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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標反向混淆屬較特殊之商標侵權型態，其與正向混淆皆係同樣源自混淆誤

認之虞理論，然有別於一般典型商標正向混淆係企業規模較小之商標後使用者企

圖攀附企業規模較大之商標先使用者其經營有成之商譽，商標反向混淆之混淆方

向與正向混淆相反，反向混淆之商標先使用者反而通常為規模較小之企業，而商

標後使用者反倒為大企業，因兩者名氣相差懸殊，造成消費者將先使用者提供之

商品或服務誤認為源自後使用者，使得商標先使用者的品牌擴展空間遭後使用者

的強大的市場知名度限縮，而企業規模較小之先使用者也因行銷資源較困窘之緣

故，難以打破該混淆誤認之劣勢再經營此商標，此是為商標反向混淆。自 1977

年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案正式肯認反向

混淆理論後，已有數十年之發展，美國實務因應反向混淆與正向混淆本質上的差

異，調整實際判斷反向混淆誤認之參酌要素；也基於反向混淆所受損害較抽象而

生之損害賠償計算困難，調整損害救濟之方法，而我國法院亦有分別針對我國反

向混淆之侵權及有效性訴訟案件表示見解，尤其近年似正式否認反向混淆理論於

有效性訴訟之適用。然因商標反向混淆所涉之利害關係人眾多，包含商標先使用

者、後使用者及市場消費者，故在關心反向混淆理論發展的同時，此制度僅保護

商標先使用者之正當性及衡平利害關係人利益之方法亦值得關切。 

故本文擬透過梳理反向混淆於我國與美國之發展脈絡，歸納、分析其於認定

反向混淆誤認及適用損害救濟方法方面之調整趨勢，並以法律經濟分析及賽局理

論探尋使整體利益接近 大化之衡平方法及維持此理想利益衡平狀態之配套。 

 

關鍵詞：反向混淆、混淆誤認之虞、損害賠償、合理授權金、法律經濟分析、財

產法則、補償法則、賽局理論、合作賽局、非合作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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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emark reverse confusion is a special type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Although reverse confusion and forward confusion are both from the theory of 

“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the scenarios of these two kinds of confusion are different. 

In typical trademark forward confusion, the junior user tries to a get free ride on the 

senior user’s goodwill and the consumers would mistakenly consider the junior user’s 

goods or services are provided from the senior user or connected with the senior user’s 

goods or services. However, the direction of confusion in trademark reverse confusion 

is opposite from the direction in forward confusion. Consumers mistakenly consider 

the goods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senior user are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or 

connected with the junior user because the junior user with a larger business scale may 

have sufficient marketing budget to saturate the market, and it puts the senior user into 

a severe circumstance. 

Trademark reverse confusion has been in decades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 case formally recognize it 

at the first time in 1977.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forward and 

reverse confusion, the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djusted the factors for the test of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n order to make them applicable to reverse confusion. And the 

courts also adjusted the damage relief due to the difficulty in calculating the relatively 

abstract damage in reverse confusion. Also, the courts in Taiwan have expressed the 

opinions on reverse confusion respectively in infringement and trademark validity 

lawsuits. It seems that the courts have already officially denied the claim of reverse 

confusion in the validity lawsuit. Nevertheless, there are many stakeholders exi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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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mark reverse confusion, including the senior user, the junior user and the 

consumers. Apar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rademark reverse confusion,  

the legitimacy to only protect the senior user’s right in trademark reverse confusion and 

methods to strike an interest balance among stakeholders are worth concerning as well.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omb out the development in trademark reverse 

confus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adjusting 

the factors for the test of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and the damage relief, also exploring 

the interest-balancing method that maximizes the overall interest and methods to 

maintain the ideal interest balance status by applying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nd the 

game theory. 

 

Key words: Trademark Reverse Confusion,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Damage 

Relief, Reasonable Royalty,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Property Rule, Liability Rule, 

Game Theory, Cooperative Game, Non-cooperativ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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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工商業蓬勃發展、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代，各種新型態產業如雨後春筍冒出，

既有型態產業之供給者亦大量增生，如此背景，使得市場競爭愈趨激烈，各企業

無不透過商標建立消費者對其之識別，企圖自茫茫一片競爭者海中脫穎而出。由

此，便可見商標之於企業的重要性，商標策略若適用得宜，除能增添企業商譽，

更能拉抬品牌價值，英國品牌顧問公司 Brand Finance根據品牌知名度、客戶滿

意度及推薦、財務表現與內部投資、市場佔有率與獲利能力等評估全球各大品牌

之價值，並於今年初公布 2018全球品牌 500強報告1，此份報告顯示，目前全球

品牌價值 高者為亞馬遜公司（Amazon），其品牌總價值高達 1508 億美元，可

見商標對企業價值之貢獻與影響力極高，也因為商標對企業經營有深遠影響，商

標搶註（trademark squatting）、假冒（passing-off）等行為在市場上也屢見不鮮，

如我國星宇航空商標遭他人搶註2、國際知名運動鞋品牌 New Balance 在中國遭

當地鞋業仿冒3⋯⋯等皆僅係冰山一角。 

而有別於搶註、假冒此等係其他競爭者欲挾持或攀附商標權利人商譽之情形，

另有商標反向混淆此種較特殊之商標侵權型態，此反倒係商標權利人（先使用者）

被誤認其欲攀附其他知名度高之競爭者（後使用者）之商譽，但事實上該知名度

                                                        
1 Brand Finance, Global 500 2018 – The annual report on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brands, 
http://brandfinance.com/images/upload/bf_global2018_500_website_locked_final_spread_03042018.p
df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2 董俞佳，「星宇」商標被註冊 星宇航空提異議，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774219 （ 後瀏覽日：2018年 07月 03日）。 
3 黃瑞黎，新百倫在華獲商標侵權賠償，外企維權里程碑，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70823/china-new-balance-trademark/zh-hant/（ 後瀏覽日：

2018年 07月 03日）。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較高之競爭者才是造成混淆誤認並侵害商標權利人商標權之一方，換言之，消費

者將先使用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誤認為係由後使用者所提供4，反向混淆便係如

此表面觀察解讀與事實侵權狀況相反之特殊商標侵權態樣。 

然隨企業多角化經營之風氣愈發興盛，商標反向混淆發生之可能性便因而提

高，我國與美國近年亦持續有反向混淆之案件發生，故本文擬歸納、分析反向混

淆此理論於我國及美國之應用與發展趨勢，並透過法律經濟分析及賽局理論檢視

現有損害救濟方法是否足以適切地衡平反向混淆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進一步探

索何種利益衡平方法能使整體利益 大化，與探究盡可能使該方法長久維持之對

策，試圖提供立法者在設計反向混淆相關法規制度上一個可能的方向。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欲以「商標反向混淆議題」為研究範圍，探討商標反向混淆制度於我國

與美國之發展沿革與實際將此理論落地應用於判斷混淆誤認之虞及決定損害救

濟方法之情況，比較臺美兩國發展差異並探究其根本原因，再收斂兩國案例發展

趨勢以展望未來。在此之外，本文亦以法律經濟分析回頭觀察反向混淆制度之正

當性及檢視現有損害救濟方法是否足以衡平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自眾利益衡平

方法中比較分析出較能使整體利益 大化者，再分別以合作賽局與非合作賽局理

論探討如何增強商標先、後使用者採取該相較理想之利益衡平方法之意願，及使

其盡可能長久維持之配套，促使所有反向混淆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趨近 大化。 

而在研究限制方面，本文將反向混淆理論適用與發展趨勢之探討範圍限縮於

我國與美國之個案判決與法制規定，而之所以將比較法對象聚焦於美國，除出自

語言限制之考量，更係因其為反向混淆制度之發源國，該理論於此國家已有數十

                                                        
4 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 23:10 (5th e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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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發展與討論，理論發展脈絡與個案判決、法規資料等資源皆較其他國家完備，

故謹以美國為比較法之論述對象，並期待藉此給予我國發展商標反向混淆法制之

參考。又因本文將透過個案判決與法制規定之觀察比較並收斂反向混淆理論之發

展趨勢，故於我國個案判決採用上，將受判決檢索工具及搜尋關鍵字之限制，本

文以法源法律網作為檢索工具，受其資料收錄範圍限制，本文以民國 87年後之

民事、行政判決為檢索範圍，並僅以「反向混淆」作為搜尋之關鍵字。另於合作

賽局理論之應用，因一般典型合作賽局解集內含合作解的數量僅限於有限之賽局

參與者所排列組合出的結盟方式，但反向混淆便不相同，因其得透過各種法律制

度之調整與設計，或約定各種契約條款實現補償給付、調整報酬配置，故反向混

淆合作賽局解集內含之合作解似無法窮盡，且未必各個合作賽局之解集中都存在

報酬配置達柏拉圖 適狀態之「核」，基此，本文僅應用合作賽局中設計補償給

付之核心理念，試圖構思報酬配置相較理想之合作解，略不探尋該合作賽局之核。 

另雖反向混淆情境下之利害關係人除先、後使用者外，仍另有消費者之利益

須一併考量，然因本文主題係試圖以賽局理論及法律經濟分析探究使反向混淆先、

後使用者雙方利益衡平之較佳方法，為了使分析結果能較客觀呈現對先、後使用

者雙方實際之利益分配及效率之影響，本文於探討對雙方較佳之利益衡平方法時

試圖將分析情境中的因素合理地單純化，將賽局之參賽者設定為僅有先、後使用

者雙方，並在以法律經濟分析研究之同時，將利益分配與效率衡量之重心置於先、

後使用者雙方，是故，本文於探討較佳之利益衡平方法時，較優先以先、後使用

者之利益作為衡量依據，降低衡量消費者利益衝突之比重，且若將賽局理論應用

於商標爭議之處理，必然著重於雙方博弈的過程與結果，無法納入第三人利益之

分析，此為賽局模型之必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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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主要以「文獻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及「比較研究法」為研究方法，

分析、比較我國與美國針對反向混淆理論之應用及發展趨勢，並檢視反向混淆制

度之正當性與現行損害補償方法衡平利益的成效，再進而探究較理想之利益衡平

方法且設計提升商標先、後使用者長久採取此方法意願之配套，冀能更接近反向

混淆利害關係人利益 大化之狀態。 

透過文獻分析法，參考國內外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法律條文、國會

立法報告及國際公約，了解商標法混淆誤認之虞理論與反向混淆理論之基礎，同

時了解先前研究之見解與發掘待研究之議題，並研究法律經濟分析與賽局理論之

理論基礎，以此作為本文基於先前研究往下延伸探尋的出發點。此外本文亦以案

例分析法探討有關反向混淆之判決，並輔以比較研究法，以我國與美國之文獻與

判決為標的，企圖藉由比較與歸納，分析兩國於反向混淆理論應用與發展之情況

差異。 

本文研究架構共分為六章，第一章說明本文研究之背景與動機，並進一步介

紹研究範圍與限制及使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章聚焦於介紹反向混淆之制度，又由

於其為混淆誤認之一種型態，故以混淆誤認之虞理論為介紹基礎，再比較其與正

向混淆之差異，並確認反向混淆現象之發生有其必然性故有提供救濟措施之必要，

其後簡述反向混淆理論於美國發展之歷程。承接前章之基礎論述，因正、反向混

淆本質上之差異，致使傳統使用於正向混淆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標準及損害救濟

方法難以直接適用於反向混淆，故第三章將進一步探討反向混淆理論實際於美國

判斷混淆誤認之虞及採取損害救濟方法之情形，並歸納近期趨勢，同時回顧我國

於侵權訴訟及有效性訴訟應用反向混淆理論之情形，進而比較兩國發展趨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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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第四章便反思現行反向混淆制度僅保護商標先使用者之正當性，並嘗試以法律

經濟分析作為工具，於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衝突間探求較佳的利益衡平方法。第五

章便基於前章論述，以賽局理論中之合作賽局及非合作賽局探討該如何增強商標

先、後使用者採取前述較佳利益衡平方法之意願及長久維持該衡平方法。 後第

六章總結將此較理想之利益衡平方法作為我國及美國立法制度上之參考建議，並

同時給予在我國與美國企業面對現下反向混淆制度之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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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反向混淆理論及其發展背景 

第一節 商標反向混淆之定義 

第一項 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理論 

隨全球工商業蓬勃發展，市場競爭愈趨激烈，商家無不努力建立品牌識別度，

希望藉此自眾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創造競爭優勢，而建立品牌識別度之關鍵便在

經營商標，使消費者能把對商品或服務之認識與提供前述商品或服務之商家連結，

而商家多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或其組合式作為識別之商標，以此表彰其所

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然而，在英美法體系中，商標制度 早之目的並非在保護商

標權利本身，當時若商標權人之商品或服務遭他人假冒5（passing-off）、矇混6

（palming-off），美國法院係以普通法之「詐欺與欺騙」侵權行為（the common law 

tort of fraud and deceit）處理7，藉此維護公眾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的識別，由此

可見早期美國法院之審理係側重於商標侵權者詐欺市場消費者的意圖（intent）8。 

然因受詐欺者為市場中之消費者，而身為原告之商標權人並非消費者，且事

實上商標權人亦未針對消費者權益受損部分主張，其僅針對因消費者受詐欺致其

                                                        
5 Thad G. Long , Alfred M. Marks, Reverse Confusion: Fundamentals and Limits, 84 TRADEMARK 
REP. 1, 3(1994) (“straight” passing off involves the sale of the junior user's goods as the senior's.). 
6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Palming off” meant the intentional deception practiced by a 
competitor who imitated plaintiff's trademark.). 
7 Menendez v. Holt, 128 U.S. 514, 523 (1888) (“The intentional use of another's trade-mark is a 
fraud ….”); Bonito Boats, Inc. v. Thunder Craft Boats, Inc., 489 U.S. 141, 158 (1989) (“The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 has its roots in the common-law tort of deceit ….”). 
8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 5:2, § 2:23.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 

損失之個人商業利益部分主張損害9，但若商標之保護核心目的僅在防止消費者

受詐欺，商標權人何以有訴權得針對公共利益提起訴訟並請求禁制令，便難以解

釋。基此，漸發展出商標權人對商標享有「財產權」之說法10，認為商標是商標

權人維護、提升商譽的工具，侵權人的仿冒行為使消費者受誤導，進而侵害其商

標背後所表彰的商譽，而此說法亦為美國州法院與聯邦法院所接受11，故法院之

審理重點從單一側重詐欺之意圖，轉向商標權人之商譽及消費者對商品、服務識

別之不利影響的雙重利益保護12。然此雙重利益實為一體兩面之概念、相互依存

之關係，侵權人混淆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識別所生之市場替代效果，會凸顯抽象

商譽所界定出的權利範圍及其經濟價值。以財產權形式保護商標，將提供商標權

人維護良好商譽、繼續提升商品品質之誘因，如此也能降低消費者識別商品或服

務的搜尋成本13。 

商標因其財產權之之性質，得行使之權利內容包含使用權與排他權14，專屬

於權利人的使用權使商品或服務有穩定的品質，而排他權得禁止他人未經授權使

用其商標，使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的識別不受混淆，以維持權利人原先良好的商

譽。為了強化保障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的識別，商標的排他權行使範圍較使用權

之範圍廣，除了原先商標註冊時所核准的商標與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別，

更能禁止他人將商標使用於與權利人無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15，我國商標法第

                                                        
9 M.P. McKenna,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Trademark Law, 82 NORTE DAME L. REV. 1839, 1857 
(2007). 
10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2:10. 
11 Krebs Chrysler-Plymouth, Inc. v. Valley Motors, Inc., 141 F.3d 490, 498 (3d Cir. 1998) 

(“Trademarks are property, and franchises are licenses to use such property.”); Levering Coffee Co. v. 
Merchants Coffee Co., 39 App. D.C. 151, 154, 1912 WL 19437 (App. D.C. 1912) (“It is true that the 
right in a trademark is a property right ....”). 

12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at §5:2. 
13 Id. at §2:4, §2:5.；沈宗倫，商標侵害法理在數位時代的質變－以商標使用與初始興趣混淆為
基點的反省與檢討？，政大法學評論，第 123期，頁 384、386，2011年 10月。 
14 張郁齡，商標反向侵權理論之研究，東吳法律學報，第 25卷第 1期，頁 110，2013年 7
月。 
15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5:2. ( The growth of trademark protection from only 
competitive parties to include noncompetitive uses of a mark, signaled a large expans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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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條即有相類似規定，將商標權之排他範圍擴張至包含將相同、近似之商標使

用於同一、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情形。如此額外擴張排他權行使範圍之制度，亦

有過度擴張商標權人權利，致變相壓縮其他市場參與者競爭機會之疑慮，故商標

法加入「混淆誤認之虞（Likelihood of Confusion）理論」衡平16，須相同或近似

的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產品或服務時，可能因「混淆誤認」而不法誤導消

費者之消費決策，方屬商標侵權。 

混淆誤認之虞理論，同時為判斷商標侵權與不正競爭之試金石17，在判斷是

否成立商標侵權與不正競爭時，均以混淆誤認之虞為中心，其於商標法制之重要

性可見一斑。在商標侵權訴訟方面，不論美國州法或聯邦法之商標侵害，均以「混

淆誤認之虞」作為侵權與否之檢驗標準18，在聯邦法方面，已獲聯邦商標註冊者

及未經聯邦商標註冊者之侵權，各得依美國蘭哈姆法（Lanham Act）第 32條（1）

項19與第 43條（a）項20，判斷商標侵權之存否；而州法之商標侵權訴訟，同樣遵

循聯邦法有關商標侵權規定之先例21，以混淆誤認之虞為判斷中心。此外，於商

標註冊程序方面，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依蘭哈姆法第 2條（d）項22，在判

斷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符合要件時，採取與侵權訴訟相同之判斷標準，若申請註

                                                        
protection of marks…., it was very clear that a strong mark could be protected against use on 
noncompetitive goods or services so long as there was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over sponsorship, 
affiliation or connection.) 
16 張郁齡，同註 14，頁 110。 
17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23:1. (…., the test of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s the 
touchstone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as well as unfair competition.) 
18 Restatement (Third) of Unfair Competition §20, comment d (1995) (The term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has long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standard of liability for trademark infringement in 
actions at common law and under federal and state 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statutes.). 
19 15 U.S.C. §1114 (1). 
20 15 U.S.C. §1125 (a) (1). 
21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23:1:50 (In applying this test, most state courts will rely 
upon federal precedent when determining if there is trademark infringement under state statutory or 
common law.) ; Alderman v. Iditarod Properties, Inc., 32 P.3d 373, 390 (Alaska 2001)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s the basic test of both common-law trademark infringement and federal statutory 
trademark infringement.”) ; Caliber Automotive Liquidators, Inc. v. Premier Chrysler, Jeep, Dodge, 
LLC, 605 F.3d 931, 935 (11th Cir. 2010) (The sam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test applies to both federal 
and Georgia law.). 
22 15 U.S.C. §105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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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商標與先前已使用或已註冊之商標有混淆誤認之可能，專利商標局便得拒絕其

註冊申請23。 

構成商標侵害，不需達到真正的混淆誤認（actual confusion），亦即不需有真

正混淆誤認之事實方能構成商標侵權。所謂混淆誤認「之虞」，即為事件發生機

率光譜上的一段區間，而其發生之程度，應為「混淆誤認之或然率」（probability 

of confusion），而非「混淆誤認之可能性」（possibility of confusion）24，自統計學

角度解釋，達到「混淆誤認之或然率」的門檻高於「混淆誤認之可能性」之門檻，

而商標法之所以採較高門檻之「混淆誤認之或然率」來認定混淆誤認之虞，係因

市場存在許多較怠慢（inattentive）與無知（ignorant）之消費者，使得無論業者

再小心謹慎，永遠都存在著混淆誤認的可能性，因此應合理要求需有相當數量

（appreciable number）之理性購買人（reasonable buyer）可能對近似的商標產生

混淆誤認，才能算是從混淆誤認之可能性跨越了量的門檻（threshold quantum），

來到混淆誤認之或然率，達到混淆誤認之虞的程度，然所謂之相當數量，美國聯

邦上訴法院一般認為若 25%至 50%之受調查消費者會受混淆誤認，已是足以支

撐達混淆誤認之虞程度之證據25。簡而言之，混淆誤認之虞應係介於混淆誤認之

可能性與真正混淆誤認兩者間的概念26。 

不僅美國將混淆誤認之虞理論作為判斷商標侵權之試金石，我國亦將該理論

應用於商標侵權與註冊之判斷，相關規範明文訂於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68

條⋯⋯等。此外，「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協定（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同樣有相關規定，其第 16條第 1項

                                                        
23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 §23:1, §23:1.50. 
24 Id. at §23:3.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s synonymous with “probable” confusion—it is not sufficient 
if confusion is merely “possible.”). 
25 Id. at §32:188.  
26 Id. at §23:2, §23:3；王敏銓，美國商標法之混淆之虞及其特殊態樣之研究，智慧財產權月
刊，第 94期，頁 87，20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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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規範「註冊商標權人應享有排他專屬權，以阻止他人未獲其同意，於交易過程

中使用相同或近似之標識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而有致混淆之虞28⋯⋯。」，

又因第 1條第 1項29言明 TRIPs僅為智慧財產權保護之 低標準，各會員國應至

少於其內國法中訂定與 TRIPs 保護程度相當之規定，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為一大世界型組織，故可推知採納混淆誤認之虞理

論判斷商標侵權之國家不在少數30。  

第二項 商標反向混淆理論 

商標反向混淆（reverse confusion），是美國判例法（case law）發展歷史中，

以傳統商標混淆誤認為基礎所衍生出的新混淆態樣，屬於特殊商標侵權之一種31。 

在傳統混淆誤認理論的架構下，一般對混淆誤認 典型的認知屬「正向混淆

（forward confusion）」32，亦即消費者誤以為商標後使用者（the junior user）提供

的商品或服務，即為商標先使用者（the senior user）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或雖

未誤認兩者，但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source），抑或有贊助（sponsorship）、企業

                                                        
27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16.1 : “The owner 
of a registered trademark shall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prevent all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the 
owner’s consent from using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dentical or similar signs for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are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those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trademark is registered where such use would 
result in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2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權國際公約中譯版本，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7100&ctNode=6780&mp=1（ 後瀏覽日期：2018年 07
月 03日）。 
29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1.1: “Members 
shall give eff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Members may, but shall not be obliged to, 
implement in their law more extensive protection than is required by this Agreement, [….].”. 
30 截至 2016年 7月 29日，WTO內含 164名會員。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embers and 
Observers,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31 除反向混淆，特殊之混淆態樣另有初始興趣混淆（initial interest confusion）及售後混淆
（post-sale confusion）。王敏銓，同註 26，頁 103。 
32 亦有將之稱為順向混淆（forward confusion）或直接混淆（direct confusion）。陳思伃，反向混
淆理論之研究–以美國法為主，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35，民國 102
年；王敏銓，同註 26，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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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上的聯結（affiliation）或相當程度之關聯（connection）33，也因為兩者商標

的近似，不論商標後使用者是否有所意圖，均已「搭便車」攀附了商標先使用者

努力建立的商譽34，導致消費者誤以為後商標使用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來自商標

先使用者，而購入了商標後使用者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有別於正向混淆，「反向混淆」雖存在混淆誤認之事實，但其混淆之方向與正

