right of traders to freely employ words and images in the
signs they wish to register as trade marks against the right of the public not to
be confronted with disturbing, abusive, insulting and even threatening trade
marks.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ordre pubic and morality criteria both in
Taiwanese and French trademarks law in the light of recent administration
decisions and court case law. While the principle of non-registrabilit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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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established, its applicability raises many questions. From a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some decisions and cases will be examined in hope of defining a
more reasonable approach towar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rovisi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objection must be decided objectively and
non-discriminately, otherwise the eligibility of the trademark for registration
could be very uncertain and the legal security will be harmed.

126

從比較法觀點論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商標：評智慧財產權法院九十七年度
行商訴字第八十五號判決

5

從比較法觀點論妨害公共秩序
或善良風俗之商標－
評智慧財產權法院九十七年度
*
行商訴字第八十五號判決
許曉芬
目

次

壹、前言
貳、事實概要
參、判決理由
肆、判決評析
一、公序良俗條款於商標法上之意義與功能
（一）公眾利益與社會道德觀念之維護
（二）訊息傳遞之限制
二、妨害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商標之類型
（一）文字圖案自身違反公序良俗
（二）文字圖案使用違反公序良俗
三、針對智財法院「九七年行商訴字第八十五號判決」之評釋
（一）「護女專線」是否具備商標識別性
（二）「護女專線」是否違反公序良俗
伍、結論
*

感謝二位匿名審稿教授對本文提出之寶貴意見，給予作者對此議題有再檢討之機會，並使
論點更完整清晰，所為指正與建議，本文已參照修正。作者亦感謝研究助理黃嘉微與陳俞
均小姐協助細心整理蒐集台灣實務相關判決。

127

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7 卷．第 1 期

關鍵字：公序良俗、法國商標法、歐體商標法、識別性、不得註冊之商標
Keywords: Ordre public, Morality, French Trademark Law, European
Trademark Law, Non-registrability of trademarks

128

從比較法觀點論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商標：評智慧財產權法院九十七年度
行商訴字第八十五號判決

7

壹、前言
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條款(又稱公共秩序與道德條款，Ordre public et
bonnes moeurs，以下簡稱公序良俗條款)在智慧財產權體系中，一直是個難
解的議題。在專利法上，多數國家視違反公序良俗者為法定不予專利事項
之一。透過該條款，專利法試著在確保獎勵科技發展與創新，和維持社會
秩序與生命尊嚴取得一適切之平衡1。在著作權法上，由於著作權的保護在
於對人類精神創作的鼓勵與肯認，因此任何對作品內容價值上的判斷都應
排除，當然也就無公序良俗評價介入的空間。但面對特定作品，例如色情
電影，實務動輒引用「公序良俗條款」排除色情作品之著作權保護，此一
適用乃混淆著作權本質之結果2。
就商標法而言，公序良俗條款又以另一種不同的面貌出現。此類智慧
財產權除了保障商標權人之私益外，亦有強大保護消費者及維持市場公平
競爭之公益考量。因此公序良俗條款在商標得否註冊之控制上，扮演了較
其他體系更直接也更積極介入的角色。相較於專利法中公序良俗條款適用
之猶豫，商標圖案或文字內容若有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依現行社會一
般價值觀認為不雅，偏激，隱晦或具歧視性，或有違公益者，通常即被視
為違反公序良俗條款規定而不得註冊3。然而，拒絕其註冊，乃對商標申請
人最嚴厲之懲罰。究竟公序良俗條款之限制範圍可以到何等範疇，以及其
1

例如胚胎幹細胞之發明，即為一專利法上適用公序良俗條款平衡利益之例子。參考陳英鈐
（2006）
，
〈人類胚胎幹細胞專利與胚胎保護──一部 98/44/EC 指令各自表述〉
，
《科技法學
評論》
，3 卷 1 期，頁 75-132；謝銘洋、李素華、宋皇志（2005）
，
〈從歐洲觀點看幹細胞相
關發明之可專利性」〉
，
《月旦法學雜誌》
，118 期，頁 63-89；許曉芬（2011）
，
〈歐洲專利規
範中之「公序良俗」條款檢驗標準：以人類胚胎幹細胞專利為例〉
，
《中正財經法學》
，2 期，
頁 53-90。

2

謝銘洋（2010）
，
〈論色情作品在著作權法上之保護〉
，
《月旦法學雜誌》
，183 期，頁 93-104；

3

汪渡村（2008）
，
《商標法論》
，頁 83-86，台北：五南。

林洲富（2010）
，〈色情片之著作權保護〉，
《月旦財經法雜誌》
，22 期，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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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標準為何，便是商標法中需要解決之議題。
保護工業財產權之巴黎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以下簡稱巴黎公約 )4 第六條之五 A 項第一款規定，各
同盟國對於已於原始國依法取得註冊之商標，於該條所規定之條件下，應
接受其申請並賦予保護。但根據第六條之五 B 項第三款，商標若有「違反
道德或公共秩序之情事，特別是商標有使公眾誤信誤認之性質者」
，得否准
其商標申請或使其失效。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歐盟商標指令
(Directive 2008/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October 2008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 5 及 歐 體 商 標 規 則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07/2009 of 26
February 2009 on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6皆有類似之規定。有趣的是，
儘管歐洲國家商標法有義務接受歐盟指令最低限度的調和，各國內國法亦
深受歐體商標規則及法院解釋的影響，法國智慧財產權法典(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以下簡稱 CPI)商標、服務標章及其他顯著標識編
(Marques de fabrique, de commerce ou de service et autres signes distinctifs，
以下簡稱商標法)，卻對商標違反公序良俗之範圍有不同規範。和上述指令
與規則最大的差異在於，法國法上若「商標之使用」為「法律所禁止」者，
亦視為違反公序良俗，不得註冊7，為其特殊之處。

4

1883 年簽訂，最新修正為 1979 年。

5

Directive 2008/95/EC Art. 3(1) : “The following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or, if registered, shall be
liable to be declared invalid: (f) trade marks which are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or to accepted
principles of morality”.

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07/2009, Art. 7(1): “The following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 (f)

7

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CPI L.711-3: “Ne peut être adopté comme marque ou élément

trade marks which are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or to accepted principles of morality”
de marque un signe : b) Contraire à l'ordre public ou aux bonnes mœurs, ou dont l'utilisation est
légalement interdite”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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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法明定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不得註冊8，法院實務更不
乏以該理由否准之判決。然而，違反公序良俗者到底是指商標文字圖案本
身、商標使用、亦或其指定之商品或服務9？公序良俗條款於商標法上所欲
維護之法益到底為何？在維持商標選擇自由之同時，又該如何避免允許對
社會公益價值有所傷害之商標註冊？
對於上述疑問，我國學者討論不多10，而行政主管機關及法院實務向
來對於公序良俗之解釋，僅以「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利益或
社會一般道德觀念者」11帶過，對於如何具體判斷商標違反公序良俗，往
往欠缺具體解釋，如此對商標註冊適格性之預測及法確定性皆有所影響。
特別是本文所評析之智慧財產權法院九十七年度行商訴字第八十五號判
決，該商標形式或意義上並未有具體妨害公序良俗之情形，法院僅憑藉該
商標易使一般人誤認為保護婦女專線，判定其違反公序良俗，立論並非讓
人十分信服，實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由於公序良俗為一不確定法律概念，必須透過實務之詮釋才能充實其
內涵。因此本文以下透過整理實務案例，藉由比較法之視野，參照歐洲，
特別是世上第一部成文商標法之法國相關規定與實務見解，分析可能違反
公序良俗之商標態樣，並進一步分析其意義與適用範圍。以此為基礎，藉
由對本案判決之解析，確認公序良俗條款於商標法之適用界限。
8

我國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款。

9

參考日本商標法規定。汪渡村，同前註 3，頁 85。

10

王服清、許炳華（2008）
，
〈從憲法基本權利保障之觀點評析商標法的「公序良俗」條款之
規定〉，
《律師雜誌》
，343 期，頁 49-62。該文偏向由憲法基本權保障角度切入，本文則著
重於商標法本身及其相關比較法案例分析。

11

如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2649 號（裁判日期：93 年 11 月 25 日）；台北高等行
政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1051 號（裁判日期：93 年 9 月 30 日）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度
訴字第 5396 號（裁判日期：93 年 2 月 25 日）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度訴字第 2215 號
（裁判日期：92 年 7 月 2 日）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度訴字第 1213 號（裁判日期：92
年 4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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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 96 年 6 月 6 日以「護女專線」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
標），指定使用於商標法施行細則第十三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類表第三十
類12之「茶葉、茶葉製成之飲料、茶葉包、咖啡、咖啡製成之飲料、冰、
調味用香料、蜂蜜、
（更正後）蜂膠、食用花粉、糖果、米果、餅乾、穀製
點心片、蛋糕、年糕、發粿、綜合穀物纖維粉、杏仁粉、酵母」商品，向
被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商標圖樣之「護女
專線」
，易使人認與「保護婦女專線電話」有所關聯，以之作為商標，指定
使用於前揭商品，尚難使相關商品之消費者認識其為表彰商品之標識，並
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應不准註冊，於 97 年 6 月 2 日以商標核駁
第 307336 號13審定書予以核駁之處分。原告不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
駁回，原告猶未甘服，遂向智慧財產權法院(以下簡稱智財法院)提起行政
訴訟。

參、判決理由
本案經智財法院審理，於 97 年 12 月 25 日辯論終結，並於 98 年 1 月
6 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其理由主要有二:
第一，法院認為，本件爭點應為系爭商標「護女專線」是否具有識別
性，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識其為表彰商品來源、品質、信譽之識別標識。
系爭商標之字面文義解釋，就一般人之理解，應指「保護婦女專線電話」
之意，較符一般人對系爭商標文字之文義解釋。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巧妙地
隱喻所表彰商品可達到「調節生理機能、青春源頭、青春永駐」之效果，
12

原判決經智慧財產權法院民國 98 年 1 月 16 日行政裁定更正。原判決誤載系爭商品於第 5

13

原判決經智慧財產權法院民國 98 年 1 月 16 日行政裁定更正。原判決誤載為第 307336 號

類。正確類別為第 30 類。
審定書。正確字號為第 307336 號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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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具創意及巧思云云，此僅係其單方說法，未見其他證據支持。
第二，法院認為，由於系爭商標予人之字面文義係指「保護婦女專線
電話」之意，其所涉及之重要事項，即有關婦女人身安全保護之公共秩序
問題（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款參照），倘系爭商標不能免除一般
人誤解為「保護婦女專線電話」之可能性，則系爭商標縱然有高度創意巧
思，亦不能取得註冊。申言之，公共秩序及善良風俗乃所有商業行為中應
嚴守之規範，此一界線亦不能有絲毫逾越，否則，即係犧牲公共秩序及善
良風俗以成就私人利益，其中利益權衡，孰輕孰重，不言可喻。
此外，原告主張於商標註冊實務上，不乏以「某某線」為註冊商標，
而被告並未判認該等「某某線」商標為某種專線電話或者其餘不具商標識
別性之意義而准許其註冊。判決認為依商標審查個案拘束原則，尚不得以
上開案例執為本件應准註冊之論據。即就原告所引上開個案而言，上開商
標所使用之「某某線」文字，其中「線」字部分均單獨出現，是否必然引
申為「專線電話」而言尚有爭議，即以上開個案中所使用之文字，亦與公
共安全或善良風俗無關，此為上開個案與本件系爭商標最大差異處。
因此，本件原告所申請註冊之系爭商標既因涉及公共秩序及善良風
俗，違反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所為申請自不應准許。本
件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被告對原告於 96 年 6 月 6 日
以「護女專線」商標註冊事件，應作成准予註冊之行政處分，均為無理由，
應予駁回。

肆、判決評析
一、公序良俗條款於商標法上之意義與功能
一般而言，在滿足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得認識其為表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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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之標識，並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的前提下14，商標法應於
最大可能性下容許申請者自由運用巧思，選擇適合表達其商品或服務之商
標。惟自由選擇的界線必須受到商標法或相關法令之限制，以維持公眾秩
序與利益。這是由於商標法除了保障商標權人之私益外，亦有強大保護消
費者及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的公益考量。因此，在商標得否註冊之控制上，
除了識別性要求外，文字或圖案本身是否為一適格標的，更是一重要考量。
是故，商標法禁止註冊例如官方標誌，或使公眾誤信誤認其商品或服務之
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的圖案文字，其目的皆是為了使消費者得以清楚
區別商標或服務來源，避免在不知情的狀況下，模糊了商標原有之辨識功
能，有損於公眾利益及消費者之保護。
本文認為禁止違反公序良俗商標註冊，其規範基礎大致可歸納為下列
兩者：
（一）公眾利益與社會道德觀念之維護
一般認為商標圖樣有妨害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係指商標本體有為國
家一般利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念者15。其中根據我國實務見解，公共秩序
係指國家及社會生活的共同要求，包括立法精神及基本國策在內，而所謂
善良風俗，則是國民一般倫理與道德，包括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及民間習

14

如商標法第 5 條第 2 項。關於商標識別性(又稱適別力、顯著性)我國文獻豐富，可參考許
忠信（2008）
，
〈由 TRIPs 與巴黎公約等國際規範論我國商標法上之保持公共需求-從廣告
名句「鑽石恆久遠一顆永流傳」之商標註冊爭議談起〉，
《台北大學法學論叢》，67 期，頁
43-119；陳昭華（2008）
，
〈由德國商標識別能力與識別力之區分檢討我國識別性之規定〉，
《民事法學新思維之開展─劉春堂教授六秩華誕祝壽論文集》，頁 675-687，台北：元照；
蔡明誠（2000）
，
〈論商標之抽象識別性與具體識別力要件〉
，
《法令月刊》
，51 卷第 10 期，
頁 526-538；趙晉枚（1994）
，
〈商標識別性之研究〉
，
《華岡法粹》
，22 期，頁 49-59。或參
考我國智慧財產局，商標識別性審查基準，民國 97 年 12 月 31 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
09720031750 號令訂定發布，98 年 1 月 1 日生效，http://www.tipo.gov.tw (最後瀏覽日:
01/20/2011)