向混淆徹底相反，消費者反倒係將商標先使用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誤認為來自商

標後使用者，或誤以為兩者間有相當程度之關聯，因而作出錯誤消費決策35。此

種反客為主之混淆誤認情況，常見於商標後使用者為財力雄厚之大公司，而商標

先使用者僅為一般小公司，在有如「小蝦米與大鯨魚」般的規模差異下，商標後

使用者挾帶著較商標先使用者強勢的行銷力進入市場，然其又使用與商標先使用

者近似之商標，並投入更甚於先使用者所投入之廣告（advertising）、行銷

（promotion）成本，使後使用者之商標「吞噬」（saturate）整個市場，建立較商

標先使用者更高的知名度（reputation），「淹沒」（swamp）或「篡奪」（usurp）其

企業識別（business identity），致使商標先使用者之市場地位完全受壓制

（overwhelm）36。 

然需另注意，反向混淆理論在註冊主義（first to register）及使用主義（ first 

to use）國家時適用條件各有所不同，因於註冊主義國家，向主管機關申請註冊

                                                        
33 Mark V.B. Partridg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s Key Principle, 
https://www.pattishall.com/pdf/LikelihoodofConfusion.pdf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23:8,§23:10. (The confusion that is remedied by 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s confusion not only as to source, but also as to affiliation, connection or 
sponsorship.) (…. “forward confusion” occurs when customers mistakenly think that the junior user's 
goods or services are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or are connected with the senior user's goods or 
services.). 
34 林發立、孫安婷， 高行政法院 近關於商標法上「反向混淆誤認」（reverse confusion）之
看法及其可能影響，萬國法律，第 183期，頁 45，2012年 6月。 
35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23:10. (In “reverse confusion,” customers purchase the 
senior user's goods under the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 they are getting the goods of the junior user.). 
36 Id. at §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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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原則上為取得商標權保護之必備要件37，因此在認定反向混淆之先、後商

標時，須以註冊時點認定，若商標僅有先於其他近似商標使用之事實而未有註冊

行為，即使其於市場中曝光之時間點較早，但因其未註冊申請，仍應被認定為後

商標；而註冊行為於使用主義國家則非商標權受保護之必備要件38，註冊商標僅

係使商標權人取得商標專用權之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在舉證上居於

更有利之地位，並擴大其權利行使範圍，故於判斷商標之先、後時，仍以使用之

時點認定，先使用於市場者，便為先商標。 

第三項 商標正向與反向混淆之異同比較 

商標反向混淆與傳統之商標正向混淆並非不同的權利主張，兩者均僅係在商

標侵權情境下因事實態樣不同而選擇性適用之理論39，只是反向混淆為經過判例

法演變而來的新興理論，屬於商標混淆誤認中較特別的一種類型。 

由於商標反向混淆仍屬商標侵權態樣之一種，因此在某些方面，具備與傳統

商標正向混淆相同之特性；然又因其為類型較特殊之商標侵權，本質上仍有許多

與傳統正向混淆明顯相異之處，故兩者各有不同的侵權構成要件、損害結果等40，

使其在適用理論、判斷侵權時各發展出不同的判斷標準及損害補償方法41。而商

                                                        
37 以我國為例，我國商標法第 33條規定商標須經註冊公告才能取得為期十年之商標權保護；
商標法第 68條至第 70條亦以註冊商標作為主張商標侵權或擬制商標侵權之要件。 
38 以美國為例，聯邦註冊僅係使註冊商標之權利人在舉證上居於更有利之地位，商標之權利歸
屬將因註冊有公告與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之效果，註冊人得取得以全國為範圍之商
標權；反之，依普通法，未註冊者並非不能取得商標權，美國商標法第 43條亦有明文規範關於
未註冊商標之權利救濟，僅係其權利行使範圍限於自身之商業活動，無法對在其他區域使用相

同或近似商標之人主張排他權。承燁國際商標事務所，商標權的原始取得制度：使用主義 與 
註冊主義，http://chainasiaip.com/index.php?do=lib&id=234 （ 後瀏覽日期：2018年 07月 03
日）；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2:7. 
39 LOUIS ALTMAN & MALLA POLLACK, CALLMANN ON UNFAIR COMPETITION, TRADEMARKS AND 
MONOPOLIES §22:13 (4th ed. 2017). (Reverse confusion and direct, forward, or normal, confusion do 
not constitute separate claims; they are merely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40 張郁齡，同註 14，頁 113。 
41 有關正、反向混淆之判斷標準於損害補償方法差異，詳參本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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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正向混淆與反向混淆之異同比較如下： 

第一款 相同之處 

一、事實上均使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 

不論正向混淆或反向混淆，先、後商標使用者在市場中所提供之商品或

服務，皆因商標事實上相同或近似，使消費者無法明確無誤地辨別兩者，出

現誤認或混淆其來源之情形。 

二、均為商標侵權、不正競爭之判斷依據 

正向、反向混淆兩者均屬商標侵權，僅係其型態不同，然事實上均適用

混淆誤認之虞理論判斷侵權與否；又商標侵權亦為不公平競爭之一種行為樣

態42，故有學者論，混淆誤認之虞理論同時兼為判斷商標侵權與不正競爭之

試金石43，因此不論正向或反向混淆，由於兩者皆適用混淆誤認之虞理論，

故其均為判斷商標侵權、不正競爭之依據。 

第二款 相異之處 

一、混淆誤認之方向 

在正向混淆之情況下，消費者將侵權人（商標後使用者）提供之商品或

服務，誤認為與商標權人（商標先使用者）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或有相

當程度之關聯性；而在反向混淆之情形，混淆之方向完全倒置，消費者誤以

為商標權人（商標先使用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侵權人（商標後使用者）

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出自同一來源或有相當關聯。 

二、被侵權人的市場地位 

正向混淆情況下的商標權人（商標先使用者）多為經營規模大、有相當

                                                        
42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2:7 (Since trademark infringement is a type of unfair 
competition and unfair competition is a tort, it follows that trademark infringement is a commercial 
tort…...). 
43 Id. at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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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之大企業，也因其於市場中如巨人般之優勢地位，廣為消費者所熟知，

其所有之商標亦多為著名商標，在商標法上受到較為周全之保護；而反向混

淆之商標權人（商標先使用者）與正向混淆大相逕庭，多為沒沒無聞、品牌

經營規模不大之中小型企業甚或商號，故其所有之商標無成為著名商標之可

能，甚或可能為弱勢商標44（weak mark），僅能受到商標法一般程度之保護。 

三、被侵權人對商標的控制力 

肇因於商標權人在正向、反向混淆兩情況下市場地位之差異，其所握有

之行銷、廣告資源量亦落差懸殊，有較強行銷力之大企業能將商標對應之產

品與服務經營出難以取代的品牌價值，亦增加消費者對該商標之識別度，在

正向循環下，品牌於市場之地位愈趨鞏固；然小企業多無力從事大規模行銷，

故難以將品牌價值做大，提升商標知名度相較困難。 

此便為正向、反向混淆中權利人之地位寫照，基於此等市場地位與品牌

價值之差異，亦可推導出正向混淆之商標權人（商標先使用者）對商標之控

制力較強，在遭遇商標侵權時，較能從商標混淆誤認所帶來的損害復原；而

反向混淆之商標權人（商標先使用者）對商標之控制力較弱，便可能較難以

從商標侵權帶來的損害重新站起。 

四、侵權人之意圖 

一般正向混淆之情形下，商標侵權人係出自攀附商標權人優良商譽之意

圖，而使用與商標權人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企圖搭便車（free ride）獲取不正

利益；然而在反向混淆中，商標侵權人並無搭便車之意圖，因其所有商標之

知名度與商譽遠優於商標權人所有之商標，並無攀附商標權人之必要，其僅

                                                        
44 弱勢商標係指同一商標已經多數人廣泛使用，使其幾乎不具先天識別性，需另取得後天識別
性方能取得商標權之保護。協弈法律事務所，「你的名字」不屬於你？─ 論商標法的「識別
性」(上)，https://www.tandemlaw.com.tw/article/law-class/intellectual-property/122-2017-3-30（
後瀏覽日期：2018年 07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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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憑自身之經濟實力發展，建立難以取代的市場地位，因此商標侵權人是否

有意篡奪（usurp）商標權利人之商標45，才係判斷商標反向混淆之重要要素。 

五、被侵權人所受之損害 

正向混淆之商標侵權中，商標權利人所受之損害較為明顯且直接，商標

權人可能因侵權人之搭便車行為承受銷售量減少、商譽減損（因侵權人所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品質低於商標權人所提供者，造成消費者將其產生的不良觀

感投射於商標權人），為實質上之經濟損失；而反向混淆為完全相反之狀況，

因侵權人無搭便車之意圖，其倚靠自身行銷能力建立壓過商標權人之市場知

名度，商標權人反而因消費者將其商品或服務誤認為係由侵權人所提供，意

外獲得額外收益，並無實質上經濟損失，其所受之損害相較抽象，多為品牌、

企業識別度的減損，與失去對商譽或商標的控制力，且其進入新市場的能力

亦遭削弱46，兩者所受損害各不相同。 

六、證據調查之範圍與時點 

因商標法之其一目的在保障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性47，故認定是

否有混淆誤認之虞時，應以潛在消費者之主觀認知出發判斷。因此在調查

（survey）正向、反向混淆誤認之證據時，其調查範圍會因混淆方向而異，

在正向混淆中，因消費者是將商標後使用者之商品或服務誤認為由商標先使

用者所提供，因此，適切的證據調查範圍（universe）應為商標後使用者提供

商品或服務之潛在消費者（potential buyers）；而反向混淆之情況相反，其證

據調查之範圍應以商標先使用者提供商品或服務之潛在消費者為主48。 

                                                        
45 LOUIS ALTMAN & MALLA POLLACK, supra note 39, §22:13. 
46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23:10. (…The result is that the senior user loses the value of 
the trademark, its product identity, corporate identity, control over its goodwill and reputation, and 
ability to move into new markets.). 
47 Id. at §5:2. 
48 Id. at § 3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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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調查證據之時點方面，有學者認為在商標後使用者真正淹沒市場前，

無法進行反向混淆之證據調查，因消費者尚未承受商標後使用者之強力行銷，

便無法探究消費者是否會因此產生反向混淆事實49；然正向混淆便無此限制，

只要先、後商標存在，就足以調查消費者是否因後者攀附前者商譽而造成混

淆誤認，此為正、反向混淆於調查證據時點上之差異。 

 

第二節 反向混淆理論之發展背景 

第一項 反向混淆發生之必然性 

商標法制有關商標權之取得與保護之制度設計，有分為「使用主義」與「註

冊主義」兩者。於採納使用主義之國家，雖愈來愈多使用主義國家中之商標權人

有傾向選擇註冊之趨勢，不過由於註冊原則上並非取得商標權保護之必備要件50，

未必所有商標權人均會至專責機關註冊登記商標，即使註冊商標後可獲得更周全

的商標權保障，註冊仍非商標權存在之必要前提要件，故依然可能有許多商標權

人未註冊登記其商標，使商標後使用者在為自身之商品或服務決定商標時，即使

有事先檢索，亦難以完全避免其商標與競爭對手相同或近似之情形發生，又若商

標先使用者知名度不高，便更難以知悉已有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存在，對商標後使

用者而言，事先防免之成本既高又事實上難行，如果商標後使用者日後將自身商

標經營至有相當知名度，如此反向混淆之情形將難以避免地發生。 

於採註冊主義之國家，雖註冊原則上係取得商標權保護之必備要件51，然商標

                                                        
49 Id. at § 23:10. 
50 有關註冊於使用主義國家之意義，詳參註 38之解釋。 
51 以我國為例，註冊原則上係取得商標權保護之要件，然仍有例外，依我國商標法第 30條第 1
項第 11款，即使著名商標未在我國註冊，仍不得將與此相同或近似之商標申請註冊，專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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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之申請案係由專責機關之審查人員進行審查，而在商標實質要件之審查上，

例如在商標是否與其他已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方面，審查人員係依據客觀之審查

基準與自身之主觀想法判斷，而主觀之判斷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將因各人不同之生

活與社會經驗而有差異，雖商標法上有異議、評定之制度得撤銷通過註冊之商標，

但有其期間限制52，故若審查人員對事實上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給予核

准之審定結果，只要經過異議、評定期間，仍十分可能發生反向混淆之情形。 

不論於使用主義或註冊主義國家，反向混淆似為無可避免發生之必然，無法

透過其他手段或法律政策事先杜絕，故應尋求事後救濟管道解決，然若僅以正向

混淆之商標侵權救濟方式處理，似不足解決此問題，因商標後使用者並無搭便車

攀附商標先使用者商譽之意圖，無法成立一般商標侵權；又即使於使用主義國家，

以美國為例，未註冊之商標權利行使範圍僅限於自身之商業活動，無法對在其他

區域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之人主張排他權53，故於商標先使用者小、後使用者大

之典型反向混淆情境，商標先使用者僅可能在本身較有知名度之在地區域主張低

程度的商標正向混淆，但也會因知名度高之商標後使用者缺乏搭便車攀附先使用

者商譽的意圖，而使商標正向混淆侵權無法成立54，綜上而觀，商標正向混淆等

現有之救濟管道似無法完全救濟商標先使用者所受之權利侵害。 

此外，有別於著作權與專利權有權利期間限制55，商標權人能依法無限期延展

其排他權行使之期間，若無任何救濟管道，將使此等反向混淆之侵權狀況無限期

                                                        
將核駁該申請，即使通過註冊申請，另亦有異議、評定之管道得撤銷此商標。另有關商標註冊

於註冊主義國家之意義，詳參註 37之解釋。 
52 我國商標法第 48條明定任何人得於商標註冊公告「三個月」內提起異議，另商標法第 58條
規定，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原則上得於「五年」內申請或提請評定，若屬商標法第 30條第 1
項第 9、11款之惡意情形，便不限期得申請或提請評定，但此二款事由較不可能發生於本文討
論之情境，故原則上異議、評定均有其時間限制。 
53 承燁國際商標事務所，同註 38。 
54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 23:10. 
55 著作財產權原則上以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死後五十年為保護期間；專利權之保護期間依申請
類型之不同分別為十年至二十年不等。有關著作權與專利權之權利保護期間規定參見著作權法

第 30條至第 35條，與專利法第 52條、第 114條、第 1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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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另雖商標享有排他權利之期間較長，但權利亦僅限於防止消費者混淆誤認、

幫助消費者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範圍內，其權利範圍之劃分均以商標法保護消

費者之公益目的為核心理念，與同為私權之著作權、專利權相比，更重視公共利

益，獨佔性色彩較淡一些，故美國學理上於類型化商標侵權之手段或行為方面，

多保持開放立場，從寬承認商標侵權行為的多樣性與不可預測性56，以貼合 初

重視公益之立法目的，故可得知，商標反向混淆理論之創設不只有其必要性，於

法制度上亦應具備可行性。 

第二項 反向混淆之判例演變 

反向混淆理論發源自美國，經過長久的判例法累積演變，法院見解從否定到

肯定，從肯定到更進一步修正並細緻化，已由簡單的概念雛形發展成內容豐富之

理論， 後在判斷商標得否註冊、商標侵權、不正競爭等方面，皆有法律明文規

範得適用。 

第一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1918年之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57案首次提出反向

混淆之概念雛形，雖本案係在討論經營熱點新聞（Hot News）業者取得其他

新聞業者之新聞報導內容後，加以整理編輯再販售給消費者之行為是否構成

不正競爭，法律爭點實際上與商標無關，然美國聯邦 高法院之 Holmes法

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在本案的不同意見書中提及：「一般侵權案

件，大多為被告將其商品仿冒為原告商品之情形，但方向相反的誤認

（falsehood）亦有可能發生，亦即將原告之商品誤認為源自被告，此二者惡

                                                        
56 張哲倫，商標權之性質及其對商標侵權判斷之影響－－以「混淆誤認之虞」為中心，智慧財

產權月刊，第 135期，頁 37-39，2010年 03月。 
57 U.S.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248 U.S. 215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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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當。⋯⋯雖然與一般被告仿冒原告商品之侵權案件相比，消費者發生反

方向誤認的可能性微小，且造成之損害也較間接，但適用於一般侵權案件之

法規範原則在此仍應有其適用空間58。」，此語雖係針對與商標侵權無關之

案件論述，但從字裡行間已能隱約解讀出微微的反向混淆概念，此案可謂為

反向混淆理論發展之濫觴。 

第二款 Westward Coach Mfg. Co. v. Ford Motor Co. 

在 1968年之Westward Coach Mfg. Co. v. Ford Motor Co.59案件中，美國聯

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首次在判決裡直接闡述反向混淆理論60。原告Westward公

司為製造、販售露營車（camper）與旅行拖車 （travel trailer） 之廠商，其在

當時拖車產業中僅有約 0.14%之市佔率，屬於規模與資本較陽春之公司61，

Westward 公司開始在 1960 年將 MUSTANG 一詞使用於其製造之露營車與旅

行拖車上，並於 1962年申請印第安納州及聯邦商標註冊，印第安納州之商標

註冊於同年獲准，而聯邦之商標註冊至 1967年方獲准。 

在 Westward公司取得印第安納州商標註冊之同年，屬汽車業龍頭之被告

Ford 公司亦將其未量產販售之實驗性跑車（experimental sport cars）命名為

MUSTANG，Westward公司便去函要求 Ford公司停用該商標，而 Ford公司卻

置之不理，甚至於 1964年開始量產銷售該款跑車，並投入 1600萬美元之鉅額

成本行銷，Westward公司認為 Ford公司使用MUSTANG一詞之行為可能造成

                                                        
58 U.S.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248 U.S. at 247 (The ordinary case, I say, is palming off the 
defendant's product as the plaintiff's, but the same evil may follow from the opposite falsehood -- from 
saying whether, in words or by implication, that the plaintiff's product is the defendant's, and that, it 
seems to me, is what has happened here...The falsehood is a little more subtle, the injury a little more 
indirect, than in ordinary cases of unfair trade, but I think that the principle that condemns the one 
condemns the other.). 
59 Westward Coach Manufacturing Co. v. Ford Motor Co., 388 F.2d 627 (7th Cir. 1968). 
60 Molly S. Cusson, Reverse Confusion: Modifying the Polaroid Factors to Achieve Consistent Results, 
6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 J 179, 186 (1995). 
61 Westward Coach Manufacturing Co., 388 F.2d at 630 (The industry's sales of campers and trailers in 
the period of 1960-65 exceeded 875,000 units, of which Westward accounted for 1,234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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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商品來源混淆，已侵害其商標權，也限制了 Westward公司進入新市

場之機會，構成不正競爭，因此向法院起訴62。 

地方法院63之見解認為 MUSTANG 只是意指由西班牙人引進北美洲的一

種野生或半野生的馬，屬於不具商標識別性之普通名詞（common noun），此詞

在原、被告作為商標使用前，早已被廣泛使用於其他領域之各式商品，又因

Westward公司投入的行銷資源與製造及銷貨數量，與 Ford公司相比極小，其

取得第二意義之範圍僅限於拖車產業。原告所有之 MUSTANG 商標只能算是

弱勢商標（weak mark），且其所享受之權利保護範圍不得超出其已取得第二意

義（secondary meaning）之拖車產業之外，故被告將MUSTANG一詞用於汽車

銷售之行為不成立侵權64，原告因而不服上訴。 

然聯邦第七巡迴法院仍維持與地方法院相同見解，認為弱勢商標之權利保

護範圍僅限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只有強勢商標（strong mark）之保護範圍能

擴及無競爭關係（noncompeting）之商品或服務，而旅行拖車與跑車非屬直接

競爭關係，又被告亦無搭便車的不公平競爭意圖，不成立傳統商標侵權65。 

此外，有關反向混淆之論述出現於法官的附帶意見（dicta），訴訟中原告

Westward 公司提出反向混淆理論作為主張，然法院卻回應「無法找到合理的

論述基礎支持上訴人於訴訟中所提起之反向混淆訴求66。」，認為原告反向混淆

的主張不具正當性，雖反向混淆在當時仍未被承認，但此為美國法院第一次提

及反向混淆，也為法院奠下後續審理反向混淆案件之論述基礎。 

 

                                                        
62 Westward Coach Manufacturing Co. , 388 F.2d at 630-631. 
63 Westward Coach Manufacturing Co. v. Ford Motor Co., 258 F.Supp. 67 (S.D. Ind. 1966). 
64 Westward Coach Manufacturing Co., 258 F.Supp. at 76-81. 
65 Westward Coach Manufacturing Co., 388 F.2d at 634-635. 
66 Westward Coach Manufacturing Co., 388 F.2d at 634. (Appellants apparently put forth a suggested 
doctrine of ‘reverse confusion’ concerning which we find no rational basis fo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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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 

在Westward Coach Mfg. Co. v. Ford Motor Co.案拒絕適用反向混淆理論後，

反向混淆理論終於在 1977 年被首度肯認，美國聯邦第十巡迴法院判決之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67一案從此成為反向

混淆理論 經典之歷史案例。 

Big O 公司為 1962 年設立的地方性輪胎業買賣者商業組織（tire-buying 

organization），其經營模式為提供組織內約 200個分布於美國 14州之獨立輪胎

零售商銷售技巧、行銷概念、操作系統等協助，並對外以 Big O dealers做為識

別，其於當時之銷售淨利約僅有 20萬美元；相反地，Goodyear公司為全球

大的輪胎製造商，其當時之稅後淨利（net income after tax）超過 1億 5千 7百

萬美元，兩者之銷售規模差距甚大68。 

1973年秋天 Big O公司推出兩種自有品牌之輪胎，分別命名為「Big O Big 

Foot 60」、「Big O Big Foot 70」，並於 1974年開始銷售，但其於美國專利商標

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之「Big Foot」商標註

冊申請卻未能通過。1973年 10月，Goodyear公司亦將「Big Foot」作為雪地

車軌道產品（snowmobile tracks）之商標使用，並於隔年取得美國專利商標局

核准註冊，1974年 7月，Goodyear公司便決定將「Big Foot」商標用於新輪胎

全國性的行銷廣告，並同時委任商標檢索公司檢索是否已存在相同或近似之商

標使用於輪胎或相關產品上，該次檢索並未有任何發現，不過卻於同年 8月突

然得知 Big O公司也在販售以「Big Foot」做為商標之輪胎，Goodyear公司嘗

試要求 Big O公司出示同意書表示其對 Goodyear公司使用「Big Foot」商標之

行為無異議，結果遭 Big O公司拒絕並要求其中止行銷活動，但 Goodyear公

                                                        
67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 561 F.2d 1365 (10th Cir. 1977). 
68 Big O Tire Dealers, Inc., 561 F.2d at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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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仍舊依原訂計畫繼續將系爭商標使用於全國性之行銷宣傳，Big O公司因而

起訴69，然因其未取得商標之聯邦註冊，故須適用科羅拉多州之普通法規定。 

在科羅拉多州地方法院判決70有關認定商標侵權之部分，被告 Goodyear公

司堅持除非能證明其有攀附原告商譽，或有將自身產品假冒為原告產品之意圖，

才得請求商標侵權之損害賠償，並主張原告所言之反向混淆不適用於本案71。

法院認為商標假冒僅為不公平競爭行為樣態之一種，故被告雖無假冒或攀附商

譽之意圖，其行為仍可能該當其他態樣之商標不當使用行為72，並援引美國聯

邦 高法院 Holmes法官在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一案

之意見補充說明73，表示不贊同Westward Coach Mfg. Co. v. Ford Motor Co.案

否定反向混淆之見解，認為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 案正凸顯了不承認反向混淆理論之缺點，被告有關反向混淆不受不

正競爭法保護之主張，將使像Goodyear這樣具高知名度與經濟實力的大公司，

可以透過大量廣告隨意使用競爭對手之商標於自身商品服務，卻能免於不正競

爭之法律責任74，因此科羅拉多州地方法院認為被告 Goodyear 之行為已構成

商標侵權，判定其應給付一般損害賠償及懲罰性損害賠償75，被告不服而提起

上訴。 

聯邦第十巡迴法院原則上維持地方法院的見解，並額外引用科羅拉多州

                                                        
69 Big O Tire Dealers, Inc. , 561 F.2d at 1368-69. 
70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 408 F.Supp.1219 (D. Colo. 1976). 
71 Big O Tire Dealers, Inc., 408 F.Supp. at 1236. 
72 Big O Tire Dealers, Inc., 408 F.Supp. at 1236. 
73 U.S.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248 U.S. at 247 (The ordinary case, I say, is palming off the 
defendant's product as the plaintiff's, but the same evil may follow from the opposite falsehood -- from 
saying whether, in words or by implication, that the plaintiff's product is the defendant's, and that, it 
seems to me, is what has happened here...The falsehood is a little more subtle, the injury a little more 
indirect, than in ordinary cases of unfair trade, but I think that the principle that condemns the one 
condemns the other.). 
74 Big O Tire Dealers, Inc. , 408 F.Supp. at 1235-1236. 
75 Big O Tire Dealers, Inc. , 408 F.Supp. at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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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一起有關商號（trade name）案件76的見解：「商標法的原則在於保護商

標識別及防止消費者混淆誤認，故有擴大保護商標權範圍之趨勢」，認定科羅

拉多州之州法應有承認反向混淆理論之適用77，僅係在 後酌減一般損害賠償

與懲罰性損害賠償之額度78。 

本案為首例承認反向混淆理論之指標性案件，判決中，法院指出若不承認

反向混淆理論，「將使具高知名度與經濟實力的大公司，可以透過大量廣告隨

意使用競爭對手之商標於自身商品服務，卻免於不正競爭之法律責任79」，此語

精準地將不正競爭與商標侵權之立法目的連結，明確闡述保護商標反向混淆之

之必要性，也成為往後論述反向混淆理論正當性的一大名句，為後續判決實務

與學者所沿用。 

第四款 反向混淆理論於註冊、訴訟實務之應用 

在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案表示肯

認反向混淆理論後，許多法院也跟進聯邦第十巡迴法院的腳步，開始認定普通

法有關商標侵權之規範範圍包含反向混淆80。然以藍哈姆法提起商標侵權訴訟

是否能適用反向混淆理論？對於未在聯邦登記註冊之商標得否依藍哈姆法第

43條（a）項主張反向混淆，法院在早期之 Jeffrey v. Cannon Films Inc.81案採否

定見解，但學者認為聯邦商標法背後的立法政策及目的與普通法有關商標侵權

                                                        
76 Wood v. Wood's Homes, Inc., 33 Colo.App. 285,519 P.2d 1212, 1215-16. 
77 Big O Tire Dealers, Inc., 561 F.2d at 1372. 
78 Big O Tire Dealers, Inc., 561 F.2d at 1376. 
79 Big O Tire Dealers, Inc., 561 F.2d at 1372 (The logical consequence of accepting Goodyear's 
position would be the immunization from unfair competition liability of a company with a well 
established trade name and with the economic power to advertise extensively for a product name taken 
from a competitor.). 
80 Capital Films Corp. v. Charles Fries Productions, Inc., 628 F.2d 387, 393 (5th Cir. 1980) (Big O 
decision is “leading authority” and reverse confusion “has now become a recognized doctrine within 
the scope of unfair competition”); Ameritech, Inc. v. America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orp., 811 
F.2d 960, 966 (6th Cir. 1987) (We consequently conclude that the Ohio courts would recognize a 
reverse confusion claim.). 
81 Jeffrey v. Cannon Films Inc., 1987 WL 124313 (C.D.Cal. 1987) (§ 43(a) does not encompass 
reverse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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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是相同的82，經過長期發展，法院已收斂出一致見解83，肯認藍哈姆法

第 43條（a）項有適用反向混淆理論之空間；而藍哈姆法第 32條（1）項之文

意內容已足解讀出已聯邦註冊之商標得主張反向混淆之意涵84，故在商標侵權

方面，不論普通法或聯邦法皆有反向混淆理論之適用。此外，美國不正競爭法

整編第三版第 20條之評論 f（comment f）85也肯認反向混淆之概念，且專利商

標局於商標註冊程序亦採用反向混淆理論判斷，此可由美國商標審理與上訴委

員會（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 TTAB）針對商標註冊者提交之申請做

出的審理決定窺知一二86，綜前論述可知，反向混淆理論已普遍為美國法制所

接受，並已廣泛應用於實務。 

 

  

                                                        
82 LOUIS ALTMAN & MALLA POLLACK, supra note 39, §22:13. 
83 Dreamwerks Production Group, Inc. v. SKG Studio, 142 F.3d 1127 (9th Cir. 1998) (reverse 
confusion is infringement of a Lanham Act registration); Banff, Ltd. v. Federated Dept. Stores, Inc., 
841 F.2d 486 (2d Cir. 1988) (“[R]everse confusion also inhibits fair competition and deprives [the 
senior user] of its reputation and good will.” Reverse confusion is within Lanham Act § 43(a).). 
84 LOUIS ALTMAN & MALLA POLLACK, supra note 39, §22:13;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 23:10. 
85 Restatement (Third) of Unfair Competition § 20 (1995) Comment f. 
86 American Hygienic Laboratories Inc. v. Tiffany & Co., 1989 WL 274397 (T.T.A.B. 1989); Hilson 
Research Inc. v. 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93 WL 290669 (T.T.A.B. 1993); In re 
Bioenergy, Inc., 2011 WL 2730928 (T.T.A.B.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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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向混淆理論之應用與趨勢分析比較 

第一節 美國於反向混淆案件認定混淆誤認之虞之標準 

在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案後，雖然

各法院接續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使反向混淆理論成為可得主張於法律爭端之有利

原則，又在解決反向混淆爭議時，法院得透過實體法責任規定（substantive law of 

liability）決定權利紛爭下之贏家、以衡平原則（equity）避免錯誤的判決結果發

生並適切衡量損害補償方式87，但於判決實務，一直未有法院針對商標反向混淆

侵權之相關認定方式、判斷方法進一步闡釋與定義88，造成已受肯認的法律原則

因為猶如空殼般的判斷標準，事實上無法應用，使商標權人之權利救濟處於不確

定狀態。 

直至 1983年，Plus Products v. Plus Discount Foods, Inc.89一案，聯邦第二巡

迴上訴法院才明確表示確有其必要發展判斷反向混淆商標侵權之方法，並表示反

向混淆侵權之判斷應採取與判斷正向混淆侵權相同之方法90。而正向混淆商標侵

權之判斷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須先證明原告（商標先使用者）之商標是否為商

標法所保護之商標，亦即是否具備識別性；第二階段需再證明被告（商標後使用

者）使用之商標對原告之商標而言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91，另有部分法院將第一

階段之識別性檢驗融入第二階段中，將其與屬於混淆誤認之虞檢驗要素之一的

                                                        
87 Thad G. Long, Alfred M. Marks, supra note 5, at 6. 
88 在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案後， 早採取相同見解者

為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之 Capital Films Corp. v. Charles Fries Prods., Inc.一案，也僅要求下
級的地區法院適用反向混淆理論，但對於具體該如何適用，如何判斷當事人主張等方面均未有

所表示。Capital Films Corp., 628 F.2d at 393-395. 
89 Plus Products v. Plus Discount Foods, Inc., 722 F.2d 999 (2d Cir. 1983). 
90 Plus Products, 722 F.2d at 1004. 
91 Banff, Ltd., 841 F.2d at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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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強度」一起判斷92，因商標識別性之判斷在反向混淆中並未有與正向混淆

差異過大之適用爭議，故本章便不針對商標識別性之判斷另闢小節多述，欲將論

述重心放在於第二階段判斷混淆誤認之虞與後續侵權損害救濟方法之認定與採

用中，商標正向、反向混淆侵權各別之適用差異與調整歷程。 

第一項 正向混淆案件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標準 

有關商標正向混淆的判斷標準， 早係源自於美國 1938年頒布的侵權行為

法律整編（Restatement of Torts）93，其中第 729條94與第 731條95分別就處於競

爭關係、非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提出判斷混淆誤認之四要素與九要素，接著，

美國各聯邦上訴法院再以此為指導原則，透過判例法發展出多樣的判斷標準，其

中 著名者為第二巡迴法院之 Polaroid factors，其與第一、第五、第六巡迴法院、

                                                        
92 McGregor-Doniger, Inc. v. Drizzle, Inc. 599 F.2d 1126, 1131 (2d Cir. 1979). 
93 Restatement (First) of Torts (1938). 
94 Id. § 729.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actor's designation is confusingly similar to the other's trade-mark or trade 
name,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important: 
(a)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designation and the trade-mark or trade name in  
(i) appearance; 
(ii)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s used; 
(iii) verbal translation of the pictures or designs involved; 
(iv) suggestion; 
(b) the intent of the actor in adopting the designation; 
(c) the relation in use and manner of marketing between the goods or services marketed by the actor 
and those marketed by the other; 
(d) the degree of care likely to be exercised by purchasers.  
95 Id. §731. 
In determining whether one's interest in a trade-mark or trade name is protected, under the rules stated 
in §§ 717 and 730, with reference to the goods, services or busines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the actor 
uses his designati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important: 
(a)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actor's goods, services or business will be mistaken for those of the other; 
(b)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other may expand his business so as to compete with the actor; 
(c)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the actor and those of the other have common 
purchasers or users; 
(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the actor and those of the other are marketed through 
the same channels; 
(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s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the actor and those of the other; 
(f) the degree of distinctiveness of the trademark or trade name; 
(g)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usually given to trade symbols in the purchase of goods or services of the 
actor and those of the other; 
(h) the length of time during which the actor has used the designation; 
(i) the intent of the actor in adopting and using the d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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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及第九巡迴法院之 Sleekcraft factors，均以八大因

素認定混淆誤認96；第七、第十一巡迴法院則以七大因素判斷混淆誤認97；第四

巡迴法院早期雖亦以七大因素判斷，然於 1996年後新增兩要素，改以九大因素

認定98；第八、第十巡迴法院透過六大因素檢視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99；而第三

巡迴法院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分別以包含十因素之 Lapp factors與包含十三因

素之 Du Pont factors判斷之100。又各聯邦上訴法院所採判斷標準之參酌因素個數

雖可能相同，但其各因素之內涵卻可能不盡相同，在此補充說明之。 

以下介紹聯邦上訴法院中較具代表性之參酌因素，並輔以歸納之方式呈現本

文對其餘聯邦上訴法院判斷因素之研究，並嘗試分析眾聯邦上訴法院判斷因素之

異同與重點。 

一、Polaroid factors 

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是第一個將侵權行為法律整編中有關判斷混淆誤認

之要件形式化的聯邦上訴法院，在 Polaroid Corp. v. Polarad Elecs. Corp.101一案中，

原告 Polaroid公司於 1935年開始將「Polaroid」作為商標使用於光學相關產品，

並取得聯邦商標註冊與紐約州商標及其他 22 個相關之註冊，被告 Polarad 公司

於 1944年後才將「Polarad」作為商標使用於微波裝置與電視攝影棚設備等產品，

                                                        
96 詳參 Polaroid Corp. v. Polarad Elecs. Corp., 287 F.2d 492, 495 (2d Cir. 1961); Pignons S. A. de 
Mecanique de Precision v. Polaroid Corp., 657 F.2d 482, 487 (1st Cir. 1981); Oreck Corp. v. U.S. Floor 
Systems, Inc., 803 F.2d 166, 170 (5th Cir. 1986); Frisch's Rests., Inc. v. Elby's Big Boy of Steubenville, 
Inc., 670 F.2d 642, 648 (6th Cir. 1982); Basile, S.p.A v. Basile, 899 F.2d 35, 37 (D.C. Cir. 1990); AMF, 
Inc. v. Sleekcraft Boats, 599 F.2d 341, 348-49 (9th Cir. 1979)。  
97 詳參 Helene Curtis Indus., Inc. v. Church & Dwight Co., 560 F.2d 1325, 1330 (7th Cir. 1977); 
Sovereign Military Hospitaller Order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 of Rhodes and of Malta v. Florida 
Priory of Knights Hospitallers of Sovereign Order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 Knights of Malta, 
Ecumenical Order, 702 F.3d 1279, 1294 (11th Cir. 2012) 。 
98 詳參 Pizzeria Uno Corp. v. Temple, 747 F.2d 1522, 1527 (4th Cir. 1984); George & Co. v. 
Imagination Entm't Ltd., 575 F.3d 383, 393 (4th Cir. 2009)。 
99 詳參 Anheuser-Busch, Inc. v. Balducci Publ'ns, 28 F.3d 769, 774 (8th Cir. 1994); King of the 
Mountain Sports, Inc. v. Chrysler Corp., 185 F.3d 1084, 1089-90 (10th Cir. 1999)。 
100 詳參 Interpace Corp. v. Lapp, Inc., 721 F.2d 460, 463 (3d Cir. 1983);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476 F.2d 1357, 1361 (C.C.P.A. 1973)。 
101 Polaroid Corp. v. Polarad Elecs. Corp., 287 F.2d 492 (2d Cir. 1961).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8 

因而遭 Polaroid公司起訴主張 Polarad公司之行為屬不正競爭及州法、藍哈姆法

規範下之商標侵權102，而法院於本案中用於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參酌因素便為有

名的 Polaroid factors103，早期僅適用於判斷處於非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直到

1988 年後法院才肯認其適用範圍包含處於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104，然其中各

項因素的重要性不一，以「商標識別性之強度」、「商標之近似性」、「商品或服務

之類似性」三樣為 關鍵之判斷標準105，其八項判斷要素如下所示。 

（一）先使用者商標識別性之強度； 

（二）兩商標近似之程度； 

（三）兩商品或服務類似之程度； 

（四）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可能； 

（五）實際發生混淆誤認； 

（六）後使用者是否出自善意使用商標； 

（七）被告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品質； 

（八）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 

二、Lapp factors 

在 Interpace Corp. v. Lapp, Inc.106案中，原告於 1916年開始以「Lapp」作為

商標使用於其製造之陶瓷絕緣子產品並加以銷售，而被告係為 Lapp, Stuttgart, 

Gmbh 公司及 U.I. Lapp, A.G.公司於美國設立之子公司，其於 1977 年開始以

「Lapp」、「Lapp Cable」作為商標，於美國境內銷售電線、電纜等相關電子硬體

                                                        
102 Polaroid Corp., 287 F.2d at 493-494. 
103 Polaroid Corp., 287 F.2d at 495 (……(1) the strength of the senior user's mark; (2)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marks; (3) the proximity of the products; (4)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prior 
owner will bridge the gap; (5) actual confusion; (6) the junior user's good faith in adopting its own 
mark; (7) the quality of defendant's product; and (8) the sophistication of buyers.). 
104 Banff, Ltd., 841 F.2d at 490; Physicians Formula Cosmetics, Inc. v. West Cabot Cosmetics, Inc., 
857 F.2d 80, 83 (Although the Polaroid test originally was applied to noncompeting products, it has 
been expanded to apply where, as here, competing goods are involved.). 
105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 24:32. 
106 Interpace Corp. v. Lapp, Inc., 721 F.2d 460 (3d Ci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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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原告因而起訴主張被告之行為違反州法及藍哈姆法關於商標侵權之規定107，

終法院作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而在 1983年，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於本案

生成 Lapp factors108作為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的參酌要素。與 Polaroid factors相同，

起初法院亦認為該判斷標準僅適用於非處於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若屬競爭關

係之商品或服務只需簡單比對兩者商標近似程度即可，不需一一檢視各項判斷因

素，然於 2000年後，法院改變見解，認為 Lapp factors之適用範圍亦包含競爭關

係之商品或服務109。在十項判斷要素中，「實際發生混淆誤認之證據」為 重要

之判斷要素，因為這是使謎團 接近 終問題核心的一項關鍵110，該十項判斷要

素如下所示。 

（一）兩者間商標之近似程度； 

（二）權利人商標識別性之強度； 

（三）商品或服務的價格與消費者於交易時可能施加的注意程度； 

（四）在未有實際混淆誤認證據出現時，被告實際使用系爭商標的時間長度； 

（五）被告使用系爭商標之意圖； 

（六）實際混淆誤認之證據； 

                                                        
107 Interpace Corp., 721 F.2d at 461. 
108 Interpace Corp., 721 F.2d at 463 (Those factors, as set forth in Scott Paper, are: (1)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owner's mark and the alleged infringing mark; (2) the strength of the owner's 
mark; (3) the price of the goods and other factors indicative of the care and attention expected of 
consumers when making a purchase; (4) the length of time the defendant has used the mark without 
evidence of actual confusion arising; (5) the intent of the defendant in adopting the mark; (6) the 
evidence of actual confusion; (7) whether the goods, though not competing, are marketed through the 
same channels of trade and advertised through the same media; (8)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argets of 
the parties' sales efforts are the same; (9)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oods in the minds of consumers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of function; (10) other facts suggesting that the consuming public might 
expect the prior owner to manufacture a product in the defendant's market, or that he is likely to expand 
into that market.). 
109 Interpace Corp., 721 F.2d at 462 (“Where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the alleged infringer deal in 
competing goods or services, the court need rarely look beyond the mark itself.”); 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 237 F.3d 198, 214 (3d Cir. 2000) (Our conclusion that the Lapp 
factors may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n cases of directly competing 
goods,……). 
110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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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兩者之商品或服務是否經由同一通路或廣告媒體行銷； 

（八）雙方銷售努力目標相同之程度； 

（九）因兩商品或服務功能近似致相關消費者心目中認定兩者之關聯； 

（十）其他使相關消費者認為先權利人有在被告市場生產商品或擴張進軍

被告市場之可能性。 

三、Sleekcraft factors 

在 1979年之 AMF, Inc. v. Sleekcraft Boats111案中，原被告各以「Slickcraft」

及「Sleekcraft」作為商標使用於其製造之船隻並加以行銷112，原告 AMF公司因

而起訴並主張被告侵害其商標權， 後法院亦認定被告侵權，做出有利於原告之

判決113。而法院於此案創設 Sleekcraft factors114，成為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判

斷混淆誤認之虞之參酌因素，此八項判斷要素如下。 

（一）商標識別性之強度； 

（二）商品或服務類似之程度； 

（三）商標近似之程度； 

（四）實際混淆誤認之證據； 

（五）使用之行銷通路； 

（六）商品或服務之類型與相關消費者交易時施以的注意程度； 

（七）被告選擇使用系爭商標之意圖； 

（八）擴張產品銷售市場之意圖。 

  

                                                        
111 AMF, Inc. v. Sleekcraft Boats, 599 F.2d 341 (9th Cir. 1979). 
112 AMF, Inc., 599 F.2d at 345. 
113 AMF, Inc., 599 F.2d at 354. 
114 AMF, Inc., 599 F.2d at 348-349 (In determining whether confusion between related goods is likely,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relevant: 1. strength of the mark; 2. proximity of the goods; 3. similarity of the 
marks; 4. evidence of actual confusion; 5. marketing channels used; 6. type of goods and the degree of 
care likely to be exercised by the purchaser; 7. defendant's intent in selecting the mark; and 8. 
likelihood of expansion of the product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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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u Pont factors 

1973年之 Application of E. I. DuPont DeNemours & Co.115案，DuPont公司欲

將「RALLY」註冊為商標並使用於車用之清洗劑及綜合拋光、上釉、去汙功能之

車蠟，然因在 DuPont公司之前已有 Horizon公司將「RALLY」註冊為商標並使

用於多功能洗滌劑，故 DuPont 公司之註冊案便遭美國商標審理與上訴委員會

（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 TTAB）駁回，DuPont公司不服便提起救濟

116。聯邦巡迴上訴法院（Federal Circuit）於此案創設 Du Pont factors117判斷商標

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此為聯邦上訴法院創設之標準中判斷參酌因素 多者，共有

十三個參酌因素，於該十三個參酌因素中，又以「商標之近似性」與「商品或服

務之類似性」為決定性要素，另外，若商標先使用者之商標為著名或強勢商標，

「商標識別性之強度」亦為一關鍵要素，此時三項判斷因素如下。 

（一）商標整體之近似程度，包含外觀、讀音、觀念、商業形象； 

（二）兩者商品或服務本質上的類似程度； 

（三）雙方現有與可能持續銷售通路之近似程度； 

（四）相關消費者交易時之情況，如：衝動購物或謹慎消費； 

                                                        
115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476 F.2d 1357 (C.C.P.A. 1973) 
116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476 F.2d at 1359. 
117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476 F.2d at 1361 (In testing for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under 
Sec. 2(d),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when of record, must be considered: (1) The similarity or 
dissimilarity of the marks in their entireties as to appearance, sound, connotation and commercial 
impression. (2) The similarity or dissimilarity and nature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as described in an 
application or registrati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a prior mark is in use. (3) The similarity or 
dissimilarity of established, likely-to-continue trade channels. (4)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nd 
buyers to whom sales are made, i. e. “impulse” vs. careful, sophisticated purchasing. (5) The fame of 
the prior mark (sales, advertising, length of use). (6)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similar marks in use on 
similar goods. (7)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ny actual confusion. (8) The length of time during an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re has been concurrent use without evidence of actual confusion.(9) The 
variety of goods on which a mark is or is not used (house mark, “family” mark, product mark).(10) The 
market interface between applicant and the owner of a prior mark: (a) a mere “consent” to register or 
use. (b) agreement provisions designed to preclude confusion, i. e. limitations on continued use of the 
marks by each party. (c) assignment of mark, application, registration and good will of the related 
business. (d) laches and estoppel attributable to owner of prior mark and indicative of lack of 
confusion. (11) The extent to which applicant has a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use of its mark on its 
goods. (12) The extent of potential confusion, i. e., whether de minimis or substantial. (13) Any other 
established fact probative of the effect of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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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商標之知名程度（銷售、廣告行銷、使用之時間長度）； 

（六）將近似商標使用在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的數量與性質； 

（七）構成實際混淆誤認的程度； 

（八）在未有實際混淆誤認證據出現時，被告實際使用系爭商標的時間長度； 

（九）使用在商品或服務上的商標種類（如：主商標、系列商標、商品商標）； 

（十）兩者間之法律關係： 

（a）後者得前者同意而使用、註冊商標； 

（b）有排除混淆誤認發生之契約條款，即限制雙方繼續使用商標； 

（c）有轉讓商標、註冊申請、商譽等相關業務之協議； 

（d）商標先使用者有主張權利之遲誤懈怠或有曾標明不侵權之禁反言。 

（十一） 商標後使用者得主張排他權之程度； 

（十二） 存在潛在混淆誤認之程度； 

（十三） 其他可證明因使用而造成影響之事實。 

 

本文介紹之四種判斷標準與其餘聯邦法院之判斷標準，雖各採用不同參酌因

素，重視的重點因素也有所不同，但其間仍有許多共通之處，如「商標之近似性」、

「商品或服務之類似性」、「實際混淆誤認之證據」、「原告（先使用者）商標

識別性之強度」，此四重點因素為各法院所共同重視之判斷核心，均為各法院創

設之判斷標準中必備的要素，而「被告（後使用者）使用商標之意圖」也為大多

數法院必審理之因素，然僅有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斷標準未明文採納118；除此

之外，在審理參酌因素時，法院並非機械性地套用各因素檢視，各判斷因素之重

                                                        
118 Christina P. Mott, Multifactors, Multiconfusion? Refining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Factors for 
Reverse-Confusion Trademark Infringement Claims To Achieve More Consistent and Predictable 
Results, 47 SUFFOL U. L. REV. 421, 43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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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亦非均等，也沒有一項因素對判斷結果有決定性的地位，因每件商標案件之

事實大不相同，法院得視個案情況調整，酌輕酌重判斷各因素119，且混淆誤認之

認定，並不只限於各判斷標準所羅列之數項因素，法院在個案認定時仍可加入其

他因素一起判斷120，總地來說，參酌之因素本身，頗具彈性。 

不過，各聯邦上訴法院在審理參酌因素的方式上亦有歧異之處，大多數聯邦

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在判斷混淆誤認之虞時應採取「權重加總策略（Weighted-

Additive Strategy）」，亦即判斷者應逐一檢視每個參酌因素，並依各因素之價值

及對個案而言之重要程度權衡認定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若未逐一審酌，案件上

訴後，便可能會面臨上級法院作出發回或撤銷原判決決定之風險121，不過聯邦第

九巡迴上訴法院122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123不認同此看法，因商標混淆誤認案件型

態多樣，應秉持彈性認定的核心概念，故不應以如此死板之方式認定，法院未必

須審酌與個案不相關、重要性不高之參酌因素，此為聯邦上訴法院於判斷商標混

淆誤認之虞時之一大歧異。 

 