15

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2007）
，《商標法原理》
，修訂三版，頁 339-359，台北：新學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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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在內16。若一商標之文字圖案有違社會一般共識與道德觀念，例如使用
不雅言詞或者有鼓勵使用違禁品之虞的辭彙，即有可能被視為違反公序良
俗而核駁其註冊。
但此條款之適用必須巧妙平衡於商業言論自由與不適當言詞禁止間，
否則很可能會造成商標適格之法不確定性。若參考歐洲內部市場調和局
(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OHIM，又稱歐體商標局)17
於「Screw You」18一案之見解，基於商標之對外性，應該依照「具有一般
程度敏感與包容力之客觀正常人(reasonable man)」19的認知，在極度保守
與極度開放的感知間，找到平衡落點。
因此，商標文字圖案若僅為輕微不雅或具性意味之兒戲之語，應視為
在可容許範圍內20，反之，要是文字圖案牽涉極端粗俗之言語、惡毒的種
族言論、傷害特定族群宗教信仰或是與恐怖主義有關，就不應允許其註冊。
此判斷必須端視系爭商標的使用環境與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務而為綜合考
量。例如具強烈性意味之文字圖案，若是指定於情色商店販售的商品，所
造成之影響將遠遠小於在大街上販售的日常生活用品，並且，情色商店的
客戶，一般來說應較不易為該文字圖案所觸犯。
16

98 年智商 0305 字第 09980031520 號，中台異字第 G00980281 號（作成日期：99 年 1 月

17

歐體商標制度之發展歷經多年。從 1964 年提出商標法草案，1988 年 12 月 21 日通過會員

27 日）
。
國商標法律規定調和第一次準則，
「歐洲內部市場調和局」
（ The 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OHIM）於西班牙成立負責受理共同體商標申請。1993 年 12 月 20 日正
式通過歐體商標規則（Community Trade Mark Regulation ）
。歐體商標主要係透過單一之
註冊程序，取得單一之商標專用權，而自動於所有會員國得到平等效力之保護。中文資料
可 參 見 曾 陳 明 汝 著 ， 蔡 明 誠 續 同 前 註

15 ； 英 文 資 料 可 參 考 :

http://oami.europa.eu/ows/rw/pages/index.en.do (最後瀏覽日: 01/05/2011)
18

OHIM, The Board of Appeal, R495/2005-G, Screw You v. OHIM, 6 July 2006.

19

R495/2005-G, See id para. 21. 此客觀正常人之標準，筆者認為應有參考歐洲專利實務中，

20

R495/2005-G, See id at 19.

關於公序良俗條款判斷標準之豐富案例討論。參考拙文，許曉芬，同前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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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IN LADEN」 (賓拉登) 21一案中，歐體商標局認為，該文字由於
與恐怖主義相連，很有可會引起影響社會基礎價值之混淆，因此不論指定
何類產品，都應被視為違反公序良俗而禁止。本案於申訴過程中，申請人
主張「BIN LADEN」為一常見之阿拉伯名稱，且其合夥人的名字即為 Bin
Laden，因此為一適格的商標文字。第二級上訴委員會(Second Board of
Appeal)認為，自從美國 911 事件後，「BIN LADEN」一詞已與恐怖主義蓋
達組織(Al Qa’eda)首領產生連結，一般民眾無法得知此名稱僅為一普遍姓
名，而會以為該名稱即指恐怖組織首領。委員會強調，恐怖主義乃是絕對
違反歐盟會員國及文明社會之「基本秩序」與「道德倫理共識」
，並且深深
觸犯文明社會之普世價值。因此，委員會無須證明一般民眾是否真為該名
稱所誤導，亦無須證明申請商標與恐怖組織首領之實在關係，此名稱不得
註冊，乃不證自明之事實。
儘管肯認歐體商標局基於公序良俗條款拒絕註冊「BIN LADEN」之決
定，但本案並非毫無爭議。由於該案申請日剛好在美國 911 事件發生前幾
個月，當時「BIN LADEN」一詞尚未令人聞之色變，因此申請人主張，既
然認定違反公序良俗之時點，應以申請註冊時定之，審查委員不應將該申
請名稱與恐怖組織做不當連結。對此，委員會並未採納申請人之主張，認
為「BIN LADEN」一詞在申請時早已惡名昭彰，並且，委員會認為不論如
何，在正式允許註冊前，審查委員都可就申請案進行評量，這和溯及既往
(tempus regit actum)並無關聯。學說大致同意委員會之觀點22，然而對於法
安定性的維持，似乎就顯得薄弱。
（二）訊息傳遞之限制
承上所述，一般認為之所以不允許違反公序良俗的商標註冊，是由於

21

OHIM, The Board of Appeal, Falcon Sporting Goods AGR v. OHIM, 176/2004-2,29 Sep. 2004

22

Humphreys (G.), Deceit and immorality in trade mark matters: does it pay to be bad?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2007, Vol. 2, No 2, p. 89-p.96 at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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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申請核准後應公告其內容，若商標本身之文字圖案有違社會一般共識
與道德觀念，仍加以公告，恐有不宜23。
但筆者認為，除了上述理由外，若從商標的基本功能探討，還有另一
種可能的解釋。商標除了表彰商品或服務來源外，另一項近年來在歐體商
標判決上十分被強調的功能，就是商標具有傳達訊息、廣告與強調形象之
作用24。透過商標，消費者或一般大眾，除了能夠確認其購買之商品或服
務為其所認知之來源外，更可藉由購買該商標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認可
一種形象、訊息或者價值。消費者透過該商標試圖投射之形象，與自身產
生連結，形成一種價值之認同25。因此，若允許妨害公序良俗之商標註冊，
例如註冊對種族、宗教等有侮辱或歧視之虞的字樣圖案，則不啻變相鼓勵
或贊同購買之消費者得與該商品或服務產生連結與認同。此一行為將會深
刻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與基本價值，因此應予禁止。

二、公序良俗條款於商標法之適用類型
（三）文字圖案自身違反公序良俗
1.我國見解：適用範圍不確定
我國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妨害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
者，為法定不得註冊事由。一般而言，會被認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之商標，包含商標本身文字圖案有下列情形者：(1) 損害國家、民族或社
會之尊嚴者，(2) 鼓勵或煽惑犯罪、違法或擾亂社會秩序者，非法組織、

23

汪渡村，同前註 3，頁 85。

24

CJCE, aff. C-487/07, L'Oréal / Bellure, 18 juin 2009.

25

例如當消費者看到 Louis Vuitton 字樣時，所聯想到的除了品質、華麗、昂貴等意義外，更
重要的是，透過例如近年來強打之行李箱廣告，該商標試圖投射出來的形象，為一種生活
的品味、具價值感的旅行概念、冒險與獨特。而這樣的連結，也替 Louis Vuitton 帶來了龐
大的商業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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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亂團體或盜匪、幫派等集團或個人之標記者，(3)易使人產生恐怖、醜惡
感而影響社會心理健康者，(4) 對於某一國家、種族、地區、宗教、團體、
職業或個人表示侮辱或不尊重者，(5) 違悖倫理，提倡迷信或敗壞風化者
等等皆屬之26。商標不論在形式上或意義上有妨害國家利益或社會道德觀
念都有本款之適用，但仍然需按照註冊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商標之具體內容
來認定27。因此，「冰癮」28、「陳朝松王 8 蛋」29、「COCAINE」30等，皆
被主管機關視為違反公序良俗，因而核駁其商標申請。
然而，若觀察行政主管機關之核駁理由，會發現其標準並非十分明確。
例如以違反公序良俗為由，不准「席拿」31或「洗拿」32之商標註冊，其理
由為系爭商標為已故世界知名之巴西 F1 賽車手 Senna 的中譯姓名，由於

2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逐條釋義，第三章第二十三條第十款。http://www.tipo.gov.tw (最

2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逐條釋義，第三章第二十三條第十款。http://www.tipo.gov.tw (最

28

94 智商 0567 字第 09480179040 號，核駁第 0284862 號（核駁日期：94 年 5 月 11 日）
。
「經

後瀏覽日: 01/05/2011)。
後瀏覽日: 01/05/2011)
核本件商標圖樣上之「冰癮」，依社會通念係服食興奮劑冰（甲安非他命）上癮之稱謂，
興奮劑冰（甲安非他命）又稱之為『冰毒』，以之作為商標圖樣，有使人對『冰毒、奮劑
冰（甲安非他命）』產生直接之聯想，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
29

96 智商 0209 字第 09680261610 號，核駁第 0300138 號（核駁日期：96 年 6 月 6 日）
。
「查
『王 8 蛋』為罵人不雅言詞，本件商標圖樣上之『陳朝松王 8 蛋』，有辱罵他人之意，
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

30

96 智商 0300 字第 09680202070 號，核駁第 0299655 號（核駁日期：96 年 5 月 3 日）
。
「經
核本件商標圖樣上之『COCAINE』係藥名古柯鹼，以之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廣告企劃
及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電視廣告設計、電台廣告設計、網路廣告設計、
工商廣告之企劃、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錄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
計、企業識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
服務、櫥窗設計及擺設之設計、網路拍賣、產品包裝、便利商店、超級商店、購物中心、
郵購、電視購物、網路購物（電子購物）、布疋及衣服及服飾配件、家具及室內裝設品、
五金及家庭日常用品、文教用品、鐘錶、首飾及貴金屬、化妝品、康樂用品、靴鞋、皮包、
皮件零售之服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
。

31

98 智商 0500 字第 09880150410 號，核駁第 0314402 號（核駁日期：98 年 3 月 31 日）
。

32

98 智商 0392 字第 09880008500 號，核駁第 0312459 號（核駁日期：98 年 1 月 0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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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na 的榮耀事蹟仍為全球相關消費者津津樂道，申請人用以指定汽車零
件等商品，有「妨害公共秩序予善良風俗之虞」
。
另一例則是不允許用於針劑減肥藥「LIPOSTABIL」33商標註冊，其理
由為外國及我國對該藥劑之安全程度及效能並未核准或評估，若允許該商
標註冊，會使「消費者認為商品經合法註冊無害於身體健康，有妨害社會
安全秩序之虞」。
上述二案之核駁理由，皆非如實務通常見解以「商標自身」文字圖案，
判斷是否違背公序良俗。姑且不論「席拿」或「洗拿」之文字是否得基於
它款禁止註冊34，該文字本身或其使用，皆尚難謂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
利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念」之意35。而「LIPOSTABIL」申請案核駁理由，
則更有討論空間。除非該藥品為法令明白禁止(例如麻醉品)或者有使人誤
信誤認之情形發生(例如使人誤以為是治療某種疾病等)，否則僅以該項藥
物技術研究文獻甚少，多國未核准作為藥品使用，允許註冊有妨害社會安
全秩序等語排斥其註冊，實對商標選擇自由有不當之限制，且欠缺法理論
基礎。
33

97 智商 0246 字第 09780144870 號，核駁第 0306514 號（核駁日期：97 年 4 月 09 日）
。

34

例如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十四款：「商標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註冊：十四、有他人之
肖像或著名之姓名、藝名、筆名、字號者。但得其同意申請註冊者，不在此限」，或商標
法第二十三條第十一款：「商標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註冊：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
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

35

同前註 11。我國行政實務對人名之中譯，似乎相當習慣基於違反公序良俗條款而予以核
駁。例如基於李小龍是華人社會乃至國際影壇均有影響力的演員和武術家，因此申請「李
小龍人像圖」作為商標使用，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而予以核駁(（97）智商
0313 字第 09780418540 號，核駁第 0309896 號)。或以林肯 LINCOLN 及圖申請商標，基
於「林肯肖像」為世界知名之美國已故總統肖像，以之作為商標圖樣之一部分申請註冊，
對於公共秩序有不良影響之虞，亦予以核駁(（96）智商 0246 字第 09680441720 號，核駁
第 0302350 號)。筆者對此適用並不贊同，因為不論是基於商標自身或其使用是否為法律所
禁止之考量，上述名稱皆非違反社會秩序或道德觀念，所侵害之法益在此類案例中並不明
確，是商譽或名稱的攀附，還是有欺騙公眾之虞? 仍須加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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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特定宗教名稱或圖像之核駁意見，往往也讓人無所適從。
一般而論，若一商標對於某一宗教、團體表示侮辱或不尊重，應視為違反
公序良俗而不予註冊。我國商標識別性審查基準亦清楚指出，由於宗教對
於一般人民不僅是單純的信仰，更是精神的寄託，也是社會的安定力量。
宗教神祇、用語與標誌常常具有聖潔、莊嚴的意象，若使用於商品或服務，
使人產生貶抑或負面的聯想，而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有所妨害時，即有
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適用，不得註冊36。因此使用「彌
勒佛」商標指定於「檳榔零售、香煙零售、酒類零售」
，由於可能損及「一
般公眾對宗教信仰之國民情感」，有妨害善良風俗之虞37。
惟行政實務的判斷標準有時令人困惑。例如「阿拉」指定使用於「咖
38

啡」 或「燈泡照明器具」39即有違反公序良俗之虞，但「濟公」指定於酒
類40、「觀音」指定於冰品41則因「我國人民習性偏好與神明接近，以祈求
得其更多庇祐，民眾接受神祇名稱作為商標之程度及風俗民情，自與回教
徒有別」而允許其註冊42。誠然公序良俗之判斷應以我國社會環境及一般
36

商標識別性審查基準，同前註 14。

37

中台異字第 G00930539 號（作成日期：94 年 5 月 1 日）
。

38

（98）智商 0216 字第 09880580760 號（作成日期：98 年 11 月 26 日）
。「本件商標圖樣上
之中文「阿拉」，係阿拉伯語對伊斯蘭教所信奉唯一真神的稱呼，鑑於伊斯蘭教信徒對其
宗教信仰極為虔誠與尊重，隨意使用其真神名稱「阿拉」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咖啡、
炭燒咖啡、人造咖啡、未烘過的咖啡、咖啡豆、咖啡包、咖啡精、咖啡粉、代用咖啡、咖
啡醬、速食即溶咖啡。咖啡飲料、加奶咖啡飲料、咖啡製成之飲料。冰、天然或人造冰、
冰塊、雪糕、冰淇淋」等商品，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
。(粗體作者自加)