                                                        
119 Id. at 440. 
120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 24:32. (Even this extensive catalogue does not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the court may have to take still other variables into account.). 
121 JOHN W. PAYNE et al., THE ADAPTIVE DECISION MAKER, 24 (1st ed. 1993) (The weighted additive 
rule considers the values of each alternative on all the relevant attributes and considers all the relative 
importances or weights of the attributes to the decision maker. Further, the conflict among values is 
assumed to be confronted and resolved by explicitly considering the extent to which one is willing to 
trade off attribute values, as reflected by the relative importances or weights.) ; Christina P. Mott, supra 
note 118, at 440. 
122 Brookfield Commc'ns, Inc. v. W. Coast Entm't Corp., 174 F.3d 1036, 1054 (9th Cir. 1999) (……this 
eight-factor test for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s pliant. Some factor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an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individual factor will be case-specific. Although some 
factors—such as the similarity of the marks and whether the two companies are direct competitors—
will always be important, it is often possible to reach a conclusion with respect to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after considering only a subset of the factors.) 
123 In re Mighty Leaf Tea, 601 F.3d 1342, 1346 (Fed. Cir. 2010) (Not all of the DuPont factors are 
relevant to every case, and only factor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particular mark need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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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正向混淆之判斷標準於反向混淆案件的適用困難 

在反向混淆理論普遍為美國實務所接受後，法院緊接著便要將此理論落實於

現實案件的審理中，在發展實際判斷反向混淆之標準方面，1983 年之 Plus 

Products v. Plus Discount Foods, Inc.案首度表示在判斷個案是否存在反向混淆時

應以 Polaroid factors認定，然法院於適用此因素認定反向混淆時，未調整 Polaroid 

factors中任何一個參酌因素，亦即法院係直接將傳統正向混淆之判斷標準利用於

認定反向混淆之情境124。 

不過，正向混淆與反向混淆兩者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如兩者的混淆方向

完全相反、在行銷力與知名度方面處於強勢之一方也完全不同等等，法院忽略如

此顯著之差異，直接套用原先適用於正向混淆之判斷標準，未發展出貼身剪裁反

向混淆之判斷標準，或許將無以精確判斷個案是否存在反向混淆之事實，例如

W.W.W. Pharm. Co., v. Gillette Co.125一案，法院便係直接以傳統未調整之 Polaroid 

factors判斷反向混淆案件126。如此一來，即使反向混淆理論已被肯認，然因係套

用正向混淆之判斷標準來檢驗反向混淆，法院便無法針對反向混淆做出穩定可預

測之見解，權利人之商標權仍未能受全面保障。由前述之矛盾可知，原先某些用

於判斷正向混淆的要素，在反向混淆的事實狀況下，其重要性可能已不如原本判

斷正向混淆時重要，故若能予以刪除或重新再調整，應能更完美適用於反向混淆

之判斷。 

此外，如以正向混淆之邏輯判斷「商標後使用者使用系爭商標之意圖」並非

合適，因在正向混淆之狀況下，商標後使用者往往是想要「搭便車」，攀附商標

                                                        
124 Plus Products, 722 F.2d at 1004. 
125 W.W.W. Pharm. Co., v. Gillette Co., 984 F.2d 567 (2d Cir. 1993). 
126 W.W.W. Pharm. Co., 984 F.2d at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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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者辛苦建立之商譽及品牌名氣，但在反向混淆之情況，因處於行銷與知名

度優勢者為後商標使用者，混淆方向與典型正向混淆之方向相反，名氣較高之商

標後使用者並未打算消費後商標先使用者之商譽與知名度，反倒僅係欲憑藉自身

經濟實力擴展市場地位，故若僅以正向混淆商標侵權人之意圖認定，將難以判斷

反向混淆之存否。 

「系爭商標識別性之強度」亦為正向混淆之判斷要素之一，在傳統正向混淆

判斷下，係以先使用者之商標識別性強度為判斷依據，蓋因後使用者係基於攀附

先使用者商譽之目的而使用系爭商標，故若先使用者之商標識別性愈強，相關消

費者便較可能將後使用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誤認為先使用者所提供。不過也因為

在反向混淆之情境中，商標後使用者並無攀附先使用者商譽之意圖，且先使用者

之商標知名度亦不高，導致以先使用者之商標識別性強度為判斷要素，無以辨認

反向混淆案件。 

又典型商標正向混淆的成立在「商品或服務的類似性」方面，並不以雙方商

品或服務間有直接競爭關係為限，因美國法院實務將 Polaroid factors等判斷因素

用於直接競爭或非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127，然Westward Coach Mfg. Co. v. Ford 

Motor Co.一案曾有見解表示弱勢商標之權利保護範圍僅限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只有強勢商標之保護範圍能擴及無競爭關係（noncompeting）之商品或服務128。

而商標識別性之建立除仰賴本身之獨特性，更需要倚靠大量在各種商品或服務的

使用行為，或廣告行銷教育相關消費者該商標與商品或服務間的指向性關係，在

反向混淆之情境下，商標先使用者往往未必有前述之大量使用行為與廣告行銷，

故其所擁有之商標大多為弱勢商標，若按Westward Coach Mfg. Co. v. Ford Motor 

                                                        
127 詳參註 104、109。 
128 Westward Coach Manufacturing Co., 388 F.2d at 63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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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一案法院之邏輯，似乎將使反向混淆之成立僅限於兩造商品或服務屬直接競

爭關係之前提，如此一來，由於反向混淆之先使用者所有之商標多為弱勢商標，

使得反向混淆判斷商品或服務類似性的範圍不含無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與傳

統認定正向混淆商品或服務類似性之範圍相比，似乎更為限縮。 

綜上所述，正向混淆之判斷標準對反向混淆而言似乎是件不合身的衣裳，須

經過適當的修改、調整，發展出貼身剪裁的判斷標準，才能真正保障反向混淆情

形下商標權利人之商標權利。 

第三項 反向混淆案件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標準 

因直接將正向混淆之參酌要素應用在認定反向混淆上會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美國各法院在適用無爭議的傳統參酌要素之同時，亦逐步修正不符反向混淆特質

之參酌要素，經過長期的判例法演變，雖各法院之立場未必相同，但仍能歸納出

大致之修正方向，針對「商標後使用者使用系爭商標之意圖」、「系爭商標識別性

之強度」、「商品或服務之類似性」方面，法院均因應反向混淆之特質做了相當程

度之修正。 

第一款 商標後使用者使用系爭商標之意圖 

由於反向混淆情形中，先使用者商標之聲譽與知名度皆不如行銷資源豐

厚的後使用者，故不存在一般正向混淆情形下商標後使用者使用與先使用者

近似商標之意圖，反向混淆之商標後使用者並無「搭便車」攀附先使用者辛

苦建立商譽的意圖，其僅係出自因系爭商標十分適合用於行銷活動

（promotion campaign）之考量而使用而已129。 

1992 年之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130一案，原告

                                                        
129 Thad G. Long , Alfred M. Marks, supra note 5, at 27. 
130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 , 978 F.2d 947 (7th Ci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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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s, Taylor & Wood公司將其「Thirst Aid」商標使用於飲料、糖漿等商品，

其後將商標授權給 Pet公司用於運動飲料行銷，過幾年再將商標賣給 L. Karp 

& Sons公司並同時簽訂專屬授權契約，好讓 Sands, Taylor & Wood公司能繼

續將此商標用於果醬、果凍等烘焙用品，然此商標竟遭被告 Quaker Oats公

司使用於 Gatorade 運動飲料之廣告行銷131。地方法院認為被告雖無攀附原

告商譽之搭便車意圖，但其知悉系爭商標已為原告註冊使用卻仍繼續將此用

於行銷，顯示被告未採取事前調查或避免混淆誤認之合理手段，可謂其非出

自善意之使用意圖132，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亦採取相同見解，其認為因反

向混淆本質上與正向混淆不同，故傳統以搭便車意圖認定後使用者是否具惡

意之判斷標準對反向混淆案件而言是不重要的（marginal at best）133。 

後續之 Fisons Horticulture, Inc. v. Vigoro Industries, Inc.134案、Dreamwerks 

Production, Inc. v. SKG Studio 135案、Altira Group LLC v. Philip Morris 

Companies Inc.136案亦承襲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案地

方法院之見解，認為後使用者之惡意意圖，得以其是否有事先為商標檢索再

選擇使用商標認定。另 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137

                                                        
131 Sands, Taylor & Wood Co., 978 F.2d at 949-50. 
132 Sands, Taylor & Wood, 1990 WL 251914, 20 (ND ILL 1990) ( The totality of the evidence reveals 
a lack of good faith by defendant in its use of plaintiff's mark. Additionally,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defendant shirked its duty to avoid the possibility of confusion. Defendant knew of 
plaintiff's mark and had a duty to take reasonable precautions to avoid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No 
precautions were taken.). 
133 Sands, Taylor & Wood Co., 978 F.2d at 963. 
134 Fisons Horticulture, Inc. v. Vigoro Industries, Inc., 30 F.3d 466, 480 (3d Cir. 1994)( The intent 
inquiry appropriate to this case is more like one we identified in Lapp in relying on the district court's 
finding that Lapp, “while it may have acted innocently, was careless in not conducting a thorough name 
search for American uses of the name.”). 
135 Dreamwerks Production Group, Inc., 142 F.3d at 1132 (……Counsel for DreamWorks conducted a 
diligent search and discovered the Dreamwerks mark, yet failed to make accommodations or select a 
different mark.). 
136 Altira Group LLC v. Philip Morris Companies Inc., 207 F.Supp.2d 1193, 1200 (D. Colo. 2002) 
(……the appropriate intent inquiry is whether defendant acted carelessly or otherwise culpably in 
selecting the allegedly infringing name.). 
137 A & H Sportswear, Inc., 237 F.3d at 232 (3d Cir. 2000) ( ….. we specifically highlight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larger company had adopted the mark with the deliberate intent of pushing its rival 
out of the market, and that it was this sort of usurpation of business identity that the reverse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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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 Freedom Card, Inc. v. JPMorgan Chase & Co.138案等認為判斷商標後使用

者使用系爭商標之惡意意圖時，得以是否欲篡奪商標先使用者之商業識別、

是否欲橫掃其相較微弱之品牌知名度、是否欲將其逐出競爭市場等因素判斷

之。由此可見，商標後使用者使用系爭商標之意圖對反向混淆的成立而言仍

相當重要，僅以搭便車意圖作為判斷反向混淆後使用者是否具備惡意之依據，

不甚適切，然經美國判例法長期發展，已創設出更適合判斷反向混淆商標後

使用者惡意意圖之標準，不需再以傳統搭便車之意圖作為判斷反向混淆後使

用者惡意存否之依據。 

第二款 系爭商標識別性之強度 

傳統正向混淆以先使用者之商標識別性強度為參酌要素，因若先使用者

之商標識別性強度高，便可能加強後使用者攀附先使用者商譽之意圖，然在

反向混淆之情況下，與正向混淆相反，商標後使用者並無攀附先使用者商譽

之搭便車心態，蓋因先使用者之商標知名度本就較後使用者低，故該傳統用

於判斷正向混淆之參酌要素對於辨認反向混淆而言，其實益性便不高。 

基此，法院於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案表示，在反

向混淆之案例中應以「後使用者」之商標識別性強度作為認定基準，方屬合

理139，Dreamwerks Production, Inc. v. SKG Studio案亦認同該見解，並以此作

為認定反向混淆之參酌因素，因若商標後使用者在市場中之識別性愈強，愈

可能吸引商標先使用者之潛在消費者，並進而對其造成混淆誤認140。 

                                                        
doctrine was designed to prevent.).    
138 Freedom Card, Inc. v. JPMorgan Chase & Co., 432 F.3d 463, 478 (3d Cir. 2005)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tenor of the intent to confuse evidence changes from the deliberate intent to palm off or exploit 
the goodwill of the senior user's mark (deliberate confusion) to the deliberate intent to push the senior 
user out of the market (reverse confusion)). 
139 Sands, Taylor & Wood Co., 978 F.2d at 959 (In a reverse confusion case, then, it may make more 
sense to consider the strength of the mark in terms of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junior user's goods.). 
140 Dreamwerks Production Group, Inc., 142 F.3d at n. 5 (In a reverse confusion case, however, we 
must focus on the strength of the junior user's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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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後續之實務案件，法院針對商標識別性強度做出更精細之區分與闡

述，商標識別性可區分為「商業強度（commercial strength）」與「概念強度

（conceptual strength）」，前者為透過在市場中使用、行銷商標之行為得來之

識別性，後者則係透過商標本身外顯名稱之獨特性所得，其識別性之強度將

因其名稱屬通用性（generic）、描述性（descriptive）、暗示性（suggestive）、

任意性（arbitrary）、獨創性（fanciful）而有不同141。法院在 Fisons Horticulture, 

Inc. v. Vigoro Industries, Inc.案與 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中認為，在商業強度方面，反向混淆應與正向混淆做不同認定，

因只要具備較高行銷力之一方愈用力行銷，潛在消費者便愈可能將商品或服

務誤認為由其所提供，此為正、反向混淆兩者共通抽象化之原理，而在正、

反向混淆兩種情形下，其具備強勢行銷力者非同一人，潛在消費者誤認之商

品或服務來源方向也因此不同，故於正向混淆，先使用者商標之商業強度愈

強，其正向混淆之主張愈可能成立；而反向混淆之情況完全相反，先使用者

商標之商業強度愈弱，其反向混淆之主張愈可能成立142，故於判斷反向混淆

案例中之商標識別性強度時，應比較商標先後使用者之商業強度差別，並觀

察商標後使用者是否有以廣告行銷活動吞噬市場之事實。 

第三款 商品或服務之類似性 

商品或服務之類似性對判斷混淆誤認之虞而言為不可或缺之重要因素

                                                        
141 LOUIS ALTMAN & MALLA POLLACK, supra note 39, §21:78. 
142 Fisons Horticulture, 30 F.3d at 479 (On remand, the strength of Fisons' mark will have to be 
reevaluated in light of our adoption of reverse confusion and its distinctiveness as well as its 
commercial strength will have to be considered.); A & H Sportswear, Inc., 237 F.3d at 231 ( in a direct 
confusion claim, a plaintiff with a commercially strong mark is more likely to prevail than a plaintiff 
with a commercially weak mark. Conversely, in a reverse confusion claim, a plaintiff with a 
commercially weak mark is more likely to prevail than a plaintiff with a stronger mark,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hen the plaintiff's weaker mark is pitted against a defendant with a far stronger 
mark.).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0 

143，而商標先使用者與後使用者間是否存在相當程度之競爭關係或關聯性，

便為判斷兩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重要依據。一般判斷正向混淆，

不論系爭商品或服務是否屬於直接競爭關係，均得以適用法院發展出的判斷

標準檢視是否存在混淆誤認之虞，非處直接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只要有

關聯性，使購買者可能相信兩者出自同源或有關聯、贊助之關係，在類似性

判斷上即有利商標先使用者144，然Westward Coach Mfg. Co. v. Ford Motor Co.

案表示弱勢商標之權利保護範圍須嚴格限縮至類似之商品或服務（similar 

goods similarly marketed），只有強勢商標之保護範圍能擴及無競爭關係

（noncompeting）之商品或服務。然在反向混淆之情境下，商標先使用者所

擁有之商標往往為弱勢商標，如此一來，似乎僅有處於直接競爭關係之商品

或服務得以受判斷標準檢視是否存在反向混淆之事實，非處於直接競爭關係

之商品或服務，因不在權利保護範圍內，當然不需進一步討論是否存在反向

混淆，是故可得，正向、反向混淆兩者之權利保護範圍似有不同。 

反向混淆之權利保護範圍究應多廣，法院亦有充分討論。於Plus Products 

v. Plus Discount Foods, Inc.案，法院認為即使兩造商品或服務相關連但無競

爭關係（related but non-competing），在消費者的認知下仍會將此二者連結，

其二者間實質上的差異會化於無形145。另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案亦採取類似見解，認為在反向混淆案件中，應將雖不具直接競爭

關係但密切相關之商品或服務（closely related）納入保護範圍，背後原因係

為了避免商標後使用者以行銷力橫掃市場，致先使用者無法將商業規模擴張

                                                        
143 參註 118。 
144 王敏銓，同註 26，頁 95。 
145 Plus Products, 722 F.2d at 1004 ( It is clear, however, that related but non- competing products can 
become associated in consumers' minds, and that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ducts of the 
parties is immaterial if confusion as to the source of the goods is ev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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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未來合理期待將進入的新市場領域，使其商業利益受損146。其後之 Dream 

Team Collectibles, Inc. v. NBA Properties, Inc.147案更認為，即使兩商品或服務

間無關連性（unrelated），只要事實上造成消費者將兩者連結，仍會使構成混

淆誤認之虞之機率上升148。 

然而，有別於前述較寬鬆之認定，法院後續對反向混淆權利保護範圍之

認定愈趨嚴格。法院於 Checkpoint Systems, Inc. v. Check Point Software 

Technologies, Inc.149一案中表示，兩者間之商品或服務若無直接競爭關係又

不具關聯性，則不會構成反向混淆150，後續之 Playmakers LLC v. ESPN, Inc.151

案與 Riverbank, Inc. v. River Bank152案亦採取較嚴格之認定標準，認為兩者

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間若不具備競爭關係，提供之服務與銷售、廣告之通路等

若不相似，便無構成反向混淆之可能性153，蓋因商標先、後使用者分屬不同

市場，且行銷廣告之對象亦為不同之分眾，故商標先使用者之潛在消費者並

不會意識到後使用者之廣告行銷，便不會對後使用者之商標感到熟悉，如此

                                                        
146 Sands, Taylor & Wood Co., 978 F.2d at 958 (One of the reasons courts have given for protecting 
trademark owners against the use of confusingly similar marks on closely related products is to protect 
the owner's ability to enter product markets in which it does not now trade but into which it migh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expand in the future.). 
147 Dream Team Collectibles, Inc. v. NBA Properties, Inc., 958 F. Supp. 1401 (E.D. Mo. 1997). 
148 Dream Team Collectibles, Inc., 958 F. Supp. at 1415 ( Nonetheless, a reasonable jury could find 
that defendants' use of the DREAM TEAM mark, even on products unrelated to plaintiff's products, 
contributed to consumers associating DTC's DREAM TEAM mark with defendants. In a reverse 
confusion case, this fact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149 Checkpoint Systems, Inc. v. Check Point Software Technologies, Inc., 269 F.3d 270 (3d Cir. 2001). 
150 Checkpoint Systems, Inc., 269 F.3d at 304 (Although the District Court did not analyze this factor, 
it was correct in finding that, “[i]n the present case, involving non-competing, unrelated products, such 
‘overwhelming’ has not even remotely occurred.”). 
151 Playmakers LLC v. ESPN, Inc., 376 F.3d 894 (9th Cir. 2004). 
152 Riverbank, Inc. v. River Bank, 625 F. Supp. 2d 65 (D. Mass. 2009). 
153 Playmakers LLC, 376 F.3d at 897 (……, despite the marks' similarities, the commonness of the 
term “playmaker,” the remoteness of the parties' lines of busines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choices of 
marketing channels, and the degree of care professional and aspiring professional athletes are likely to 
exercise before choosing an agent strongly suggest that LLC's prospective clients are not likely to be 
confused.); Riverbank, Inc., 625 F. Supp. 2d at 75 (The court is swayed,…… the dissimilar services 
offered by the parties; the dissimilar channels of trades, channels of advertising, and prospective 
purchasers; ……, 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viewing the record evidence as a whole, no reasonable jury 
could find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among the consuming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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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便無後使用者吞噬先使用者之商標與商譽之可能，反向混淆之情形自

不可能發生154。 

第二節 美國於反向混淆案件採取之損害救濟方法 

第一項 正向混淆案件採取之損害救濟方法 

美國藍哈姆法有關商標侵權之民事救濟措施可分為禁制令（injunction）與損

害賠償（damage），其分別規範於藍哈姆法第 34條155及第 35條156，權利受侵害

之商標權利人得依此向法院請求救濟。然侵權行為帶來的損害可能是無可回復的，

且有時金錢損害賠償亦不足補償之，故在快速阻止侵權行為繼續發生的需求下，

禁制令往往成為主要之救濟措施，不過禁制令也有其所窮之處，因其原則上僅能

杜絕商標權利人未來可能遭受之損害，卻未能解決權利人因同一商標侵權事件在

過去所蒙受的損失與侵權人所得之不當得利，以及權利人因提起訴訟所造成的損

害，而此禁制令未能解決之部分便由損害賠償補足。由此可知，禁制令與損害賠

償兩者基於其本質上的差異，各在民事救濟上針對不同損害予以補償衡平，禁制

令係針對未來損害的防免，而損害賠償係針對過去損害補償157。 

第一款 禁制令 

禁制令的給予需奠基於衡平原則（principle of equity）之實踐，藍哈姆法

第 34條亦規定法院有權依衡平原則，給予商標侵權人條件合理之禁制令。一

般認定傳統侵權行為禁制令之邏輯與因商標侵權給予禁制令之邏輯有所不同，

在傳統的認定邏輯下，原告需要證明法律上對其損害之救濟有所不足（no 

                                                        
154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4, § 23:10. 
155 15 U.S.C. §1116. 
156 15 U.S.C. §1117(a). 
157 Leah L. Scholer, Righting The Wrong in Reverse Confusion, 55 HASTINGS L.J. 737, 742-74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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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quate remedy at law），亦即損害賠償不足以完全補償其所受損害，如此法院

方能給予禁制令；而商標侵權之認定邏輯較寬鬆，因商標侵害具備持續性且不

可回復（irreparable），商譽受損即為一例，一旦確實發生商標侵害，便必然存

在法律救濟之不足，法院不能要求原告坐視無形的商譽流失，直到發生實質上

損害才請求損害賠償，故在有任何實質損害發生前法院即應允許商標權人請求

禁制令，只要具備損害之虞即可，無需額外證明其受有真正損害158。 

在判決實務上，地方法院雖各自以不同之判斷標準衡酌個案是否存在混淆

誤認之虞，然其一旦確定個案存在混淆誤認之虞，商標後使用者侵害先使用者

之商標權，不論後使用者是否為故意侵權，地方法院通常會先決定給予後使用

者禁制令之制裁；又若當商標先使用者所受損害或商標後使用者所獲利益極小

時，法院亦僅會給予禁制令作為制裁，不會再於判決中決定侵權人應給付損害

賠償159，此係出於衡平原則及公共利益的考量，因商標法需同時保護商標免於

受侵害、公眾免於受欺罔、市場能正當競爭160，故若原告所受損害或被告所獲

利益極小時，以禁制令作為制裁手段，似乎便足以衡平，也不至於過度限制被

告正當的競爭行為，同時兼顧公共利益的保護。 

第二款 損害賠償 

有別於禁制令係為了預防未來之損害，損害賠償之目的是為了補償權利人

過去所受的權利侵害、防止被告不當得利、嚇阻未來之不法行為。商標權人得

依藍哈姆法第 35條（a）向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而在該條規定之損害賠償架

構下，商標權人得請求回復被告因侵權所得之利益（defendant’s profit）、原告

所受之損害（any damages sustained by the plaintiff）、訴訟費用（the cost of the 

                                                        
158 王敏銓，美國商標法救濟措施之研究，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83期，頁 55，2005年 11月。 
159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39. 
160 王敏銓，同註 158，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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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除此之外，藍哈姆法第 35條（a）更明文表示，不論是以被告所得利

益（profit-based award）或原告所受損害（damage-based award）作為損害賠償

基礎，該損害賠償均係為滿足衡平原則之補償，而非懲罰，即使損害賠償存在

嚇阻未來不法行為之目的，此亦僅係自然伴隨補償而來的附帶目的，並非唯一

的理由161。 

將被告因侵權所得利益做為請求損害賠償的計算基礎，可以解決侵權人不

當得利之問題，也實踐衡平法則的核心，藍哈姆法第 35條（a）明文規定，原

告以此為主張時，需證明被告銷售系爭商標所附著之商品或服務的全部收入，

而被告需證明一切得扣減之支出費用，法院認定時，若認為以被告所獲利益作

為賠償額度過多或過少，其得行使裁量權，按情況酌定妥適之賠償額度。 

若返還被告所獲利益仍不足以衡平原告之損失，為實踐衡平法則，法院得

判決予以損害賠償162，而在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方面，有以權利人所受損害及

所失利益兩種方式計算，在請求損害賠償時，原告需證明其實際因被告之商標

侵權行為所受損害，然為彌補所受損害實際上難逐一證明之困境，藍哈姆法第

35條（a）規定法院在評估損害時，得依案件情況給予超出已證明所受損害之

賠償額度，但不得超出三倍，此非懲罰性損害賠償，且藍哈姆法並無懲罰性損

害賠償之規定，其僅是單純便利原告舉證困境之措施，目的仍在填補損害。另

商標法實務有以矯正性廣告（corrective advertising）費用作為損害賠償之手段，

意即給予原告用以修復受損商譽之廣告費用，以此矯正消費者之視聽，建構正

確之商品指向，矯正性廣告費用之計算通常依據被告支付廣告費用之一定比率

                                                        
161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43. 
162 王敏銓，同註 158，頁 63。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作為計算基礎，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係以