39

（97）智商 0500 字第 09780243690 號（作成日期：97 年 6 月 11 日）
。
「核本件商標圖樣上
之「阿拉」，為阿拉伯語對伊斯蘭教所信奉的唯一神的稱呼，指定使用於「燈泡及照明器
具」等商品，有妨害公共秩序之嫌」
。

40

例如商標註冊 01344741 號用於 033 類「白蘭地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水果酒、雞尾
酒、清酒、高梁酒、茅台酒、葡萄酒、米酒、紹興酒、含酒精之飲料（啤酒除外）
、白酒、
梅酒、紅酒、鹿茸酒、梅子酒、酒精飲料（啤酒除外）、料理米酒、奶酒」
。

41

例如商標註冊 01064051 號用於 030 類「各種冰、冰塊、刨冰、冰棒、雪糕、冰淇淋、霜

42

前揭註 37。

淇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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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觀點定之，但如果因為神祇不同，而有不同的判斷標準，且我國民
眾亦有回教徒，這樣的判斷似乎略嫌武斷。
我國法院多數見解則堅守，商標法所稱之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應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公序良俗之情形」43或「商標圖樣本身所表彰
之觀念、外觀或讀音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而言」44，且應「依申請
註冊當時之社會環境」45。
在特定案例中，部分訴訟當事人引用日本法院之見解，認為公序良俗
條款之適用，不應僅限於商標圖案本身有妨害公序良俗，亦應包括申請商
標的行為具有妨害公序良俗的情形，否則即不足以保障商標秩序。並引述
日本實務見解認為冒用他人商標、冒用他人著作以申請商標註冊，顯具惡
意，並非商標法所應保護之正當法益，應認為違反公序良俗而予以禁止46。
我國法院對此主張一律採否定之態度，堅守應僅就商標圖案本身是否有妨
害公序良俗一事加以探討。
另外在少數判決中，法院曾提及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及善良風俗者，
應就商標圖案本身所表彰之意義或「標誌效果」47判斷，至於何謂標誌效
果，判決內文並未加以說明。一般而論，效果意味著「功效、效率」
，因此
「標誌效果」應可解釋為該標誌對外呈現所造成之結果與影響。如此是否
表示法院除了就商標本身文字與圖案判斷，亦即於系爭商標之「使用」
，仍
43

最高行政法院 94 年判字 1631 號（裁判日期：94 年 10 月 27 日）
。

44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4 年度訴字第 4044 號（裁判日期：95 年 12 月 21 日）。

45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1051 號（裁判日期：93 年 9 月 30 日）
。

46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2649 號（裁判日期：93 年 11 月 25 日）；台北高等行政

47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度訴字第 2215 號（裁判日期：92 年 7 月 2 日）
；台北高等行政法

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770 號（裁判日期：93 年 6 月 3 日）
。
院 91 年度訴字第 1213 號（裁判日期：92 年 7 月 17 日）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0 年度訴字
第 5276 號（裁判日期：91 年 11 月 12 日）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0 年度訴字第 4560 號（裁
判日期：91 年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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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闡明。
本文所評析之智慧財產權法院九十七年度行商訴字第八十五號判決
中，法院認為由於系爭商標「護女專線」字面文義使人認為係指「保護婦
女專線電話」之意，倘系爭商標不能免除一般人誤解為「保護婦女專線電
話」之可能性，則系爭商標縱然有高度創意巧思，亦不能取得註冊。如此
之推論，不但對系爭商標之字面意義有擴張解釋之嫌48，亦將商標的使用
納入公序良俗判斷，與其他判決之立論迥異。
由上述案例得知，行政機關對於判斷違反公序良俗之商標，除了針對
文字圖案自身加以判斷，在某些案例中，亦會延伸到與指定商品的結合。
而法院則是在少數案例中將公序良俗判斷範圍延伸到商標的使用。然而，
我國法制未如日本商標法明定，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者於特定情況下有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不得註冊49。或如法國商標法規定，商標之
使用為法律所禁止者，視為違反公序良俗不得註冊。行政機關與法院逕行
以解釋擴大公序良俗適用，進而排除商標註冊申請，實對法之可預測性及
確定性有很大之影響。
2.法國見解：商標適法性之關鍵
法國商標法與我國同樣採註冊主義50。商品所使用之商標、服務標章
或團體標章都可申請註冊51，識別性(distinctivé)則為商標申請註冊之主要構

48

本案被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張原告申請註冊之系爭商標係由單純之中文「護女專線」
所構成，其中「護女」之文字，依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為保護婦女之意，而「專線」之
文字，依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則指專為處理某一事務而開闢的通信線路之意，二者結合
予人之印象及文義，易使人認其寓有「專為處理保護婦女事務而開闢的通信線路」之意。
然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並未定義「護女」為保護婦女之意。

49

日本商標法第四條第七款。汪渡村，同前註 3，頁 85。

50

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CPI. L. 712-1: “La propriété de la marque s'acquiert par

51

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CPI. L. 711-1I : “La marque de fabrique, de commerce ou

l'enregistrement＂（商標所有權通過註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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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52。並且商標內容不得包含 CPI L.711-3 條所列之標記。其中 L.711-3(b)
款前段規定，違反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者，不得作為商標或商標的一部分。
因此，公序良俗的限制，乃商標適法性之關鍵53。
是故，任何會激起種族仇恨與暴力、引起宗教排斥或傳達鼓吹麻醉性
藥品之標識或標語等，都會被視為違反公序良俗。例如「Puta madre」54指
定於服飾類商品，被視為違反公序良俗。儘管該文字並非法文，文義翻譯
後，為法文中十分粗俗不堪的言語。尤有甚者，該商品的主要消費者為青
少年族群，更彰顯其嚴重破壞社會價值與道德55。又例如「Cannabia」56之
文字指定於食品類商品57，或 「Chanvrette」58文字加上大麻葉圖案指定於
非酒精飲料，亦被法國工業財產局(Institut de la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INPI)
核 駁 註 冊申請 。 雷 恩上訴 法 院(Cour d’appel de Rennes) 肯 認 INPI 於
「Chanvrette」案之決定，認為若允許其註冊，日後當該商標所指定之飲料
販售於大眾銷售通路中，會使一般消費者誤以為在法國使用大麻類之麻醉
品已經解禁59。
de service est un signe susceptible de représentation graphique servant à distinguer les produits
ou services d'une personne physique ou morale＂（商標或服務標章係指用以區別自然人或法
人之商品或服務可用書寫描述之標記）。
52

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CPI. L. L711-2. : “Le caractère distinctif d'un signe de
nature à constituer une marque s'apprécie à l'égard des produits ou services désignés＂（構成商
標標記之識別性依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而定） 。Pollaud-Dulian(F.), La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Paris :Economica, 2011, p.746.

53

Vivant (M),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et ordre public, in Jean Foyer Mélange, Paris : PUF 1997,

54

“ Puta madre » 為西班牙文，翻譯成法文即為“pute＂（妓女）“ mère＂（母親）之意。

55

CA Montpellier, 8 déc 2009, n°08/07054

56

與法文中印度大麻“Cannabis＂一字字型讀音相近。

57

CA Paris,4e ch., 18 oct. 2000, JurisData n°2000-129005.

58

與法文中大麻“Chanvre＂一字字型讀音相近。

59

CA Rennes, 12 mars, 2002, PIBD 2002, n°743, III, p.247.

p.307.
此外，該文字不論字型及讀音都非常接近法文，因此一般消費者都能瞭解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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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外一判決中，巴黎上訴法院(Cour d’appel de Paris)認為聖羅蘭公
司(Yves Saint Laurent)所註冊指定於香水之「Opium」 (鴉片)，並不違反公
序良俗。其理由為：
「申請註冊商標所指定之商品，與麻醉藥品全然無涉。
『鴉片』一詞在此並非意指同名的麻醉品，反而是意味一種脫離現實的意
境。該商標並不會激發麻醉品使用，亦無鼓吹之意圖，自然並未違反公序
良俗」60。因此牽涉到麻醉品的商標並非全數違反公序良俗，仍須就個案
觀之，並給予充分之理由始為妥當。
此外，並非所有包含「Sexe」 (性)字樣者，皆為違反善良風俗。巴黎
上訴法院認定「Désire Sexe」61用於色情網站為有效商標，因為商標自身並
未違反善良風俗。歐體商標局於其商標審查基準中亦揭示，不應混淆違反
善良風俗之商標與品味低俗之商標62。例如「Dick & Fanny」指定於服飾類，
不應被視為違反善良風俗。因為儘管「Dick」與「Fanny」在日常用語及通
俗用語中有雙重意涵63，且在通俗用語中之意義低俗，但在日常用語中卻
沒有任何侮辱或煽惑之意64。OHIM 對於此類使用不雅言語的商標，根據
主要接觸該商品之消費族群判斷，採取相對開放之態度。例如「Pisstarget」
、
「Billy Bastard」
、
「Bullshit」及「Bitch Screw You」65指定使用於情色商店，
皆為有效商標。然若消費者為一般大眾，例如指定於服飾類之「Screw You」

60

CA Paris, 7 mai 1979, Ann. Propr.ind. 1979, p.306.

61

“Désire Sexe＂可譯為「性、慾」。CA Paris, 19 oct., 2005, JurisData n°2005-283917.

62

OHIM, Guidelines concerning proceedings before the 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Part B , 7.8.1: “Trade marks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in poor taste do not offend against
this provision”. Available at:
http://oami.europa.eu/en/design/pdf/RCD_%20Renewal_Guidelines-23042008-EN.pdf (最後瀏
覽日: 01/10/2011)

63

Dick 於英語俗話中係指男性性徵，而 Fanny 於英語俗話中，則指女性性徵。

64

OHIM, The Board of Appeal, R111/2002-4, Dick Lexic Limited v. OHIM, 25, March, 2003

65

Folliard-Monguiral(A.), Florilège de jurisprudence 2006 en matière de droit communautaire des
marques,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2007, n°2, étude 4, p.23-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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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申請案，則基於違反善良風俗而排斥其註冊66。
OHIM 對於不雅言語註冊商標寬鬆的態度，法國學者多予以批評67，
認為儘管現今社會十分開放，但商標之基本功能，應在於使消費者能清楚
辨識商品及服務，而非譁眾取寵。並且商標具有對外彰顯之性質，且可不
限次數延展，因此對於考慮不雅言詞之商標註冊，仍應謹慎為宜。
（四）文字圖案使用違反公序良俗
若從法國商標法觀之，另一判斷是否違反公序良俗之標準，並不僅基
於商標文字圖案自身考量，更及於其使用。法國 CPI L.711-3(b)款後段規
定，文字圖案之使用「為法律所禁止者」
，不得成為商標或商標的一部分。
因此，商標除了文字或圖案本身必須不違反社會之正常運作與基本價值，
若其使用為法律禁止者，亦不為法所允許。我國商標法未明文規範此一判
斷標準，但如同前述，部分實務見解似乎已將範圍擴張於使用，而非僅有
針對商標自身判斷而已。因此，法國商標法之規範及實務見解，值得進一
步探究。
法國商標法上，此一規範適用之範圍相當廣泛，此處提出兩個較特殊
之情形：
1.和公共健康相關者
基於公共健康之考量，公共健康法(Code de la santé publique)規定禁止
在日常用品或一般消費性產品上，使用與菸草(Tabac)或含酒精飲料(boisson
alcoolique)商品商標相同或類似之標記68。此規定並非禁止菸草或含酒精飲

66

同前註 18.

67

Roujou de Boubée (I), Marques- Signes illicites ne pouvant constituer des marques valables,

68

Article 4 de la loi n° 76-616 du juillet 1976.

Fasc. 7115, JCL Marques – Dessins et modèles, 2009.10,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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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之商標，而是當一商標已指定使用該類商品，若再使用於其他日常用品
類別上，有替前一類產品宣傳或廣告的可能性，進而提倡鼓勵消費菸酒之
嫌，此類行為正是為公共健康法所明文禁止。因此，若將原用於菸品之
「Royal」69商標，指定於日常用品或消費性產品70，則會被視為違反公序
良俗而予以核駁71，但法國最高法院亦在該案中指出，若指定於非日常用
品或消費者產品，則不受此限制72。需要注意者為「Royal」一字本身，並
未違反任何社會基本價值與道德，但因商標法外之法令明文禁止使用與菸
草商品商標相同或類似之標記，使用該文字為商標，即成一違反公序良俗
之事由。。
公共健康法其後更進一步禁止所有直接或間接鼓勵廣告菸草產品者之
行為。任何使用圖案、呈現方式、商標、廣告標誌或其他識別性標章以致
聯想菸草產品者，都可視為間接鼓勵行為。因此不論商標是否指定為日常
產品或一般消費性產品，只要相同或類似菸草產品商標者，皆以違反公序
良俗之由拒絕其註冊73。
部分學者十分反對此一規範，認為公共健康法對於商標法之限制並非
妥當，特別是可能對商標選擇之自由及其權利人有所損害，甚至出言嘲諷
「濫用衛生主義有害商標健康」74。實務上少數亦有不同見解。例如巴黎
上訴法院准予一雪茄形狀香水瓶之立體商標註冊，認為公共健康法僅欲防
止提倡鼓吹消費菸草或聯想至該產品之行為，只要該商標並未鼓吹使用菸

69

Royale 為法國著名香菸品牌。

70

系爭商標指定於科學儀器器材、車輛、紙品、印刷品、皮件、服飾鞋類、玩具及運動用品。

71

CA Paris, 17 oct. 1983 ; Cass. Com., 6 mai 1986, CA Paris, 18 févr. 1987 ; Cass. Com., 18 avr.

72

Cass. Com., 18 avr. 1989, n° 87-13.303.

73

Loi Evin n°91-32, Art. 3511-4 du Code de la santé publique.

74

Olzak (N), L'abus d'hygiénisme nuit gravement à la santé des marques, in MELANGE G.