25%為比率上限163。 

而在訴訟費用請求方面，藍哈姆法第 35條（a）末段規定，在例外情形下

法院得判決予勝訴者合理訴訟費用，而此例外情形依美國國會之立法報告164，

係屬敗訴之當事人之行為出自惡意（malicious）、詐欺（fraudulent）、有意

（deliberate）、蓄意（willful）之情形165，另因法條所載之主體為勝訴當事人，

故非僅有原告得以請求，被告亦有機會獲得訴訟費用之補償。 

第二項 正向混淆案件之損害救濟方法在反向混淆案件的適用困難 

前述之損害救濟方法為一般適用於典型商標侵權之救濟管道，而有別於一般

為人熟知之正向混淆商標侵權，反向混淆屬較特殊之商標侵權型態，其與正向混

淆在本質上有許多如前所述之差異，若直接適用典型之損害救濟方法於反向混淆

案件，是否能充分填補商標權利人之損害，非無疑義。 

在一般商標侵權案件，不論後使用者是否為故意侵權，均會先決定給予後使

用者禁制令制裁，而禁制令雖為一般商標侵權常見之救濟方法，不過在反向混淆

案件中，法院若直接給予被告禁制令，未必能針對原告所受損害給予有效之救濟，

因反向混淆在本質上與正向混淆多有不同之處，如於正向混淆之情形，商標先使

用者較具知名度，又因商標後使用者之知名度相對較低，其之所以做出商標侵權

行為也是出於攀附先使用者商譽之意圖，故以禁制令杜絕名氣與發展規模皆較小

之後使用者或許能有效除去未來不可預料之侵害；然反向混淆之情形卻恰好相反，

反倒是後使用者之知名度較高，如此一來，給予知名度較高之被告禁制令是否能

                                                        
163 Anthony L. Fletcher, The Curious Doctrine of Reverse Confusion – Getting it Right in Reverse, 
VOL. 95 TMR 1273, 1281 (2005). 
164 S. Rep. No. 93-1400, at 2, reprinted in 1974 U.S.C.C.A.N. 7132. 
165 Id. at 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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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杜絕未來損害，不無疑問，因若後使用者之名氣大至相當程度，有形的禁制

令將未必足以消除後使用者之名氣，欲弭平其對市場所帶來之影響亦有相當難度。 

又於一般正向混淆情形，商標先使用者名氣大之事實，使其於市場有非常高

之能見度，且商標後使用者本係為攀附商標先使用者之商譽，故後使用者近乎不

可能不知悉先使用者商標之存在，故若後使用者又採取與先使用者相同或近似之

商標，便可推知後使用者具備相當程度之惡意；然反向混淆卻相反，先使用者於

市場之能見度通常不高，雖有檢索機制的存在，但面臨先使用者往往未註冊商標

或其所有之商標為弱勢商標的情況下，後使用者未必能透過檢索行為準確無誤地

發現先使用者商標之存在，意即檢索機制在反向混淆之情境下將有可能失靈，商

標先使用者極可能成為檢索機制下的漏網之魚。若後使用者無不良意圖、從此所

獲利益又微乎其微、實際上個案造成真正混淆誤認之機率極低，且商標先使用者

未註冊聯邦商標，在此情境下，後使用者所給付者已非單純之損害賠償，其所受

者已是制裁，如此似乎有些過當166。此外，若法院決定給予後使用者禁制令之制

裁，該予以範圍多廣之禁制令，同樣是個棘手的問題，對擁有相當知名度的後使

用者而言，禁止其銷售以系爭商標標示之產品或服務，將使其承受不可想像的鉅

額利益損失，反觀若要求先使用者改用其他商標標示其商品或服務，因其知名度

較低，對其造成之不利影響似乎較小，意即先使用者因反向混淆所受之損害理論

上應小於後使用者因禁制令所受之損失，因此，若設定過廣之禁制令範圍，亦可

能導致過度填補先使用者損害之不當情形167，便有違損害賠償僅係為了填補被侵

權人所受損害、所失利益之核心宗旨。 

損害賠償得以「被告所得利益」或「原告所受損害」做為計算基礎。在以證

明原告所受損害計算損害賠償時，對正向混淆之商標被侵權人來說較為方便，因

                                                        
166 Thad G. Long , Alfred M. Marks, supra note 5 at 30-31. 
167 Anthony L. Fletcher, supra note 163, at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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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證明其因後使用者侵權行為導致之銷售量減損即可，但在反向混淆之情形

下，商標被侵權人不但實際上未受實體損害，又因消費者將其所提供之產品誤認

為係由後使用者所提供而錯誤購買，商標被侵權人反倒意外有額外的利益收穫，

雖然此等獲利事實上是先使用者權利受損害的 好證明，就是因為先使用者已失

去企業識別與對商譽的控制力，才導致消費者有混淆誤認而錯誤購買之行為，不

過在法院的解讀看來，會認定此為獲利而非因失去商標控制力所招致的損失168，

基此，以「原告所受損害」計算反向混淆之商標被侵權人所受損害，其結果數值

往往會被低估，因被侵權人所受之損害為商譽與品牌控制力169，相對抽象，較難

計算所受損害之確切數額，如此一來，即使藍哈姆法第 35條（a）明文規定有三

倍損害賠償額的空間可彈性認定以彌補舉證之困難，但若無法算出確切數額，三

倍的彈性空間乘上空白之數額，依然了無幫助。 

另外，若以矯正性廣告作為計算損害賠償之方法也會遇到相當困難，由於商

標後使用者投入行銷廣告之成本十分可觀，然原告之潛在顧客群（customer base）

相對有限，較為小眾，又因其知名度不高，若以商標後使用者投入行銷成本之相

當比例作為給付原告矯正性廣告費用之計算依據，該額度或許會遠高於商標先使

用者真正所需要之費用，如此ㄧ來便不符合衡平法則之核心觀念，將有商標先使

用人不當得利（unjust enrichment）之風險170。 

若以「被告所得利益」作為認定損害賠償額度之基準，商標先使用者在舉證

上僅需要證明後使用者所獲利益即可，與前述之以「原告所受損害」之計算基準

相比，已容易許多，但此方法未必能精準反應先使用者實際所受之損害，即使在

正向混淆之情形下採此計算基準亦會面臨該問題，因並非每筆商標後使用者之銷

                                                        
168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44-45. 
169 A & H Sportswear, Inc., 237 F.3d at 228. 
170 Thad G. Long , Alfred M. Marks, supra note 5,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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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業績均等於商標先使用者因後使用者侵權行為所損失之銷售（diverted sale），

而在反向混淆中，此問題更加嚴重，因商標後使用者並非為了攀附先使用者之商

譽才使用與其近似之商標，後使用者絕大部分之銷售所得反倒只是反映出其自身

之銷售實力171。不過，雖商標後使用者係靠自身努力才得到此銷售成就，但其未

經先使用者授權便使用與前商標相同或近似商標之行為，侵害先使用者之商標排

他權，此仍為不當得利之事實172，然究竟該如何得知哪一部分為商標後使用者真

正透過自身努力所獲之利益額度，哪一部分係因其使用與先商標近似之商標所獲

之利益，有相當高之難度。 

第三項 反向混淆案件採取之損害救濟方法 

第一款 禁制令 

在一般商標正向混淆之侵權案件，禁制令雖係法院不論後使用者是否故意，

均會先施加之制裁手段，然如前所述，由於反向混淆之特性，禁制令未必能發

揮立法者原先期望之效果，其或無法有效防範權利人未來可能所受之損害，或

可能對後使用者制裁過當。基此，在反向混淆案件中，某些法院在認定是否應

予後使用者禁制令方面，採取較為保守之立場，相較於正向混淆，其禁制令之

範圍遭限縮許多。 

在 Plus Products v. Plus Discount Foods, Inc.一案之判決 後，美國聯邦第

二巡迴上訴法院表示禁制令之範圍不應擴張至無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因此

本案之禁制令範圍應僅限於兩造當事人銷售重疊之項目173。 

H. Lubovsky, Inc. v. Esprit De Corp.174一案，原告 H. Lubovsky公司為規模

                                                        
171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44. 
172 Id. at 740. 
173 Plus Products, 722 F.2d at 1008. 
174 H. Lubovsky, Inc. v. Esprit De Corp., 627 F.Supp. 483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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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小之女鞋進口與國內分銷商，以經聯邦註冊之「ESPRIT」商標銷售其商

品；被告為知名女裝與兒童運動服裝品牌之零售商 Esprit 公司，其因使用

「ESPRIT」與「ESPRIT DE CORP.」作為商標而遭訴，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

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D.N.Y）

認為反向混淆僅存在於鞋子之產品線，被告之服裝產品線應不存在反向混淆175，

若直接給予禁制令將造成被告數百萬之損失，又依案件之證據觀察，不論是否

予以被告禁制令，似乎都不會對原告之事業帶來實質影響，且若禁制令之範圍

過廣，也會使原告得到超出其實際損失之補償，禁制令將有可能成為被告不合

理的勒索工具（a lever of unconscionable extortion），因此法院 終僅要求被告

採用其他能有效區別其鞋類商品商標之方法，以免再造成兩造商品之混淆誤認

176。 

同樣地，在 The Elizabeth Taylor Cosmetics Co. v. Annick Goutal S.a.r.l177一

案，法院採取與 H. Lubovsky, Inc. v. Esprit De Corp.案相同立場，同樣較保守地

認定禁制令範圍，本案後使用者為 The Elizabeth Taylor Cosmetics公司，其將

「Elizabeth Taylor's Passion」作為商標使用於香水產品，先使用者 Annick Goutal

公司認為此商標與其香水產品之「Passion」商標近似因而提起訴訟，法院雖認

為本案成立混淆誤認，但僅禁止 Elizabeth Taylor's Passion 香水在一線精品店

（first-tier stores）販售，並無限制其餘通路之銷售178，然在進一步認定本案禁

制令廣度的判決 179中，法院又更限縮原本禁制令之範圍，其永久禁制令

（permanent injunctive relief）之範圍僅限於先使用者已有合作關係之七家精品

                                                        
175 H. Lubovsky, Inc. , 627 F.Supp. at 491. 
176 H. Lubovsky, Inc. , 627 F.Supp. at 496-97. 
177 Elizabeth Taylor Cosmetics Co. v. Annick Goutal S.a.r.l., 673 F. Supp. 1238 (S.D.N.Y. 1987). 
178 Elizabeth Taylor Cosmetics Co., 673 F. Supp. at 1249. 
179 Elizabeth Taylor Cosmetics Co. v. Annick Goutal S.a.r.l., 677 F.Supp. 144(S.D.N.Y. 1987).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0 

店通路，此外，法院另再予後使用者初步禁制令（initial injunction）限制其香

水產品六個月內不得在其他四十七間精品店通路上架，藉此使讓先使用者有充

裕時間能與其他精品店洽談銷售合作180。 

由上述案件可見，法院在給予反向混淆案件被告禁制令方面，顯得較正向

混淆案件保守，本文認為其原因可能是既然禁制令未必能防免未來損害之發生，

更可能因其範圍過廣使補償內容多過於先使用者實際所受損害，在此禁制令未

必能有效填補損害的情形下，若多把後使用者受禁制令後將會招致的各層面影

響納入考量，可以幫助法院決定出更衡平雙方利益、更有效填補損害之禁制令

範圍。 

第二款 矯正性廣告 

由於前項所述之種種原因，以矯正性廣告計算損害賠償可能會使商標先使

用者不當得利，反倒與衡平法則相違背，判決實務在運用此種損害賠償計算方

式時也格外謹慎小心，在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 v. Arbel Corp.181一案，法

院便表示權利受損的先使用者其自身須真正不足以支應矯正性廣告之費用，才

得以判決予以其矯正性廣告費用182，否則便可能發生類似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一案之情形，Big O公司在獲取 475萬

美元之矯正性廣告費用後，卻實際上未為任何矯正性廣告183，使得矯正性廣告

從立意良善的損害救濟手段變相成為商標先使用者的勒索工具。 

另於 1992年之 Zazu Designs v. L'Oreal, S.A.184 案，法院亦表示獲取矯正

性廣告費用須先滿足兩條件，首先，先使用者應先證明其確實因後使用者造成

                                                        
180 Elizabeth Taylor Cosmetics Co., 677 F.Supp. at 146. 
181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 v. Arbel Corp. , 13 U.S.P.Q.2d 1958 (S.D.N.Y. 1989). 
182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 13 U.S.P.Q.2d at 7. 
183 Anthony L. Fletcher, supra note 163, at 1289.( It was widely believed in the trademark community 
at the time that Big O had pocketed its share84 of the $4.75 million recovery without doing any 
corrective advertising. It was also generally perceived that Big O had come out of the whole ordeal 
remarkably well.). 
184 Zazu Designs v. L'Oreal, S.A., 979 F.2d 499 (7th Ci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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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標混淆誤認而受損害，再者，補償既有商標所受損害須是相較重新使用新

商標發展品牌識別花費更少之方法，若先使用者舉證滿足上述兩條件，則法院

便得判決後使用者應給付矯正性廣告費用做為對先使用者之損害賠償185。 

由此可見，因矯正性廣告費用的給予極可能造成商標先使用者不當得利，

使矯正性廣告費用反倒變相成為商標先使用者之勒索工具，故此損害賠償計算

方式，在實務上的應用確實愈趨保守，所要求之配套要件變得更加嚴格。 

 

第三款 以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額度衡量依據 

據藍哈姆法第 35 條（a），既有商標侵權損害賠償之計算，僅有以被告所

得利益或原告所受損害作為基礎，然於反向混淆之情形，此二者均有所窮，無

以完全填補商標先使用人權利所受之損害，故判決實務亦嘗試於既有法規下尋

求突破口。 

在 1992年的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案判決中，地方

法院 初判定被告 Quaker Oats公司應給付 Sands, Taylor & Wood公司其使用

「Thirst Aid」標語期間銷售 Gatorade飲料所得收益之百分之十及律師費用186，

案件進入上訴法院後，上訴法院基本上肯認地方法院認定損害賠償之方式，不

過對於損害賠償額度之決定略有意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未

交代百分之十之比例何以 能反應被告不當得利之數額，但因本案原被告曾一

度嘗試洽談商標授權之事，故其另建議以「合理授權金」做為計算基礎，表示

此方法更能準確反映出被告因使用系爭商標所獲之利益187。 

同樣地，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先使用者

                                                        
185 Zazu Designs, 979 F.2d at 506 (“To justify damages to pay for corrective advertising a plaintiff 
must show that the confusion caused by the defendant's mark injured the plaintiff and that “repair” of 
the old trademark, rather than adoption of a new one, is the least expensive way to proceed.”). 
186 Sands, Taylor & Wood, 1990 WL 251914 at 26. 
187 Sands, Taylor & Wood Co., 978 F.2d at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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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A & H Sportswear 公司，為市佔率佔全美約十分之一之泳衣公司，申請以

「MIRACLESUIT」作為註冊商標使用於泳衣產品，而著名於女性內衣商品之

Victoria's Secret 公司為後使用者，以「MIRACLEBRA」作為商標使用於睡衣

及比基尼泳衣商品。地方法院亦曾討論以合理授權金補償損害，企圖以過去及

未來之合理授權費用作為補償先使用者損害之手段188，不過此番方案卻遭聯邦

第三巡迴上訴法院駁回，其認為以授權金認定過去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額，僅

適用於專利權189及營業秘密190之侵害，商標並不在適用行列中，前述之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案之所以得以合理授權金核定損害賠償

額，係因雙方曾針對授權事務有所商討，然本案兩造未曾對此有任何討論，應

無適用空間，且授權金係為認定過去損害賠償額之方式，若法院核定未來之授

權費用，形同是為兩造決定其從未要求或談判之授權關係，因此，上訴法院認

定不得以合理授權金作為補償過去及未來銷售損害之方法191。 

以授權金做為衡量損害賠償額度之方法，雖非美國現行法明文之損害救濟

方式，卻或許能有效解決既有計算基礎無法克服之問題，即使後使用者所獲之

銷售利益大部分係因自身之銷售實力，不過其未付出任何代價便使用他人享有

商標權之商標，仍屬無法律上原因而獲取之不當得利，先使用者也因此損失了

原先得獲取之授權費用，而若以合理授權金作為計算基準，便能同時填補先使

用者所受損失，並解決後使用者獲取不當得利之問題192，也免去因以傳統方法

                                                        
188 A & H Sportswear Co.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 967 F. Supp. 1457, 1480 (E.D. Pa. 1997). 
189 35 U.S.C. §284: “ Upon finding for the claimant the court shall award the claimant damages 
adequ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fringement, but in no event less than a reasonable royalty for the use 
made of the invention by the infringer, together with interest and costs as fixed by the court…….” 
190 18 U.S.C. §1836(b)(3)(B)(ii):” In a civil action brought under this subse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a trade secret, a court may—…… award—…..in lieu of damages measured by any 
other methods, the damages caused by the misappropriation measured by imposition of liability for a 
reasonable royalty for the misappropriator’s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r use of the trade secret;……” 
191 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 166 F.3d 197, 208-209 (3d Cir. 1999) 
192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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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損害賠償造成先使用者獲得超乎權利受損範圍的意外之財，因而使後使用

者不願擴展新市場之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風險發生193，不過由此二判決

觀察，法院針對以合理授權金作為認定損害賠償額度之方法，似乎尚未有明朗

之固定見解。 

然有學者以為，以合理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額度認定基礎之方法不應以個

案是否先前曾有授權關係或曾嘗試談判授權作為適用前提，不論個案是否曾有

授權談判或實際授權關係，均應一體適用194。另應得參考美國專利法第 284條

195，將其作為以合理授權金認定商標侵權損害賠償額度之依據，雖此為專利法

所用之規定，然此概念適用於商標法內文亦無問題。不過法院所判定之授權金

比率應高於一般情況下授權交易之合理授權金比率，否則便與一般雙方合意授

權所得之權利金無異，然若原先商標先使用者並無與後使用者進行授權或交易

之意願，且若先、後使用者為直接競爭關係，先使用者所收取之商標授權費用

必定會較一般情形之合理授權金高，且法院在判決中又決定被告未來應給付原

告之授權金額度，形同強制原先不欲授權之先使用者在未來與後使用者一同進

入授權關係，故應以高於一般合理授權金之額度作為使先使用者在未來進入此

等類似強制授權關係之補償代價196。又加上單純以合理授權金做為損害賠償額

度對故意侵權之後使用者而言，無實質上阻卻其故意侵權之效果，此損害賠償

之計算方式將使後使用者逕自放棄私下協商授權，因其 終故意侵權之損害賠

償額度也僅係一般合理授權金而已，可能與原先協商談判的授權金額相去不遠，

若直接為侵權行為，更可省去協商成本，如此將形同鼓勵後使用者故意為反向

混淆之侵權行為，因此後使用者應給付之損害賠償額度應有必要高於一般合理

                                                        
193 Id. at 757. 
194 Id. at 754-755. 
195 Supra note 189. 
196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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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金，雖嚇阻非為商標侵權損害賠償之主要目的，且以高於合理授權金之額

度作為損害賠償之目的仍在補償（compensation）先使用者所受損害，但其仍

附帶有些許嚇阻（deterrence）之功能存在197，故應以高於合理授權金之額度作

為認定後使用者應給付之損害賠償額度，較為恰當。 

第三節 反向混淆理論於我國之應用 

本章業於第一、二節介紹有關美國適用反向混淆理論之情形，包含美國實務

為因應反向混淆理論而針對傳統混淆誤認之虞認定標準及損害救濟方法所做出

的調整，而在了解反向混淆理論於其發源地之發展後，本文擬於本節回頭檢視反

向混淆理論於我國之應用情形，首先介紹我國商標法之相關規範與救濟方法，印

證混淆誤認之虞理論於我國地位之重要性，再從我國訴訟實務判決分析我國法院

實際採納、運用該理論之情形。 

第一項 我國商標法之相關規範與權利救濟方法 

有別於美國之商標法採使用主義，我國之商標法體制選擇採用註冊主義，此

二者 大之差別便在取得商標權保護之條件，於使用主義國家，只需有商標使用

行為，該商標之相關權利即受保護；而於註冊主義國家，原則上需經過商標申請

註冊程序，才得以取得商標權保護。基於前述根本上的差異，使我國之商標救濟

方式與美國之救濟方式有別，因商標須先經專責機關機關審查，確定其符合法定

之積極與消極要件後才予以商標權保護，故我國之商標權利救濟，除了有侵權訴

訟得主張商標權侵害，由法院釐清侵權人之民、刑事責任外，訴訟當事人另得主

張商標有不得註冊或應撤銷、廢止之事由，該主張亦須由專責機關及法院之有效

                                                        
197 Id. at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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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訴訟判斷是否應予系爭商標權利保護，亦即探究系爭商標權利是否存在，而此

為使用主義國家法院無須於訴訟中討論之爭議198。 

我國商標權利救濟方式雖與美國不同，但不論我國之侵權訴訟或有效性訴訟

均係以混淆誤認之虞理論為判斷核心，在判斷商標侵權方面，我國商標法第 35

條第 2項、第 68條、第 70條、第 95條中，規定商標權人之權利範圍與侵權樣

態，皆以混淆誤認之虞做為認定門檻；在判斷商標權存在與否方面，我國商標法

第 30條第 1項、第 48條第 1項、第 57條第 1項、第 63條第 1項也各將混淆誤

認之虞定義為不得註冊事項與構成提起異議、評定、廢止事由之一種樣態。 

於實際判斷混淆誤認之虞方面，我國智慧財產局於民國 93 年 4 月 28 日訂

定發布「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199，並於同年 5月 1日生效，使專責機關在判

斷商標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時有更明確可依循之標準，審查基準中明列八項判斷

因素，包括「商標識別性之強弱」、「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商品或服

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實際混淆誤認之

情事」、「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系爭商標之註冊申請是否善意」、

「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此八項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因素與美國聯邦巡迴第二

上訴法院創設之 Polaroid factors200十分類似，可見混淆誤認之虞理論在我國商標

法之地位與其判斷方式，皆與美國法之情況相去不遠。 

  

                                                        
198 因於使用主義國家，只要經實際使用便能取得商標權保護，聯邦註冊並未額外創設商標權，
僅係對商標權之歸屬有公告與表面證據的效力，故若美國專利商標局不准予商標註冊，該商標

仍受享有商標權之保護，與註冊主義國家專責機關不准予商標註冊便無從受商標權保護之情形

有別。 
19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101年 7月。 
200 詳參本章第一節第一項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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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反向混淆之侵權訴訟 

截至民國 106年，我國法院之侵權訴訟判決提及「反向混淆」，並加以表態

論述者，共有四件201，分別為中華電信千里眼商標侵權案、CK商標侵權案、寶

島鐘錶 PORTER商標侵權案、Tutor ABC商標侵權案，本文將簡介此四案件之事

實與發展，並嘗試自此四案件中歸納分析我國法院於商標侵權訴訟方面對反向混

淆理論之態度。 

第一款 中華電信千里眼商標侵權案202 

本案之商標先使用者為千里眼電子公司（後更名為千諺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千諺公司），於民國 82年 11月 2日以「千里眼 CHIENLIYEN」作為商

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電視共同天線、對講機、電子電路、

汽車電話機、傳真機、電話機、電話答錄機、電子偵聽器、信號收發器」等商

品，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為第 00641540號商標，後來將此商標讓與

偵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偵翔公司）。後使用者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中華電信），於民國 98年 5月 16日將「中華電信千里眼及圖」與

「中華電信千里眼 ucam.hinet.net」做為商標（以下簡稱被控侵權商標）指定使

用於「電腦硬體、網路硬體設備、網路設備、攝影機、電子攝影、彩色監視攝

影機、遙控器、紅外線遙控器…」等商品，分別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

為第 01361995號及第 1361994號商標。 

 

                                                        
201 本文以法源法律網之裁判書查詢系統為檢索工具，設定民國 87年至民國 106年為搜尋區
間，並以「反向混淆」作為關鍵字搜尋全國法院之民事判決，共有 4件案件、7筆判決資料。 
202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商訴字第 38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民商上字第 1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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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華電信千里眼商標侵權案原被告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0641540 

 

註冊號：01361995 

 
註冊號：01361994 

 
 

商標受讓人偵翔公司認為中華電信已侵害其商標權，故提起商標侵權訴訟，

並主張混淆誤認可分為正向混淆及反向混淆，且反向混淆之理論已被美國實務

判例（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肯認，

我國法院亦有在判決內承認類似反向混淆之概念，本案兩造之商標近似、商標

指定之商品或服務類似程度高，且被告在被控侵權商標獲准註冊前便已知系爭

商標之存在，卻仍繼續使用並投入大量廣告行銷淹沒市場，已有混淆誤認之虞。 

本案一、二審法院皆認為，原告據以主張反向混淆之判決，其實際內容與

反向混淆無關，故原告以此主張反向混淆顯屬無據，然法院並未否定反向混淆

理論，但亦未再針對反向混淆有進一步說明，其判斷混淆誤認之虞時係直接依

我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認定，未調整任何參酌因素，綜合衡量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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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此二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似，但被告將其公司名稱及識別 Logo作

為被控侵權商標之一部分，整體觀察並不近似，且顯見被告申請註冊時無混同

商標之意圖，又透過被告長期行銷建立之知名度，客觀上已足使消費者區辨二

商標，故無混淆誤認之虞。 

第二款 CK商標侵權案203 

本案之商標先使用者為香港商精工髮品廠有限公司（CK Hair International 

Ltd.，以下簡稱精工公司），其以「CK」作為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指定

使用於「化妝品」、「化粧水，香水，香油，口紅，胭脂，潤膚油，潤膚膏，面

霜，⋯⋯，沐浴用浴油，指甲油」等商品，於民國 88年 1月 16日及 77年 2月

16 日分別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為第 00388540 號及第 00830095 號商

標，其生產之香水、化妝品等產品由新華創聯諮詢顧問公司代理於我國境內販

售。商標後使用者為卡文克雷恩商標信託公司（Calvin Klein Trademark Trust），

其以「CK」作為商標（以下簡稱被控侵權商標），指定使用於「化粧品、香水、

古龍水、沐浴用香油、⋯⋯、防晒油、髮乳」等商品及「個人保養用品、化妝

品、香水、家具、地毯、家庭陳設品、布料、家庭器皿、珠寶、鐘錶、文具、

旅行箱袋、皮製品、紡織品、衣服、靴鞋」等零售服務，於民國 83年 6月 16

日及 88 年 2 月 1 日得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為第 00643126 號及第

00106370號商標，其又將商標授權予 COTY INC.（以下簡稱 COTY公司）及

盧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盧亞公司），前者為國際知名品牌 Calvin Klein香水世

界行銷之總經銷商，後者為 Calvin Klein香水於我國之經銷商，其二者均有合

法權限使用此二商標於香水產品之銷售。 

                                                        
203 智慧財產法院 100年度民公訴字第 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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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K商標侵權案原被告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0388540 

 

註冊號：00830095 

 
 

註冊號：00643126 

 
註冊號：00106370 

 

 

然精工公司於 100年 5月 2日及 6月 8日寄發警告函予盧亞公司及 COTY

公司，主張該二者使用之 CK 商標已侵害精工公司所有之第 388540 號及第

830095 號商標權利範圍，精工公司欲向其主張商標侵權與排除侵害，盧亞公

司與 COTY公司便提起確認之訴，請求確認被告精工公司基於註冊第 388540

號及第 830095號商標對原告製造、銷售之 CK香水產品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侵害排除請求權、侵害防止請求權不存在。 

智慧財產法院於此判決正面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並以商標法第 1條揭櫫之

「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之

立法目的輔助說明： 

另在「反向混淆」之情形，通常在先的商標權人為規模較小的公司，而在後的商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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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市場強勢地位或非常著名，採取相同或近似於商標權人已先註冊之商標，從事廣泛使

用、廣告行銷，使得消費者遇到商標權人之商標時，反而誤認其商品來源是後使用者；雖

然後使用者並無要攀附先商標權人之信譽（通常亦無必要），但它將使得商標權人的商標價

值喪失，並且影響該商標進入新市場的能力。從而，若將商標法第 29條第 2 項之「混淆誤

認」限縮於「正向混淆」而不包括「反向混淆」，無異肯認經濟強勢者可藉由優勢行銷手法

襲奪已註冊在先之商標，使商標權人空有註冊商標，但其權利保護全被架空，甚至被一般

消費者以為是仿冒業者，如此則我國提供商標註冊者之保護即淪為空談。職是，以商標法

之規範目的觀之，亦無將商標法第 29條第 2 項之「混淆誤認」限縮解釋於「正向混淆」之

必要。 

另法院於實際判斷被告對原告侵害其商標權之損害賠償、排除侵害等請求

權時，認為原告使用於香水產品之標示係以「CK one」、「CK be」、「CK free」

等呈現，但其中「CK」與「one」、「be」、「free」等字樣有甚明顯之大小、顏色

差異，「CK」顯然為被控侵權商標之主體，該顯著部分與系爭商標已構成高度

近似；且原被告兩造均將商標使用於香水產品，屬同一商品或服務；又雖原告

抗辯被告行銷之市場性質上屬零售、小眾，與原告之行銷市場明顯有區隔，然

法院認為此情況是導因於被告有限之行銷資源，或是因反向混淆之發生使其無

法為有效行銷，若以此市場區隔論斷無混淆誤認之虞，似有倒果為因之嫌；此

外，原告應可自商標公示資料得知其與被告已註冊之商標近似，又何況原告其

他「CK one」、「CK be」、「CK free」之商標均已因與被告所有之商標近似遭撤

銷，卻仍繼續使用此等標示，衝撞我國商標註冊制度，若原告以資源優勢建立

高知名度，至使相關消費者將被告提供之產品誤認為由原告提供，而仍許原告

在同一商品上繼續使用近似於系爭商標之標示，將使被告取得之商標權保護被

架空，故本案兩商標實際有構成混淆誤認之虞，法院確認被告對原告應有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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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之損害賠償、排除侵害等請求權。 

第三款 寶島鐘錶 PROTER商標侵權案204 

商標先使用者為寶島鐘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島鐘錶），以

「PORTER寶島」圖樣（以下簡稱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各種手錶、掛錶」，

於民國 50年 2月 1日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而後使用者為尚立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尚立公司），經營國際品牌 PORTER 

INTERNATIONAL之業務，其使用「PORTER INTERNATIONAL」人型圖示及

「PORTER INTERNATIONAL MADE」圖示（以下簡稱被控侵權商標）於手錶

商品，前者於民國 98年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於手錶商品，後者未獲

准註冊。 

 

表 3 寶島鐘錶 PORTER商標侵權案元被告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0011405 

 

註冊號：01490168 

 

 

寶島鐘錶從事鐘錶批發、驗光配鏡等服務已有半世紀之歷史，於業界已有

相當知名度，而「PORTER」為寶島之臺語發音，尚立公司含有「PORTER」

字樣之商標與寶島鐘錶之「PORTER寶島」商標近似，又將其使用於手錶產品，

                                                        
204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商上字第 1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商上字第 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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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PORTER」字樣置於 12點鐘位置，與寶島鐘錶產品之呈現方式相同，寶島

鐘錶認為此行為已有搭便車之嫌，足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且商標混淆誤認之判

斷已發展出「逆混淆」理論，因尚立公司於袋包類產品極富盛名，消費者亦可

能單就手錶上之「PORTER」字樣判斷此為尚立公司所產之手錶產品，消費者

如此對產品來源產生的混淆誤認，將損及寶島鐘錶應享之利益，故而提起商標

侵權訴訟，對尚立公司主張損害賠償與排除、防止侵害。 

本案第一、二審法院皆依智慧財產局發佈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審理本案被控侵權商標有無對系爭商標造成混淆誤認之虞，兩造之商標均為任

意性商標，有相當之識別性；就商標外觀而言，被控侵權商標除「PORTER」

字樣外，更有「頭戴禮帽、側臉昂首 45 度」之行李員人頭圖與

「INTERNATIONAL」、「MADE」字樣，而系爭商標另有「寶島」字樣，亦即

兩造其餘商標組成元素均有不同，就讀音而言，「PORTER」雖為「寶島」之臺

語音譯，然我國消費者多習慣以中文或臺語發音稱之，而非英文之音譯，反觀

被控侵權商標因無中文字，故消費者會直接以英文發音稱之，且「PORTER」

均非原被告商標之主要部分，逕以兩造商標有相同之「PORTER」文字便認定

構成近似，顯然違背整體觀察原則，整體而言不構成商標近似；另兩造訴求之

品牌形象完全不同，應足使相關消費者對兩造商標都相當熟悉且得以區辨兩者

為不同來源，故應給予相同之保護；又被告僅係基於多角化經營之考量，延伸

其已廣為相關消費者熟悉之「PORTER INTERNATIONAL」人型圖商標使用於

手錶商品，此為國際品牌常見的經營策略，並無攀附原告商譽之意圖，因此兩

造商標間應無混淆誤認之虞，且被告是在獲准商標註冊後，才將被控侵權商標

使用於指定之手錶商品，基於對智慧財產局專業審查之信賴，被告已盡交易必

要之注意義務，並無侵害原告商標權之故意或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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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關「反向混淆」之主張，法院認為原告在市場上已具備相當知名度，

不符合反向混淆理論中先使用者於市場上居弱勢地位之情形，故本案無適用反

向混淆理論之餘地，何況我國法規並無明文引進此概念，商標實務上仍應依據

「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判斷。 

第四款 Tutor ABC商標侵權案205 

本案之商標先使用者為麥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麥奇公司），於

民國 92年起開始經營 Tutor ABC線上英語教學，其註冊之第 01281173號及第

01761297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035、041、042類與第 009

類之商品，後使用者為科見文教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科見公司），其

似透過原自麥奇公司離職之員工不法取得麥奇公司之機密資訊，並藉此於民國

99、100年間開始發展「科見 Online」線上英語教學業務，並以與麥奇公司商

標近似之圖示作為商標使用，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為第 01518168、

01516186、01518438號商標（以下簡稱被控侵權商標）在案。麥奇公司認科見

公司之行為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及營業秘密，故向科見公司提起侵權訴訟，

請求損害賠償。 

 

表 4 Tutor ABC商標侵權案原被告之侵權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206 後使用者之商標207 

註冊號：01281173、01761297 註冊號：01518168、01516186、

01518438 

                                                        
205 智慧財產法院 100年度民著訴字第 29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著上易字第 12號。 
206 本案先使用者主張之商標雖為註冊號不同之兩商標，但兩者之商標圖樣完全相同，僅係指定
之商品服務類別不同，分別為第 035、041、042類及第 009類。 
207 本案所涉之後使用者商標雖為註冊號不同之三商標，但其三者之商標圖樣完全相同，僅係指
定之商品服務類別不同，分別為第 035、041、04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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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告主張商標侵權之部份，兩審級之法院均認為原告之商標為獨創性商

標，具備相當之識別性，他人只要稍一攀附即有混淆誤認之可能，兩造之商標

同樣都以英文字母「O」上方掛置頭戴式耳機組成，均為結合耳機之擬人化設

計圖形，兩者相比，僅有單耳側掛耳機與頭戴式耳機之不同，整體外觀近似，

具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消費者，透過異時異地隔離觀察也難以區辨，兩商標近

似程度極高，且兩商標所使用之領域均為語文補習班、美語顧問⋯⋯等商品或

服務，兩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類似程度亦極高，再輔以市場調查數據判斷，相

關消費者對兩造商標確實有混淆誤認之可能。 

被告對此抗辯其已在我國有三十餘年歷史，原告尚無知名度，消費者應不

可能將其所營業之科見美語誤認為 Tutor ABC，法院對此回應，我國對商標混

淆誤認之認定包含正向混淆與反向混淆，因此，即使被告有關科見美語知名度

高於 Tutor ABC之主張屬實，若相關消費者將 Tutor ABC誤認為科見美語，此

種情形也可能構成反向混淆。法院於判決中主動提及反向混淆，由此可見法院

對於反向混淆應係採取正面肯認之立場，不過事實上，本案原告在線上教學領

域之知名度高於被告，各相關消費者可能發生之混淆誤認係存在於將被告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誤認為由原告所提供，故本案被告實際上所為係屬正向混淆型態

之商標侵權，雖無反向混淆之適用，但被告無論如何皆應承擔商標侵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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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反向混淆之有效性訴訟 

在商標後使用者實際淹沒市場前，因消費者尚未承受商標後使用者之強力行

銷，難以認定是否實際存在反向混淆，造成專責機關在商標註冊申請階段時難以

將反向混淆作為據以核駁註冊之理由，雖基於前述困難使反向混淆難以應用於註

冊階段之有效性爭執，但於後續已註冊之商標遭異議、評定後之有效性訴訟階段，

反向混淆即為提出異議、評定者可得使用之主張。截至民國 106年止，我國法院

或案件當事人曾提及「反向混淆」之案件為數不少，本文自其中挑選八件較具代

表性之經典案例208209，擬於本項內文簡介該些案件之事實與發展，並嘗試從此分

析反向混淆理論於我國商標有效性訴訟方面之地位與法院對此理論之態度。 

第一款 Valentino商標異議案210 

先使用者為優尼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優尼士公司），其所有之

「V(logo)」商標（以下簡稱據以異議商標）於民國 81年 4月 1日經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核准註冊，指定使用於第 39類「冠帽、領帶、禦寒服飾用手套、襪

                                                        
208 本文以法源法律網之裁判書查詢系統為檢索工具，設定民國 87年至民國 106年為搜尋區
間，並以「反向混淆」作為關鍵字搜尋全國法院之行政判決，共有 12件案件、20筆判決資
料，本文自此挑選八件案件進入討論，其餘四件案件皆有其不適於本文討論之事由，故本文不

予討論。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949號判決中，原告將反向混淆理論作為兩造商標
不致混淆誤認之論述：「更何況後申請之商標如果大量使用，也確有使與先申請商標不致混淆之

情事，即法理所說的「反向混淆」的情事發生⋯⋯」，顯不合理；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行商訴
字第 70號判決中，原告僅表明其他商標權利人得向據以核駁商標提起反向混淆訴訟，本案實際
與反向混淆無關；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行商訴字第 73號判決及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行商訴
字第 74號判決屬同一商標所涉案件，原告於其論述中反駁訴願決定中有關反向混淆之論述，但
判決中被告與法院皆未提及反向混淆理論，亦無實際應用此理論之跡象，故無以分析法院針對

此理論之態度； 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89號判決中，反向混淆理論僅係原告之抗辯，個
案事實實際與反向混淆理論不符，法院於判決中無針對此理論有再進一步論述，而原審判決亦

無提及此理論，故同樣不適合做為本文分析法院對反向混淆理論態度之素材。 
209 另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條第 1項：「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
原因者，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商標

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規定，訴訟當事人得

於智慧財產之民、刑事訴訟中挑戰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承審法院亦須於訴訟中決定之，然本

文檢索結果中並未發現以「反向混淆」挑戰商標有效性之民、刑事判決，故有關商標有效性之

訴訟資料，均為行政判決，本文亦以此為分析基礎。 
21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1184號判決、 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276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行商更（一）字第 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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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褲襪」等商品。後使用者為荷蘭商法倫提諾環球公司（以下簡稱荷商法倫

提諾公司）於民國 92 年 7 月 10 日亦以「V（logo）」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

標），指定使用於第 25類之「不包括鞋子及手套之衣服， 內衣，睡衣，泳衣，

襯衫⋯⋯，吊襪帶 ，腰帶，纖維製腰帶、圍裙」等商品，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核准註冊第 02088022號商標，其後將該商標移轉與義大利商法倫提諾公司（以

下簡稱義商法倫提諾公司）。 

 

表 5 Valentino商標異議案先後使用者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0555498 

 

註冊號：02088022 

 

 

優尼士公司於民國 93年 5月 19日以系爭商標違反修正前之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3款211規定，而對系爭商標提起異議，經智慧財產局審查予以「異

議不成立」之處分212，優尼士公司不服而提起訴願，經濟部作出訴願決定213，

撤銷原處分，責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義商法倫提諾公司不服訴願決定

而提起行政訴訟。 

                                                        
211 民國 92年 5月 28日修正施行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3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註冊：⋯⋯十三、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者，除二

者之商標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均相同外，不在此限。⋯⋯」。 
212 中台異字第 930574號商標異議審定書。 
213 經訴字第 09506161560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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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意旨，消費者對兩造商標之印象均以字母V為

中心，且兩造商標都以橢圓形包圍該字母，構圖意匠相像，兩商標構成近似，

且兩造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別也屬於同一或高度類似商品，又即使原告

主張其商標為著名商標，應不會造成有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然商標侵權法制

中另有「反向混淆理論」，強勢而著名之商標後使用者，仍可能使弱勢之商標

先使用者失去進入市場能力與商標價值，並非著名商標就不會造成混淆誤認，

智財局遽認兩商標無近似性且後商標為著名商標應無混淆誤認之可能，就逕予

「異議不成立」之處分，該處分似有瑕疵。 

案件經義商法倫提諾公司上訴至 高行政法院，法院認為訴願機關只以商

標近似性判斷混淆誤認之虞，未審酌其餘判斷因素便撤銷原處分，有違「混淆

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原審判決維持訴願決定之判決似有不當。在反向混淆理

論方面， 高行政法院雖採肯認立場，承認該理論得適用於我國，惟後使用者

似乎自民國 78 年 9 月 16 日即自荷商法倫提諾公司取得系爭商標之權利，而

先使用者係於民國 80年 9月 2日才向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商標，意即系爭商

標反倒為註冊且使用在先者，不符反向混淆理論之情形，因此廢棄原判決，發

交智慧財產法院審理。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兩造商標雖近似程度高，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別亦屬同

一或高度類似，但兩商標均有相當著名程度，雖消費者對系爭商標之熟悉程度

更甚據以異議商標，事實上兩者已並存甚久，具體個案客觀上應不會造成消費

者混淆誤認，又因為兩造商標均有相當著名程度，並無反向混淆理論之適用空

間，又何況系爭商標實際上為註冊且使用在先者，與反向混淆理論之情形本質

上不符，故判決訴願機關應撤銷訴願決定，異議不成立之處分應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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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金牌台灣啤酒商標廢止案214 

商標先使用者為泰華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泰華公司），其於

民國 68年 5月 1日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金牌」字樣為商標（以

下簡稱據以廢止商標），指定使用於「含酒精飲料、酒、啤酒」等商品，而商

標後使用者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菸酒公司），其以「金牌台灣

啤酒設計字」為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032類之「啤酒、

生啤酒、黑啤酒、淡啤酒、無酒精啤酒、濃色啤酒、麥酒、薑汁啤酒」等商品，

並於民國 92年 6月 24日經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 

 

表 6 金牌台灣啤酒商標廢止案先後使用者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0114970 

 

註冊號：01088884 

 

 

菸酒公司實際上將「金牌」與「台灣啤酒」分上下列呈現，而非如申請註

冊之商標係以左至右之一行橫書呈現，屬變換使用，故泰華公司以系爭商標有

修正前商標法第 57條第 1項第 1款215規定之情事，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廢止註

                                                        
21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00858號判決。 
215 民國 92年 5月 28日修正施行商標法第 57條第 1項第 1款：「商標註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一、自行變換商標或加附記，致與他人使用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而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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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經智慧財產局審查後作出「申請不成立」處分216，泰華公司不服而提起訴

願，又遭訴願機關駁回217，因而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以中文「金牌」作為商標圖樣之獨創性及識別性

不高，兩者近似程度顯然較低，且菸酒公司長期廣泛行銷於全國，足認系爭商

標表彰之信譽已足使相關業者及消費者熟知，反倒對據以廢止之商標較不熟悉，

因此，雖然系爭商標有變換使用的事實，客觀上仍不足使相關消費者發生混淆

誤認。至於華泰公司主張之反向混淆理論，法院以與前述相同之理由論述，認

為系爭商標已相當著名，相關消費者應不會誤認其與據以廢止商標之商品同屬

相同或相關來源，未有混淆誤認之虞，由此可見，法院雖似肯認反向混淆理論，

但卻以正向混淆之判斷基準與邏輯審理之，故判決智慧財產局做成之「申請不

成立」處分合理，駁回原告之訴。 

第三款 美心月餅商標註冊案218 

商標先使用者為吉利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吉利高公司），係專營果

凍、果汁棒、橡皮糖產品之廠商，於民國 59年 11月 1日經智慧財產局核准註

冊「美心」商標（以下簡稱核駁商標），使用於「糖果、口香糖、泡泡糖」等

產品；商標後使用者係香港美心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心公司），其於民

國 94年 1月 28日以「香港美心月餅」作為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指定

使用於金屬製包裝容器、信封、⋯⋯肉及醃肉、咖啡、糕餅、糖果、郵寄廣告

服務、電腦終端機通訊服務等商品或服務，向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其後申請

將該商標分割為「美心」及「香港美心月餅」二商標，然於智慧財產局審查後

均因其申請之商標與先使用人註冊第 00043779號商標近似而遭核駁219，美心

                                                        
216 中台廢字第 930228號商標廢止處分書。 
217 經訴字第 09506177140號訴願決定書。 
218 智慧財產法院 97行商訴字第 22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7行商訴字第 106號判決。 
219 商標核駁第 304794號審定書、商標核駁第 306356號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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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服而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220，故因而提起行政訴訟。 

 

表 7 美心月餅商標註冊案先後使用者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0043779 

 

 

申請案號：095021905 

 
申請案號：079031764 

 

 

法院分別於「香港美心月餅」及「美心」此二商標之行政訴訟中均採相同

見解，「香港美心月餅」商標雖另有「香港」、「月餅」字樣，惟此已經原告聲

明不專用，又此等字樣分別為地名與商品通用名稱，為不具識別性之說明文字，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不易將此做為區別商品來源之標示，予人印象較顯

著者仍為中文「美心」一詞，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此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近

似，另「美心」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只有字體、直橫書形式不同，同樣構成商

                                                        
220 經訴字第 09706107290 號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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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近似；而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使用之商品均為西式點心，其材料來源、

製造廠商、銷售通路極可能有關聯性，故兩造商標使用之商品存在類似關係。

在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判斷因素方面，在一般正向混淆之情況，先使用者若有

多角化經營，後使用者將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產品，便容易

增加混淆誤認之可能性；然若是後使用者有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則須額外證明

後申請商標與先申請商標已有在我國並存多年之事實，並均為消費者所認識，

如此才能減弱二商標混淆誤認之可能，否則將構成「反向混淆」，而原告未就

此部分舉證，故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應無理由，由此可見，該二

案法院均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並為了適用反向混淆理論，將「多角化經營」之

參酌要素稍作調整。 

第四款 金嗓商標異議案221 

先使用者為兟儷電器興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兟儷電器），其於民國 82年

4月 1日獲准智慧財產局註冊，以「金嗓子」作為文字商標（以下簡稱據以異

議商標），使用於「耳機、天線、音響、喇叭、擴音器」等商品，後使用者為

金嗓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嗓公司），其於民國 93年 1月 15日

以「金嗓」文字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原先指定使用

於「磁碟、磁片、影音光碟機、電唱 機、錄音機、放音機、伴唱機、自動唱

片點唱機、⋯⋯」等商品，後限縮於「009 類伴唱機」商品。兟儷電器以「金

嗓」商標違反修正前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3款222，與其「金嗓子」商標近

似不得註冊為由，向智慧財產局提起異議，智慧財產局審查後作出「異議不成

立」處分223，兟儷電器針對此處分提起訴願， 終訴願決定224應撤銷原異議不

                                                        
22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946號判決、 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1228號判決。 
222 同註 211。 
223 中台異字第 941010號商標異議審定書。 
224 經訴字第 09706102150號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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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處分，金嗓公司不服，因而提起行政訴訟。 