1989.

BONET ; Litec/IRPI, 2010, p. 407. 此文章標題乃模仿香煙盒外包裝之警告標語 “Fumer nuit
gravement à la santé ＂（吸煙有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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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或未使公眾聯想至該菸草產品，即不在規範之列，不應被禁止75。但
此見解仍為少數，大部分學說及實務仍認為，只要商標之使用有可能推廣
提倡消費菸酒，都應被視為違反公序良俗而拒絕其註冊76。
2.和商品服務來源與品質相關者
歐盟規範或法國內國法中不乏有商品標示相關法令，亦成為判斷商標
使用是否為法律所禁止的來源。例如歐盟兩千年食品標籤包裝廣告指令
(Directive 2000/1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 the Council of 20 march
2000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he
labelling, presentation and advertising of foodstuffs)，或理事會規則(EEC) 第
2392/89 號規定葡萄酒和葡萄汁之描述和包裝容器上名稱通則 (No 2392/89
of 24 July 1989 laying down general rules for the descrip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wines and grape musts)77等。因此，巴黎上訴法院拒絕 「Vin des femme」
(女性之酒)商標之註冊，理由即為該商標會讓人誤以為該產品特別合適於
女性使用，而此等推薦為歐盟理事會規則所明文禁止78。
至 於 法 國 內 國 法 ， 其 中 影 響 最 大 者 為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Code de la
consommation)。法國消保法 L. 213-1 規定，任何有可能欺瞞或試圖欺瞞消
費者，使其對任何商品之性質、來源、品質、成分或內容物等有錯誤認知
者，皆為法所不允。是故，巴黎上訴法院認為用以指定所有貴重金屬物品
之商標 「Les Etains de Paris」 (巴黎之錫)，違背公序良俗不予註冊，乃基
於法令規定必須實際包含一定比例「錫」之物品，才得使用此一名詞79。
75

CA Paris,4e ch., 14 févr. 2003.

76

Barthelemy (D) et al., Chronique de jurisprudence Marques, JCP E, n° 41, 9 oct. 2003, 1434

77

此規則現已失效。目前歐盟葡萄酒市場共同組織規定由理事會規則(EC)第 1493/1999 號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493/1999 of 17May 1999 on the common organization of the
market in wine)規範。

78

CA Paris, 5 mai 1988, RIBD 1988, III, p.397.

79

CA Paris, 29 oct. 1979, Ann. Propr. Ind. 1980, 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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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指定於健康食品之商標「Pharmadult」80，則因違反此類商品不得宣稱
具有任何治療或預防效果之規範，故違反公序良俗不得註冊商標81。
此外，巴黎上訴法院亦曾撤銷兩個與礦泉飲用水相關之商標，「Vals
Fluor」及「Evian Fluor」82。因為該商標所指之商品僅是在水中加入螢石
成分，使用「 Vals 」 和「Evian」兩字，會讓消費者會誤認為其所使商品
為經過嚴謹法令規範下產出之礦泉水。反之，
「Mont Roucous」商標則被認
為得以指定非該地所產之礦泉飲用水，因為「Mont Roucous」的地名並不
會使人聯想到特別的礦泉水品質，僅是一中性之名詞，不會讓消費者有任
何誤會的可能性，故為一適法之商標83。
若置上述兩類別商標於我國商標法中考量，其中後者「商品服務來源
與品質相關者」似可利用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排除使公眾
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之商標註冊。例如使用或
部分使用地理名稱為商標者，儘管該地名並非原產地標示名稱，一般消費
者仍有可能認為該商品與地名必然有相當連結而購買。若該商品確實和地
名毫無關係，在眾多可成為商標之文字圖案中，刻意挑選與該地理名稱相
連結之商標，使公眾有誤信誤認之虞，這時公眾利益或消費者權益之保護，
即應置於商標權人選擇文字圖案自由之上。
但前者「和公共健康相關者」的類別，在我國商標法上較難以禁止。
除非其文字圖案有使公眾誤信其性質，例如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在 Salem 淡
菸案中拒絕「SALEM SLIM LIGHTS」之註冊，乃基於若允許將「LIGHTS」
文字使用於香煙商品上，將使得商品相關消費者產生其所販售之商品應較
無害於人體健康之直接聯想，顯與其淡煙有害人體健康甚鉅之事實不符。
80

« Pharma »之字首為藥物之意義。

81

Décision directeur de l’INPI, 20 janv. 1982.

82

CA Paris, 24 mai, 1982, RIBD 1982, III, p.167. 「 Vals 」 與 「 Evian」 都是法國盛產可飲

83

Cass. Com. 24 oct. 2000, RJDA 2001, n° 243, p. 218.

用溫泉水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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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系爭商標…不得准予註冊，其係基於係爭商標之註冊有使公眾誤認
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之重大公益上理由所為立法上
合理適當之限制…」84。但若是針對與菸草酒類相同或類似之商標使用於
它類產品上，例如「長壽」一詞使用於日常用品上，則無法以使人誤信誤
認或違反公序良俗條款加以排除適用。

三、針對智財法院「九七年行商訴字第八十五號判決」之評釋
根據法院見解，本案爭點主要有二，以下分別討論之。
(一)「護女專線」是否具備商標識別性
商標的主要功能在於識別商品或服務來源，若一標識無法指示及區別
商品或服務的來源，即不具商標功能，自不得核准註冊85。
本案被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認為系爭商標不准註冊，乃因該商標「係
由單純之中文『護女專線』所構成，其中『護女』之文字，依教育部國語
辭典簡編本為保護婦女之意，而「專線」之文字，依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
本則指專為處理某一事務而開闢的通信線路之意，二者結合予人之印象及
文義，易使人認其寓有「專為處理保護婦女事務而開闢的通信線路」之意，
此乃國人常見之一般描述性用語」
。因此用以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類
商品，
「實不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識其為表彰商品之標識，並得藉以與他人
之商品相區別，依商標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應不具識別性」。況以，「以
『護女專線』為商標圖樣，予人之印象及文義易使人連想為『保護婦女專
線電話』之簡稱，或與『保護婦女專線電話』有關，而非表彰商品來源之
識別標識」
。法院據此認為本案主要爭點在於系爭商標「護女專線」是否具
有識別性，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識其為表彰商品來源、品質、信譽之識別

84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5 年訴字第 3555 號（裁判日期：96 年 8 月 16 日）
。

85

商標識別性審查基準，同前註 1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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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識。
一般而言，判斷商標是否具有識別性，首在暸解該標識與指定商品或
服務的關係。當一個標識為描述性質，僅傳達關於商品或服務之資訊時，
消費者並不會把該標識當作是識別來源的標識。反之，若當標識沒有傳達
商品或服務的任何相關資訊時，消費者反而能夠理解其為商標，具有識別
來源的功能86。並且，描述性詞彙或事物常用以表示商品或服務品質、功
用或其他特性。競爭同業於市場上的使用頻率，或相關消費者所理解之一
般意涵為商品之相關說明，皆可用來判斷特定詞彙或事物的描述性程度
87