 

表 8 金嗓商標異議案先後使用者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0592813 

 

註冊號：01166073 

 

 

智慧財產局於審理異議時，認為雖兩造商標近似，指定使用之商品類似，

但系爭商標申請人並無惡意且兩造商標已並存多年，故異議不成立，然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機關有關系爭商標較據以異議商標為消費者所知悉及

系爭商標之聲請為善意等論述，無從推導出在兩造商標近似、指定使用之商品

類似時，何以無致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系爭商標較高之知名度反易使消費

者誤認據以異議商標商品係來自於原告，應有混淆誤認之虞，且原告於民國 86

年以後才開始使用系爭商標，且幾乎集中於民國 93年或之後，實際上兩造商

標並存之時間不長，不足證明無混淆誤認之虞， 高行政法院亦採相同見解。

由此可見，本案法院雖未於判決明文提及反向混淆理論，但其於認定混淆誤認

之虞參酌因素時，似有針對反向混淆之特質而調整判斷標準，將後商標更為消

費者所知悉解讀為更易招致混淆誤認之結論，且亦以兩造商標長時間並存之事

實作為消費者確實熟知兩造商標無混淆誤認之證明，由此可見法院似實質上肯

認反向混淆於本案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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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案225 

本案之先使用者為旅東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旅東公司），其早於

民國 71年 7月 19日便開始像智慧財產局申請「將門及圖」之商標（以下簡稱

據以評定商標），而後使用者為德商阿迪達斯公司（以下簡稱愛迪達公司），其

於民國 85年 12月 17日以「adidas & 3-stripe device」商標註冊於「靴鞋、圍

巾、冠帽、襪子」等商品，於民國 86年 11月 28日經智慧財產局核准審定列

為註冊第 00798026號聯合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於民國 87年 3月 1日

註冊，民國 87年 3月 6日亦以「adidas & 3-stripe device」作為商標申請註冊

於衣服商品，經智慧財產局准列為註冊第 203482號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

此外，後使用者於民國 96年 6月 15日更以「3-Bars logo （device mark）」商

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化粧品及人體用清潔劑，⋯⋯；身體清

潔保養品，⋯⋯；防曬化粧品，仿曬乳；仿曬化粧品，⋯⋯；護唇膏；唇蜜；不

含藥足部噴霧劑」、「運動眼鏡，太陽眼鏡及眼鏡鏡框，計步器」、「錶」及「運

動用球，⋯⋯，運動用具（運動用墊除外），運動用護腿，守門員手套」等商品，

經智慧財產局經審查後核准列為註冊第 01461026號商標。 

 

表 9 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案先後使用者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0203482 註冊號：00798026、00856401226 

                                                        
225 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262號判決、 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264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行商訴字第 80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行商訴字第 83號判決。 
226 此商標雖為註冊號不同之兩商標，但兩者之商標圖樣完全相同，僅係指定之商品服務類別不
同，分別為第 025類之「靴鞋，圍巾，冠帽，襪子，服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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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號：01461026 

 

 

旅東公司認為愛迪達公司註冊之商標有違修正前商標法第 37 條第 12 款

227規定，因而提起評定，經智慧局審查評定系爭兩商標之註冊為無效處分228，

應予撤銷，愛迪達公司不服而提起訴願，亦遭訴願決定229駁回，繼而提起行政

訴訟，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30判決駁回，上訴 高行政法院231後又因原審適用

法律違誤而廢棄原判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32重審，旅東公司不服該判決又上

訴， 高行政法院233又再廢棄原判決並發交智慧財產法院234審理，然旅東公司

                                                        
227 民國 86年 4月 15日修正施行商標法第 37條第 12款：「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申請註冊：⋯⋯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者。⋯⋯」。 
228 中台評字第 920530號商標評定書、中台評字第 930071號商標評定書。 
229 經訴字第 09406124500 號訴願決定書。 
23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3622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1755號判
決。 
231 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1214號判決、 高行政法院 97年度判字第 224號判決。 
23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更（一）字第 131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更
（一）字第 36號判決。 
233 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189號判決、 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1144號判決。 
234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行商更（二）字第 4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行商更（二）字第
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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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服智慧財產法院之判決結果，仍再上訴 高行政法院235（以上訴訟案件簡

稱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訴訟 I）。 

高行政法院於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訴訟 I二判決中表示，兩造商標應無

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雖系爭商標圖樣中之「三斜線圖」與據以評定商標圖

樣中之「三斜線與圓點圖」雖屬近似，指定所用之商品亦屬相同、類似，然依

旅東公司所提之證據難認其有多角化經營之事實，反倒係愛迪達公司已將系爭

商標用於多類商品，已具多角化經營情形，且兩造商標已於市場上並存多年，

又兩造商標除「三斜線圖」與「三斜線與圓點圖」外，分別有「adidas」與「JUMP」、

「將門」等文字配合辨識，應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並正確區辨，故無混淆誤認

之虞。另法院亦針對旅東公司主張之「反向混淆」理論回應： 

商標法係屬國內法，於商標之爭訟所引用之外國法制，必以該外國法制經我國法規引用延

襲者，方有意義，所以本件爭執，應將重點置於是否違反上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雖旅東公司又於民國 101年，針對系爭商標之延展註冊違反修正前商標法

第 37條第 7款236規定而提起評定，不過仍遭智慧財產局予以「評定駁回」之

處分237，經訴願亦遭駁回238，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39（簡稱愛迪達將

門商標評定訴訟 II），法院肯定據以評定商標係為著名商標，然因兩造商標近

似程度不高，各具相當識別性，雖兩者指定使用於類似之商品，系爭商標申請

延展並非出自惡意，且消費者對兩造商標均相當熟悉，應無致相關公眾混淆誤

認之虞，故駁回旅東公司提起之訴訟。 

                                                        
235 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262號判決、 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264號判決。 
236 民國 86年 4月 15日修正施行商標法第 37條第 7款：「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請註冊：⋯⋯七、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但申請人
係由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或授權人之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237 中台評字第 H01010207 號商標評定書。 
238 經訴字第 10406305560號訴願決定書。 
239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行商訴字第 8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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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間，旅東公司另針對愛迪達公司於民國 96年 6月 15日申請之「3-

Bars logo （device mark）」商標，同樣以違反修正前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2 款240、第 13 款241、第 14 款242規定提起評定，不過遭智慧財產局予以評定

不成立處分243，其提起訴願亦遭經濟部駁回244，於行政訴訟245（以上訴訟案件

簡稱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訴訟 III）中，法院亦認為兩造商標近似程度不高，各

具相當識別性，雖兩者指定使用於類似之商品，系爭商標之申請並非出自惡意，

且兩造商標均屬著名商標，消費者對二者均相當熟悉，應無致相關公眾混淆誤

認之虞，故駁回旅東公司之訴。 

由此可見， 高行政法院於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訴訟 I中雖未明確表示本

案適用反向混淆理論，但亦未明文否認反向混淆理論於我國之適用，只是其立

場似較先前判決保守，在認定混淆誤認之虞方面表態應以智慧財產局之「混淆

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為重心，雖其仍與先前美心月餅註冊案及金嗓商標異議案

之判決相同，以兩造商標並存之事實輔助認定混淆誤認之存否，但又再度斟酌

前述案件法院依反向混淆之特質已不甚著重之「先使用者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參酌因素，且似未再針對反向混淆之特質而調整混淆誤認之虞之參酌因素。而

在後續之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訴訟 II、III 中，智慧財產法院亦未於判決中明

文針對反向混淆理論於我國之適用表示肯否，但似與 高行政法院於愛迪達將

                                                        
240 民國 92年 5月 28日修正施行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2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註冊：⋯⋯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
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

此限。⋯⋯」。 
241 同註 211。 
242 民國 92年 5月 28日修正施行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4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註冊：⋯⋯十四、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
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者。但得該他人同意申請

註冊者，不在此限。⋯⋯」。 
243 中台評字第 H01010208號商標評定書。 
244 經訴字第 10406303150號訴願決定書。 
245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行商訴字第 8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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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商標評定訴訟 I之見解相同，未再針對反向混淆之特質而調整混淆誤認之虞

參酌因素，而以傳統正向混淆之參酌因素認定混淆誤認之虞之存否。 

第六款 智富 Smart商標異議案246 

本案之商標先使用者為奇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奇唯公司），其

字民國 91年起，註冊有以「智富網」、「Smart Net」、「Smart News」等文字商

標（以下簡稱據以異議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16類之「書籍、雜誌、...」等商

品、第 41類之「各種書刊、雜誌、文獻之出版、發行」 等服務、第 42類之

「各種書刊、雜誌、文獻之編輯、翻譯」等服務。而本案之商標後使用者為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城邦文化），其於民國 95年以「智富 Smart」

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16類之「期刊、書刊、... 」商品、第 41類之「書刊之出

版、... 」及第 42類之「各種書刊之編輯」服務，經智慧財產局核准列為註冊

第 1270015號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標）。奇唯公司以「智富 Smart 商標」違

反修正前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2款、第 13款及第 14款247規定，以據以異

議諸商標提起異議，經智慧財產局審查後作成「異議不成立」之處分248，奇唯

公司不服提起訴願， 終訴願機關做出「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

之處分」之訴願決定249，城邦文化不服，因而提起訴訟。 

表 10 智富 Smart商標異議案先後使用者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1015392、0181814、

0179065250 

註冊號：01270015 

                                                        
246 智慧財產法院 100年度行商訴字第 97號判決、 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1048號判決。 
247 同註 211、240、242。 
248 中台異字第 960808號商標異議審定書。 
249 經訴字第 10006099220號訴願決定書。 
250 本案先使用者主張之商標雖為註冊號不同之三商標，但三者之商標圖樣完全相同，僅係指定
之商品服務類別不同，分別為第 016、第 041及第 04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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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號：00177573、00174812251 

 
註冊號：00177572、00174813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在商標近似性方面，因兩者均有相同之「智富」、「Smart」

文字，只有字尾有無「網」、「Net」、「News」之差別，且「Net」、「News」無識

別性，已經聲明不專用，故兩造使人印象深刻之主要識別部分相同，以異時異

地隔離觀察亦難以區辨，兩造商標近似程度高，且兩者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

亦為同一或高度類似，又即使城邦文化主張其「智富 Smart」商標較為相關消

                                                        
251 本案先使用者主張之商標雖為註冊號不同之兩商標，但兩者之商標圖樣完全相同，僅係指定
之商品服務類別不同，分別為第 041及第 04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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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所熟悉，法院認為如此更有可能因系爭商標之知名度較高而使消費者誤認

據以異議諸商標商品係由城邦文化所提供，故兩造商標存在混淆誤認之虞。 

案件上訴至 高行政法院， 高行政法院在混淆誤認之虞認定方面，亦採

與前審相同之見解，此外更針對「反向混淆」理論回應： 

⋯⋯，但反向混淆應如美國將之列為混淆誤認之虞的一種類型，始有討論之價值。其實，商

標衝突之爭議，其重心在於混淆誤認之虞，而非正向混淆或逆向混淆之「方向」，是以智慧

財產先進國，除美國商標侵權案件外，歐盟及日本商標實務均未將之作為論述重心，我國

在商標侵權案件確有以此為論述理由者，但在有效性行政訴訟則仍應以混淆誤認之虞為重

心（本院 100年度判字第 2262、2264號判決），本院重申並無採用所謂逆向混淆之必要，

先此敘明。 

由此可見， 高行政法院似乎延續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案之意旨，明確表

示我國於有效性行政訴訟無須採用反向混淆，應以「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為

重心，不過本判決另依商標法之保護目的表態不應過度強調「混淆誤認之虞」

審查基準第 5.6.2點「應給予消費者較為熟悉之商標較大之保護」之單一判斷

要素，否則將形成「只要後商標大量使用，便足以排除先註冊商標」之弱肉強

食現象，可見法院本質上仍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之核心概念。 

第七款 澪/MIO商標註冊案252 

本案之先使用商標為於民國 98 年 8 月 1 日獲准智慧財產局註冊為第

01372770 號商標之「MIO 及圖」（以下簡稱據以核駁商標），指定使用於 033

類之「水果酒、茅台酒、葡萄酒、飯前酒、⋯⋯、山葡萄酒、釀造酒、再製酒」

等酒類商品。而日商寶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控股公司）為本案之商

標後使用者，其於民國 100年 8月 24日以「澪/MIO」商標（以下簡稱系爭商

                                                        
252 智慧財產法院 103年度行商訴字第 137號判決、 高法院 105年度判字第 46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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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指定使用於 033類之「酒（啤酒除外）」商品，向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

然智慧財產局於審查後認此申請案與先使用者之商標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虞，依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不得註冊，因此予以其核駁處分253，

寶控股公司不服提起訴願，經濟部亦做出駁回之訴願決定254，寶控股公司因而

再提起行政訴訟。 

 

表 11 澪/MIO商標註冊案先後使用者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1372770 

 

申請號：100043286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兩造之商標近似程度低，因比較兩造商標，系爭商標中

之英文大寫「MIO」與據以核駁商標中之英文大寫「M」與阿拉伯數字「10」

結合為「M10」之字樣比較，雖有相近之處，然兩造之商標各結合了日文漢字

「澪」及帶葉整串葡萄圖形，且各配置於二商標圖樣整體之主要明顯位置，並

占有一半以上之極大比例，在整體外觀呈現上，視覺感受繁簡不同，相關消費

者可清楚分辨二商標，且就讀音而論，「澪」為日文漢字，有其日文讀法，即

使消費者不熟悉日文，亦會以近似中文「零」字之發音或日文漢字「澪」之羅

                                                        
253 商標核駁第 353538號審定書。 
254 經訴字第 10306108660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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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拼音「MIO」發音，與「M10」之讀音明顯不同，故兩造商標近似程度低，

但其均將商標使用於酒類商品，兩者商品間構成高度類似關係，又兩造商標均

為創意性商標，識別性極強，系爭商標經原告長期廣告行銷、使用於指定商品，

儼然已成為原告商品在交易上的識別標示，應以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所認識，足

以區辨此與據以核駁商標商標各屬不同來源，故無混淆誤認之虞，智慧財產局

之核駁處分無理由。 

被告智慧財產局不服而上訴， 高行政法院認據以核駁商標圖樣實際應為

「MIO及圖」而非原審所認之英文大寫「M」及阿拉伯數字「10」，且依社會

一般經驗法則，消費者或有可能將兩商標之外文部分做為區別或唱呼之主要依

據，因系爭商標之「澪」數中文罕見字，而據以核駁商標之一串葡萄圖樣也屬

難唱呼之創作元素，相較之下，外文部分更方便消費者識別與唱呼，因此兩造

商標之近似性相當高，綜合其他參酌因素判斷，應構成混淆誤認之虞。 

由此可見，前審法院綜合「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之參酌因素與反向混

淆理論，進而由後商標透過行銷建立相當知名度、為消費者所知悉，而推論消

費者不至因此混淆誤認，後商標應無構成反向混淆之可能，故得核准後商標註

冊，使前後兩商標並存之見解，不為 高行政法院所贊同， 高行政法院認為

仍應以我國所採之「先申請註冊原則」為依歸，意即先申請註冊之商標即使不

具高度知名度或未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知悉，先商標權人仍能依法主張權利。

因為既然先、後商標易使消費者誤以為兩者源自同一來源或有關係企業、授權、

加盟等關係，就代表後商標的註冊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透過我國所採之

「先申請註冊原則」保護先註冊之商標，為當然之法理，不需再透過反向混淆

理論解決此爭議，且先申請註冊原則另有額外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之目的，若准

許較廣為消費者所知之後商標註冊，便無以保護註冊在先之前商標，也難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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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市場之公平競爭。 

第八款 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商標註冊案255 

本案先使用者於民國 102年 7月 26日以「茶樣子 TEA YOUNG」作為商

標，使用於「冷熱飲料店；泡沫紅茶店；飲食店；茶藝館；⋯⋯」等商品或服

務，向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其後獲准註冊為 01636022號商標（以下簡稱據

以核駁商標）。而後使用者為承億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承億文旅），其

以「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商標指定使用於「代預訂旅館；民宿；旅館；⋯⋯」

等服務，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以下簡稱係爭商標），然遭核駁256，訴願結

果亦遭駁回257，承億文旅不服而提起訴訟。 

 

表 12 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商標註冊案先後使用者之商標圖示 

先使用者之商標 後使用者之商標 

註冊號：01636022 

 

申請號：102052171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茶樣子」為新創語詞，具有較強之識別性，兩造商標

均以此作為其商標之一部分，雖據以核駁商標另有「TEA YOUNG」之英文字

樣，但商標之中文部分通常為國內相關消費者據以區別商標之主要部分，故兩

                                                        
255 智慧財產法院第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108號判決。 
256 商標核駁第 368135號審定書。 
257 經訴字第 10506305730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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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標近似，且雖後使用者係屬經營提供住宿之相關產業，亦常有供應飲食之

服務，故可認兩造商品或服務有極高程度之類似性，又承億文旅之舉證亦難使

法院認定系爭商標在據以核駁商標註冊前即已為消費者所熟悉，故兩造商標確

實因近似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另於反向混淆理論方面，智財法

院亦回應後使用者不得予其註冊商標之理由： 

就如前所述，我國商標法係採登記主義，商標權利之發生係以登記為準，據以核駁商標於

註冊登記後，就應該受到法律保護，不應該事後因為其他人藉由強力行銷使相關消費者熟

悉，就在混淆誤認之判斷上，為不利於先登記商標之認定。也因此，即使是相關消費者將

據以核駁商標之商品，混淆誤認為系爭商標之商品（即所謂反向混淆），亦不能因此使後申

請登記之商標免於混淆誤認之認定。 

由此可見，智慧財產法院似沿襲 高行政法院於澪/MIO 商標註冊案之見

解，以「先申請註冊原則」為依歸，保護申請在先者之商標權利，但法院似無

否定反向混淆理論，按前段法院「⋯⋯即使是相關消費者將據以核駁商標之商

品，混淆誤認為系爭商標之商品（即所謂反向混淆），亦不能因此使後申請登

記之商標免於混淆誤認之認定。」之論述，可推知其似認為反向混淆亦屬混淆

誤認之一種型態。 

 

第四節 小結：反向混淆理論之應用趨勢分析 

第一項 反向混淆理論於美國應用之趨勢分析 

第一款 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標準 

在認定混淆誤認之虞方面，美國訴訟實務似有因應反向混淆與正向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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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質差異，而調整既有之混淆誤認之虞參酌要素，在參酌商標後使用者使

用系爭商標之意圖時，應以其是否有「篡奪商標先使用者之商業識別、品牌

知名度」或「將先使用者逐出競爭市場」之意圖認定，而非以適用於判斷正

向混淆之「搭便車意圖」認定，不過另有學者主張後使用者主觀上之意圖應

無助於判斷客觀上混淆誤認之事實，就如同善意（good faith）無法阻卻商標

侵權，惡意（bad faith）也同樣不足以加強混淆誤認之可能性258，在確定存

在混淆誤認可能性後，法院於決定應給予商標先使用者何種權利救濟方法與

其範圍、額度時，再將後使用者之意圖作為衡量依據，或許為此要件較妥適

之應用方法259；而在識別性強度認定上，有別於一般以前商標之商業強度衡

量，反向混淆應以後商標之商業強度作為參酌要素，然法院也一再表示先後

使用者之商業規模差異僅係衡量混淆誤認之其中一項要素，並非進一步分析

反向混淆存否之門檻，該要素並無如此決定性之地位260；另於商品或服務類

似性此一參酌要素方面，法院雖一度於 Dream Team Collectibles, Inc. v. NBA 

Properties, Inc.一案寬鬆認定即使兩商品或服務間無關連性，也會造成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機率上升，但後續之判決均穩定往較嚴格之認定標準發展，認為

兩商品或服務，抑或其銷售通路與商業模式等若無相當程度之關連性或競爭

關係，即不足以認定兩造之商品或服務類似，近期之判決亦採此立場261，以

                                                        
258 Anthony L. Fletcher, supra note 163, at 1298. 
259 Id. at 1306. 
260 A & H Sportswear, Inc., 237 F.3d at 236 ( In short, we hold that, although economic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mpanies and the marks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marks' 
commercial strength, the District Court legally erred in fashioning a threshold “economic disparity” 
requirement before a reverse confusion claim will even be considered.); Progressive Distribution 
Services, Inc. v. 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856 F.3d 416, 431 (6th Cir. 2017) ( But we never 
distinguished between reverse or forward confusion claims in analyzing the strength of the mark factor. 
And we certainly never held that a plaintiff's showing that his mark is weak “i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reverse confusion.”… this Court has never found that merely showing that a plaintiff's mark is weaker 
than a defendant's is sufficient in order for a plaintiff to prevail on a claim of reverse confusion.). 
261 Valador, Inc. v. HTC Corporation, 241 F. Supp. 3d 650, 664-666 (E.D. Va. 2017); Hugunin v. Land 
O' Lakes, Inc., 815 F.3d 1064, 1068 (7th Ci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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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過度擴張反向混淆理論之適用範圍，另由於現代企業多角化經營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與大量銷售（mass production）之趨勢，確實增加

了許多看似無關的商品或服務源自同一來源之可能性，消費者也更可能將其

誤認源自同一來源，因此，在認定商品或服務類似性時，不應只形式觀察物

理上的類似程度，也不宜以商店分類商品之邏輯判斷，應更著重在從消費者

視角所得之觀察結果解讀。 

另因正、反向混淆並非不同的權利主張，兩者只是在事實態樣不同之商

標侵權下所適用的不同理論262，所以除了因本質不同而需調整之混淆誤認參

酌因素外，其餘正向混淆之參酌因素仍能使用於反向混淆，且其中之任一因

素均不具完全之決定性地位，各因素的參酌比重會因個案事實之不同而有所

調整。不過，但美國透過判例法發展出多樣的判斷標準，如 Polaroid factors、

Sleekcraft factors⋯⋯等，各該判斷標準內含不同之參酌因素，雖訴訟實務已

因正、反向混淆性質之不同而為反向混淆調整部分參酌因素，然其僅係各判

斷標準中部分共通之參酌要素，其餘未調整之參酌要素未必均存在於各法院

創設之判斷標準與參酌要素中，是故，此等情形將使同ㄧ類似之事件因應用

不同法院之判斷標準而發生判決歧異，法院若能盡量以一致之標準認定統一

之參酌因素，將有助於提升反向混淆案件判決結果之可預測性。 

第二款 損害救濟方式 

考量正、反向混淆本質上之差異，除認定混淆誤認之虞之標準外，美國

訴訟實務同樣調整反向混淆於商標侵權之損害救濟方式，好讓填補商標先使

用者所受之權利損害時仍能一貫地恪守衡平法則。由於反向混淆後使用者之

名氣遠大過先使用者名氣之事實，使得禁制令實質上未必能有效杜絕未來不

                                                        
262 LOUIS ALTMAN & MALLA POLLACK, supra note 39,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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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料之侵害，也可能使後使用者過度填補損害，造成先使用者不當得利，

故美國實務似有維持嚴格認定標準之趨勢，改以其他救濟措施或限縮禁制令

範圍來填補先使用者所受損害，如此也呼應衡平原則與公共利益之考量，後

續 2008年之 Visible Systems Corp. v. Unisys Corp.案263法院亦採此見解，雖

原告上訴請求法院應予以被告範圍更廣之禁制令，認為法院應將禁制令範圍

由境內擴張至境外，然法院採取較謹慎嚴格之見解，認為無證據顯示被告有

經營境外網站或有實質海外收入，原審判決之禁制令範圍已足夠264；晚近法

院似乎對矯正性廣告之費用抱持更嚴格的認定標準，或許係因此種損害賠償

方法十分可能造成原告不當得利之緣故，2001年之 A & H Sportswear Co.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地方法院初審及 2006年之 Juicy Couture, Inc. v. 