。因此，判斷「護女專線」是否具識別性，應觀察系爭商標是否帶有說

明飲食類商品之品質，功用或其他特性的說明含義88。
由此觀之，
「護女專線」並非如行政機關所言，為一描述性商標。該商
標既未傳達商品之資訊，一般競爭同業亦不以該商標文字說明自己的商品
或服務，消費者更不會將「護女專線」當成一般飲食類商品之說明。行政
機關僅以系爭商標予人之印象及文義易使人連想為「保護婦女專線電話」
之簡稱，而判斷其不具識別性，並非毫無疑問。
法院進一步批評，
「原告申請系爭商標註冊，自行解釋系爭商標所代表
之意義乃保護婦女健康，而所謂專線者，非指專線電話而言，乃刻意曲解
保護婦女（護女）單指保護婦女健康，並故意忽視所謂專線一詞予人之一
般文義及系爭商標所可能予人之一般認知」
。法院同意行政機關之看法，認
為「專線」一詞予人之字面理解，應係指「專線電話」而言。然而，商標
之審查，應就商標整體觀察。即使一商標中包含不具識別性的部分，如果
整體圖樣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識其為指示及區別來源的標識，即具有商標

86

同前註，頁 12。

87

同前註。

88

同前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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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識別性89。因此系爭商標應就「護女專線」整體進行討論，而非將「專
線」二字特別提出。
法院指出，若系爭商標不能免除一般人誤解為「保護婦女專線電話」
之可能性，則「縱然有高度創意巧思，亦不能取得註冊」
。然而，商標之識
別性判斷，與其是否具有「高度創意巧思」無關。此處明顯將著作權之原
創性或專利法之新穎性觀念帶入。商標只要有任何方式、任何程度之識別
性即不應拒絕其註冊90。此點亦須釐清。
有趣的是，法院最後並未就系爭商標是否具識別性加以判斷，僅提到
「系爭商標『護女專線』
，就其文字予人之直接理解，乃『保護婦女專線（電
話）』之意 (…) 較符一般人對系爭商標文字之文義解釋」，其後便逕行就
系爭商標是否違反公序良俗進行討論，最後判決理由亦非如行政機關所認
定之不具商標識別性，而是以違反公序良俗排除其商標申請。因此可推測
法院應是認為系爭商標仍是具有識別性。
(二)「護女專線」是否違反公序良俗？
法院認為系爭商標涉及者實為有關婦女人身安全保護之公共秩序問
題，故不應准予註冊，云「公共秩序及善良風俗乃所有商業行為中應嚴守
之規範，此一界線亦不能有絲毫逾越，否則，即係犧牲公共秩序及善良風
俗以成就私人利益，其中利益權衡，孰輕孰重，不言可喻」
。法院所言甚是，
但對於逕自判斷系爭商標「護女專線」違反公序良俗，筆者認為有待斟酌。
如同本文以上討論，對於違反公序良俗商標之判斷標的，我國實務向
來認為必須從「文字圖案自身」進行判斷。
「護女專線」商標自身並不會造
成前述損害國家民族尊嚴、煽惑犯罪、不雅言詞或使人恐懼等影響。儘管

89

商標識別性審查基準，同前註 14，頁 13。

90

許忠信，同前註 14，頁 5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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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序良俗之態樣不限於此等情形，但至少必須是重大違反社會秩序或
道德觀念者，其應具有最後手段性。系爭商標僅是「有可能」使人誤認為
「保護婦女專線」，而該可能性又因系爭商標所指為飲食類商品而更顯薄
弱。於此逕自認為違反公序良俗，理由略嫌牽強。
即便參考法國商標法上關於「文字圖案使用」為公序良俗判斷之規定，
其使用亦必須為法律所禁止，才視為違反公序良俗。如原告所主張，我國
一般熟悉之專線電話號碼，例如「113」為婦幼專線、
「110」為報案專線及
「119」為緊急事件報案專線，系爭商標「護女專線」，並非任何國人所熟
知之「專線電話」
。且我國法令亦未保留「專線」字樣於特定用途，其使用
亦非法律所禁止。如此擴大解釋公序良俗之範圍，對當事人權益之保障並
非妥當。此外，我國實務一向強調，應視商標及所指定之商品結合後予人
之整體印象為評斷是否違反公序良俗，若將專線二字放大檢視，似乎與過
去見解迴異。
儘管法院特別指出，
「蓋倘原告之主張可採，則「生命線」一詞用於飲
食類產品，亦無不可之理，然其中所涉及之公共秩序、社會安全問題，非
單純成就私人利益所得彌補」，但法院所舉之例並非十分適切。「生命線」
乃一實際存在之商標(原服務標章)91，並且確實是提供身心障礙心理輔導、
自殺防治之服務。因此「生命線」一詞得否註冊於其他類別，自需依個案
判斷之，而且有可能違反我國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禁止註冊相
同或近似國內著名機構名稱之規定。
此外，若將生命線指定使用於飲食類商品，亦有可能違反我國商標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使公眾誤以為該商品之來源為一般消費者所
熟知之生命線，販售目的為公益所需等，因而不應准允註冊商標。總而言
之，儘管可以理解法院認為應予「護女專線」之註冊不甚妥當而希望排除，但
不論從識別性或公序良俗角度觀之，排除系爭商標之註冊皆有重新檢討空間。
91

商標註冊號 00029607(第 12 類)，00027536(第 2 類)，00028132(第 1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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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本文判決基於公序良俗條款拒絕系爭商標之註
冊，理由並不充分。誠然在大部分的法體系下，公序良俗條款就像一條價
值之準繩，提供法院在協調與平衡不同利益衝突。且由於公序良俗條款為
一不確定法律概念，其意涵原本就很難利用定義性的方式加以闡明。若一
商標明顯欠缺妥適性，自得依法認定其違反公序良俗進而排除其商標申
請。如同 OHIM 於「Screw you」一案中所言，政府單位或行政機關，不
應積極協助欲透過商標拓展生意，但其商標卻會破壞文明社會基本原則之
人92。
然而若未能謹慎使用公序良俗條款，特別是過度擴大解釋之情況下，
將嚴重損害商標註冊適格性之預測可能性及法的可確定性，對商標之功
能、商標權人、甚至整體社會發展亦非有利。並且，亦有可能損及商標法
上之言論表達自由。
是故，區分一商標只是品味甚差或真正危害到社會秩序原則，並不是
件容易之事，法院也因此有相當大解釋之空間。法院必須在商標申請人自
由選擇文字圖案作為商標，和讓公眾免於受驚擾之中，取得一適切之平衡。
「因此缺少靈魂，物品才須商標」93，法國著名評論人如是說。物品
不但要有商標，還要有不損及社會秩序與價值之「好」商標，才能真正發
揮靈魂之功能。至於如何拿捏其中之界限，即為學說實務要一起努力之課
題。
92

“[…] the organs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ould not positively assist people
who wish to further their business aims by means of trade marks that offend against certain basic
values of civilised society”. op.cit.18, point 13, p.5.

93

« A défaut d’âme, les objets ont des marques ». Y. de l’Ecotais, La seccotine est irremplaçable,
éd. Paris :Plon 1998, cité par Pollaud-Dulian (F.), op.cit note 52, p.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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