L'Oreal USA, Inc.案265，法院亦針對原告矯正性廣告費之請求表示意見，認

為矯正性廣告費用之給予以應符合額外條件為前提，其一為被告係出自肆意

且罔顧原告權益（wanton and reckless disregard for plaintiff's rights）之意圖而

使用與原告近似之商標266，其二為原告須證明其所需之矯正性廣告費用與被

告支出之廣告費用兩者間關聯性，意即原告需證明其實際上因為被告的廣告

行銷行為而喪失獲利、銷售額，或有任何名譽上之損害267，2016 年之

Konink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Hunt Control Systems, Inc.案亦採取相同

立場268，整體來說，請求矯正性廣告費用對反向混淆之原告而言，困難度大

                                                        
263 Visible Systems Corp. v. Unisys Corp., 551 F.3d 65 (1st Cir. 2008). 
264 Visible Systems Corp., 551 F.3d at 76-77. 
265 Juicy Couture, Inc. v. L'Oreal USA, Inc., 2006 WL 1359955 (S.D.N.Y. May 18, 2006). 
266 A & H Sportswear Co., 167 F. Supp. 2d at 801 ( “……Plaintiffs had not shown that the Defendants 
have acted in “wanton and reckless disregard for plaintiff's rights.””). 
267 Juicy Couture, Inc., 2006 WL 1359955 at 2 (“……Couture fails to explain,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côme's advertising expenses and plaintiff's corrective advertising costs. 
Couture has not lost profits, lost sales or suffered any damage to its reputation through Lancôme's 
marketing of Juicy Wear. There is nothing for corrective advertising to correct.”). 
268 Konink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Hunt Control Systems, Inc., 2016 WL 3545529, 30 (D.N.J. 
June 2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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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在以合理授權金做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方面，Konink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Hunt Control Systems, Inc.案269亦沿襲 A & H Sportswear Co.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之見解270，商標法並無以合理授權金計算損

害賠償之法律基礎，且成功主張之前案271均係兩造間曾有授權契約，或與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案一樣，可從事實得知兩造間曾

討論過授權之可能性，故若反向混淆個案中，兩造未有授權契約或未曾談判

授權，便無適用此計算基礎之可能。 

 綜上所述，法院維持較嚴格之禁制令判定邏輯似乎頗為合理，藉此稍微

收斂先使用者之商標權利保護，以免因權利保護過度擴張而過度填補先使用

者所受之損害，導致違背衡平法則核心思想之情形發生；另矯正性廣告費用

之判定標準亦愈趨嚴格，且反向混淆損害賠償之認定痛點便在於因先使用者

所受之損害與所失利益較抽象，故難以證明，然訴訟實務將此納入判定標準

之內，對主張矯正性廣告費用之原告十分不利，因實質上舉證已有相當難度，

此損害賠償計算基礎似形同被架空。如此一來，以合理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

基礎之救濟方式，因無需證明被告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相較之下，似乎較

能解決前述困境，不過現今美國法院對此救濟方式仍維持較保守之見解，認

為僅有兩造曾談判授權，或曾有授權關係之前提才能以此認定過去權利損害

之賠償，不過本文認為該救濟方式不應限縮於此，或許法院係為尊重當事人

意願或因計算各行業授權金過於困難之故才採此相對保守之見解，但若以美

                                                        
269 Konink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2016 WL 3545529 at 29 (“……Hunt has not cited evidence in 
its briefing to show that there is a licensing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that the parties negotiated a 
license at any point, or that Hunt has in fact licensed its trademark to anyone. For these reasons, Hunt 
has not shown that a reasonable royalty should be available to Hunt if should it win the infringement 
portion of this case, and the Court will enter judgment for Philips on this issue.”). 
270 A & H Sportswear, Inc., 166 F.3d at 208. 
271 Ramada Inns, Inc. v. Gadsden Motel Co., 804 F.2d 1562, 1563-65 (11th Cir. 1986); Boston Prof'l 
Hockey Ass'n v. Dallas Cap & Emblem Mfg., Inc., 597 F.2d 71, 75-76 (5th Cir. 1979).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國專利法第 284 條作為商標法亦得以合理授權金認定損害賠償額度之支持

基礎，該條中便有規定法院得尋求專家意見協助其認定合理授權金級損害賠

償之額度，若向外尋求熟習各行業領域者之學者專家意見，或許能解決法院

未必於各領域均有充分了解導致難以合理授權金計算損害賠償額度之問題，

且相較於以傳統認定方式所得之損害賠償額度，經學者專家認定所得之損害

賠償額度應更能完善填補商標先使用者所受之權利損害，因此，不論先、後

使用者是否曾有授權關係或曾談判授權，將此損害救濟方法擴大適用至所有

反向混淆之商標侵權案件，應為較適宜之作法。 

 

第二項 反向混淆理論於我國應用之趨勢分析 

第一款 侵權訴訟 

雖我國有關反向混淆之侵權訴訟案件量較少，然按案件發生之時序觀察，

仍可在某種程度上歸納出我國法院於商標侵權訴訟中應用反向混淆理論之

情況與態度。 

早之中華電信千里眼商標侵權案，法院未明確對反向混淆理論直接表

示肯定或否認之立場，且法院直接以傳統認定正向混淆之參酌因素，亦即以

我國智慧財產局發布的「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作為判斷依據，其於審理

「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因素時，直接以後使用者已頗具知名度，

實際上已可區別兩造之商標與商品資訊，認定客觀上應無使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可能，此推論似稍嫌粗略，因先使用者之所以受有商標權侵害，便是

因為後使用者過於有名導致先使用者原本就不高的品牌知名度遭完全橫掃，

此為反向混淆制度保護先使用者之出發點，而法院似乎未有考量，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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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尚未對反向混淆理論表態，亦未調整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參酌因素。 

接續之 CK商標侵權案可謂反向混淆理論在侵權訴訟領域發展之高峰，

因法院直接正面肯認我國商標法條論述「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

文義應能包含反向混淆，如此才能落實保護已註冊在先商標之目的，雖判決

中仍援引「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然法院於認定「系爭商標之註冊申請

是否善意」之參酌因素時，以「後使用者應能透過檢索機制發現先使用者已

註冊之商標」、「後使用者其他與前商標近似之申請案均遭核駁」⋯⋯等觀察

認定後使用者非出自善意，此番認定一改先前案件以「後使用者合法使用其

已註冊登記之商標」認定後使用者係為善意之見解，突破原先認定後使用者

意圖之盲點，故可由此推論，本案非但承認反向混淆理論，更有順應反向混

淆之特質而調整判斷混淆誤認之參酌因素。 

不過在 CK 商標侵權案之後的寶島鐘錶 PORTER 商標侵權案及 Tutor 

ABC 商標侵權案對反向混淆應用於我國侵權訴訟之立場似轉趨保守，法院

在寶島鐘錶 PORTER 商標侵權案中引用 高行政法院於愛迪達將門商標評

定案之見解272，表示我國法規未明文引進反向混淆理論，判斷混淆誤認之虞

仍應以傳統判斷正向混淆之參酌因素為基準，且法院又再度以「後使用者合

法使用其已註冊登記之商標」作為認定後使用者係出自善意之依據，雖法院

亦未於此案明確否認反向混淆理論，但可推知其立場漸趨保守；另法院雖於

Tutor ABC商標侵權案明確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之存在，但仍以傳統「混淆誤

認之虞」審查基準為判斷依據。 

由上述我國有關商標反向混淆之侵權訴訟案件，可歸納出我國法院在應

用反向混淆理論於商標侵權訴訟之趨勢，係由原先肯認該理論並積極調整混

                                                        
272 同註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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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誤認之虞參酌因素之立場，發展至雖肯認該理論但回歸以傳統混淆誤認之

虞參酌因素判斷之見解，而現階段之立場是否會使反向混淆理論無法實質應

用於反向混淆類型之商標侵權訴訟，不無疑問，仍待我國判決實務發展更細

緻見解。 

第二款 有效性訴訟 

我國至今以反向混淆理論爭執商標有效性之案件量已為數不少，亦可自

此歸納出我國法院對反向混淆理論肯否之態度，與應用該理論認定商標有效

性之脈絡。 

早期的 Valentino 商標異議案與金牌台灣啤酒商標廢止案，法院均於判

決中直接或間接對反向混淆理論採取肯認立場，在適用參酌因素方面以智慧

財產局發佈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認定，不過審理「相關消費者對各

商標熟悉之程度」時，也都以後使用者經行銷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可資

區辨等理由認定應無混淆誤認之虞，似乎未考量反向混淆制度保護先使用者

的出發點便係為了解決後使用者因過度有名而橫掃先使用者知名度之情形，

整體而言，法院雖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但未調整混淆誤認之虞的參酌因素。 

隨後的美心月餅商標註冊案、金嗓商標異議案，法院亦於判決中直接或

間接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不過在應用混淆誤認之虞參酌因素方面，法院與前

述之 Valentino 商標異議案、金牌台灣啤酒商標廢止案採取不同見解，雖其

於判決中仍援引「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不過似乎已因應反向混淆之特

質而針對傳統判斷正向混淆之參酌因素有所微調，有別於「混淆誤認之虞」

審查基準以「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考量混淆誤認之程度，法院更額

外考量「後使用者」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因若知名度較高之後使用者有多角

化經營之事實，將使混淆誤認之可能性大增，因知名度高的後使用者更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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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所知悉，如此將更容易招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故後使用者應再額外

證明「兩造商標已並存多年，已為相關消費者所認識」，才得以認定無混淆

誤認之虞。 

後續之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案及智富 Smart 商標異議案似又採取相對

保守之立場，未正面肯認反向混淆理論，前案表示我國商標法未明文引進該

理論，後案基於前案之論述更表示，商標侵權之重點應係混淆誤認之「事實」

而非「方向」，雖我國商標侵權訴訟確實有以反向混淆理論為論述理由，但

商標有效性行政訴訟仍應以混淆誤認之虞為重心，無採用反向混淆之必要，

兩案之法院雖未正面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但亦未必採取否認之態度，以智富

Smart商標異議案為例，可自判決中「是以若其他具資力或強大行銷手段之

企業就該商標大量使用，先註冊商標之發展機能將受剝奪與限制，其發展機

能將無以確保⋯⋯，則只要後商標大量專擅使用，及足以排除先註冊商標，

則商標法之廢止制度亦將形同具文。」等語，推知法院本質上仍肯認反向混

淆理論之內涵。不過在應用判斷混淆誤認參酌因素方面，法院明文表示應以

「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為依歸，未再因應反向混淆之特質而微調參酌因

素。 

近期之澪/MIO 商標註冊案中， 高法院明確表示我國商標有效性訴訟

不適用反向混淆理論之見解，因不論混淆誤認之方向為何，均存在先、後商

標易使消費者誤以為兩者為同一來源或有關係企業、授權、加盟等關係之風

險，如此便代表後商標的註冊將導致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而透過我國本

既採認之「先註冊申請原則」保護先申請註冊之商標，為當然之法理，無需

再透過反向混淆理論解決此等爭議，本案法院似未否定反向混淆理論之存在，

僅係表示毋須以此解決商標有效性爭議。後續之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商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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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案，法院雖於判決中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之存在，並承認反向混淆亦為商標

混淆誤認之一種情狀，不過於 後判斷是否得予後商標註冊方面，仍採取與

先前 高法院於澪/MIO 商標註冊案相同之見解，回歸「先註冊申請原則」

判斷。 

由上述我國有關商標反向混淆之有效性訴訟案件，可歸納出我國法院

在應用反向混淆理論於商標有效性訴訟之趨勢，係由原先肯認該理論並積

極調整混淆誤認之虞參酌因素之立場，發展至雖肯認該理論但回歸以傳統

混淆誤認之虞參酌因素判斷之見解，而近期又採取不須向外尋求反向混淆

理論解決商標有效性爭議之立場，認我國既有之「先申請註冊原則」已足

解決該爭議，故不支持以反向混淆理論作為否准後商標註冊申請之依據，

然不論應用先申請註冊原則或反向混淆理論，二者均係為保護先使用者之

商標權利，自結論而言兩者實質上係殊途同歸。 

第三項 我國與美國應用反向混淆理論情形之比較 

 由前述有關我國與美國應用反向混淆理論之趨勢分析，可見兩國於應用反向

混淆理論之情形有所不同，甚至我國侵權訴訟與有效性訴訟間之應用情形亦有差

異，本文以為此應係導因於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之差異，及註冊主義與使用主義

之不同。 

美國屬英美法系國家，有著大陸法系國家所無的「判決先例拘束原則（Stare 

decisis）」，在適用法律、決定判決結果方面有較彈性之空間，而我國係屬大陸法

系國家，應用法律之空間則相較不靈活，基此差異，我國法院雖實質上肯認反向

混淆理論之內涵，但仍能常於判決中見到「我國法規之中並無引進該概念用語之

明文⋯⋯」等文字，使反向混淆理論無以直接適用。同理，我國判斷混淆誤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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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因素明文規範於「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法院均以此為判斷依歸，然於

審理反向混淆案件時，亦係以此為判斷依歸，不過因正、反向混淆兩者特性上之

差異，「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中某些參酌因素未必恰當地適用在判斷反向混

淆上，即使個案有因應反向混淆之特質而調整參酌因素也僅係曇花一現，只要未

修正「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法院在審理後續反向混淆案件時仍可能繼續依

傳統判斷正向混淆之參酌因素而為之；而屬英美法系之美國，面對新議題有較大

的發展彈性空間，可透過判決先例或習慣等方式解決，較不易受成文法規拘束，

與屬大陸法系之我國比較，其於反向混淆理論之採納與混淆誤認參酌要素之調整

方面，較能持續延伸並體系化發展，不易因國內法未明文化等理由影響新理論之

發展與應用。 

另於商標權利保護方面，我國採以註冊主義，而美國係以使用主義保護商標

權人之權利，基於此等差異，我國之商標權利救濟，除有侵權訴訟釐清侵權人之

民刑事責任外，更有有效性訴訟探究是否應予系爭商標權利保護，此為使用主義

國家法院無須處理之商標權利爭議。於註冊主義國家，法院於審理使用主義國家

所無之有效性訴訟時，已有註冊主義下之「先申請註冊原則」得解決可能造成反

向混淆之後商標有效性爭議，因須保障註冊在先之商標，故與前商標近似之後商

標知名度較高，仍不應予註冊，無需額外採納我國法未明文規範之反向混淆理論，

然我國之侵權訴訟，因非在討論商標權利存否，而係在探究後商標之使用是否造

成混淆誤認之虞而侵害先使用者之商標權利，故仍有應用反向混淆理論之需求，

只是在調整混淆誤認參酌因素方面仍有待觀察法院態度；而美國因係採使用主義，

商標之註冊僅係額外有公告與表面證據，及商標權範圍擴至全國之效果，故註冊

非取得商標權之必要條件，基此，在商標反向混淆之爭議上，美國法院僅須處理

商標侵權訴訟，無須解決商標有效性之問題，且因美國係採使用主義，更無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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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註冊原則得適用，故法院於此爭議仍有反向混淆理論之需求。而此便為我國與

美國發展及應用反向混淆理論情形之不同，與我國於侵權訴訟及有效性訴訟中應

用反向混淆理論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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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向混淆制度之正當性衝突與衡平方法探究 

透過本文先前章節273之論述，得以了解商標反向混淆現象之發生有其必然性，

因此係為無可避免發生之結果，故商標反向混淆理論之創設有其必要，如此方能

維護註冊、使用在先之商標權人的商標權利，以免承受此種特殊商標侵權樣態之

被侵權人無法在傳統商標侵權救濟制度下獲得救濟。基此，反向混淆制度之存在

似有其正當性，然從前述之實務判決可得目前反向混淆制度多僅保護先使用者，

後使用者方面似乎有所忽略，但一個法律制度在落實個人權利配置規範的同時，

也應兼顧社會整體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故本文擬於本章探討商標反向混淆制度在

存在正當性之同時，是否保護先使用者之手段也存在後使用者過度被犧牲之利益

衝突，接續再嘗試探究衡平反向混淆理論關係人利益之 佳方法。 

第一節 反向混淆制度同時存在保護之正當性與矛盾 

因商標法同時具備保護商標權人與公眾之功能274，商標反向混淆之利害關係

人在商標權人、商標侵權人之外另有消費者，故除了依反向混淆理論回復商標權

利人之利益，亦應顧及此舉是否造成侵權人與消費者之利益失衡，避免一方正義

之落實是建立在過頭犧牲他方利益的不正義之上。本節欲自經濟分析與經濟分析

以外之角度切入探討商標反向混淆制度之兩面性，以論證此制度保護未必有絕對

之正當性，其間仍存有利益衝突與矛盾。 

                                                        
273 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之有關「商標反向混淆發生必然性」之論述。 
274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6,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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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自非經濟分析角度探討 

從商標法之立法本旨而觀，目的有二275，其一為透過商標排他、專用權利做

為誘因，使權利人有動力維持商品或服務品質的穩定，並累積品牌商譽276；其二

為維護公共利益，保護民眾對商品或服務的期待，使其透過商標指向性確實購買

符合預期品質之商品或服務，降低搜尋成本277，我國商標法第 1條揭櫫之立法目

的：「為保障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維

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特制定本法。」亦包含前述二立法本

旨。然就前者之立法目的而觀，可知該商標之排他、專用權應有其稀缺性，應以

先註冊或先使用者才能享有，故於商標反向混淆之情況下，理應以註冊或使用在

先者為保護對象，先使用者對後使用者行使排他權利、請求損害賠償，十分合理，

故反向混淆制度之存在有其正當性；但若從後者之立法目的觀察，給予權利人商

標權保護之目的係為有效防止消費者受詐欺或誤導，避免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

混淆誤認。然回歸反向混淆之情狀事實，不論先使用者係因怠惰或行銷資源短缺

而使商標曝光程度低，後使用者確實透過積極使用商標與大量行銷建立知名度，

不可諱言地，對消費者而言，實際上建立起商標指向性之產品為後使用者所提供，

故為保護消費者對商標與產品間指向關係之識別，似乎不應禁止後使用者使用與

商標權利人近似之商標，否則將使消費者難以購買原先所認知、識別之產品，徒

增其搜尋成本，由此立法目的可推得反向混淆制度若僅偏重保護先使用者則未必

具備存在之絕對正當性。 

                                                        
275 Joel R. Feldman, Reverse Confusion In Trademark: Balanc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The Infringer, 8 J. TECH. L. & POL'Y 163, 163-64 (2003). 
276 J. THOMAS MCCARTHY, supra note 6, § 2:4. 
277 Id. at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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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John Locke）之勞動理論（labor theory）亦常見於學者對智慧財產權

之評論，洛克於其撰寫的兩篇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文章中，主

張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係因自然法而來的自然權利，而因「天賦人權」的概

念，這些權利來自於上帝賦予，人民因身而為人而擁有這些權利278，政府只有在

取得人民同意，並保證人民擁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等自然權利，才具備統

治正當性。洛克並於文中交代將上帝賦予全人類之共同資產轉化為私有財產之理

由： 

「雖土地及一切劣等生物均為全人類所共有，但每人均擁有其自身為財產，除己身以外，無他

人得對此主張權利。其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及其雙手所完成的工作均可正當地認為是屬於其個

人所有，因此，若其將某事物從自然狀態中抽離，將自身之勞動與此物融合，或附加其所有之

物於該物上，該物變成為其所有之財產。⋯⋯既勞動毫無疑問地屬於勞動者之財產，則只要共

有物中仍有足夠且同樣夠好的資源得提供予他人，勞動者便對其附加勞動之物享有權利，除

其以外別無他人。」279 

雖洛克的勞動理論適用於實體財產的解釋上或有瑕疵，簡單舉現今社會分工

為例，現已少有能單靠一己之力即可完成並取得財產之物，大多需透過他人提供

材料、技術才得以成就 終產物，若僅有 終勞力付出者取得所有財產價值，似

有不公280，但該理論卻十分適用於智慧財產權之解釋，因智慧財產為人類體力與

腦力勞動交織而成之產物，按洛克之勞動理論，人類當然應該對智慧財產享有財

                                                        
278 胡心蘭，是壟斷智慧？還是創造財產？－從勞動財產權理論論智慧財產權擴張之趨勢，財產
法暨經濟法，第 26期，頁 96，2011年 6月。 
279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27 (1690) (“Though the Earth, and all inferior 
Creatures be common to all Men, yet every Man has a Property in his own Person, this nobody has any 
right to but himself. The labour of his body and the work of his hands we may say are properly his. 
Whatsoever, then, he removes out of the State that Nature hath provided, and left it in, he hath mixed 
his Labour with, and joyned to it something that is his own, and thereby makes it his Property... . For 
this Labour being the unquestionable Property of the Labourer, no Man but he can have a right to what 
that is once joyned to, at least where there is enough, and as good left in common for others.”). 
280 胡心蘭，同註 278，頁 99。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8 

產權利，且智慧財產係人類純然靠自身勞力與腦力所得之產出，無需與其他任何

實體物附合（mixing），完全屬於勞動之成果281；又商標權有別於其他智慧財產

權（如專利權、著作權），其權利取得與「智慧」之關聯性較低，但「財產權」

之傾向卻相較明顯，因不具先天識別性（inherently distinctive ）之描述性標識亦

可透過使用而具備第二意義（secondary meaning）後再取得商標權之保護，不過

為了取得第二意義，需要投入大量廣告行銷資源，才能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

彰商品之標識，換言之，給予此等不具先天識別性之商標權利保護，便係在保障

權利人所投入之心力與資源282，與洛克之勞動理論不謀而合。 

在反向混淆之情形，若依洛克之勞動理論分析，會得出應將商標權給予商標

先使用者，先使用者得向後使用者請求侵權責任之結果，因先使用者已投入時間

及金錢成本經營商標；然而，相反地，商標後使用者同樣也付出了時間與金錢成

本經營商標，其投入之資源可能更甚於先使用者所投入，商標之知名度與價值也

幾乎係由後使用者所建立，且大多時候商標後使用者事實上無搭便車之意圖，更

可能不知其行為侵害他人商標權，是故，商標先、後使用者均有洛克勞動理論所

欲保障之勞動成果283，基於同一理論，雖商標後使用者付出勞力所得之成果係因

侵害先使用者之權利而來，有違「無害即無不正（no harm, no foul）」原則284，其

取得之勞動成果不如先使用者所取得之正當，不過仍能彰顯反向混淆制度未必具

絕對正當性之事實，如此一面倒地僅保障先使用者之權利，該利益保障之天秤似

有失衡。 

 

                                                        
281 Richard A. Epstein, Liberty versus Property? Cracks in the Foundations of Copyright Law, 42 SAN 
DIEGO L. REV. 1, 28 (2005). 
282 胡心蘭，同註 278，頁 114。 
283 Joel R. Feldman, supra note 275, at 172. 
284 Adam D. Moore, A Lockean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1 HAMLINE L. REV. 65, 78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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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自經濟分析角度探討 

傳統法學以公平正義為價值中心，以落實公平性，而近年興起的法律經濟分

析強調一個好的法律制度，不應只重視公平性的追求，也應將「經濟效益

（economic efficiency）」納入考量，使社會資源能達 有效率之運用285，而「效

率（efficiency）」與「分配（distribution）」為經濟學家所重視之重點，故法律經

濟學便係將經濟學之理論與方法應用至法律領域探討財產權法制議題：當權利發

生衝突時財產權應歸屬於何方？確定財產權歸屬後該以何種方式保障該財產權？

再以經濟學理論輔助思考如何在交易成本 小之前提下，使社會資源得到 有效

率的分配，藉此檢視既有法規範之正當性、補充概念體系的不足，並試圖降低其

所製造之社會成本286。 

「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是為法律經濟分析的重要基礎，理論之提出

者寇斯（Coase）更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假如交易成本為零，則不論法律

規範如何界定財產權之內容及範圍，資源的運用都會達到 有效率的境界」287為

該理論之原始內容。所謂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依學者見解可類型化為「搜

尋與資訊成本（search and information cost）」、「議價與決策成本（bargaining and 

decision cost）」、「管制與執行成本（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st）」288，然前述

「交易成本為零」之預設在現實社會中根本不存在，寇斯正欲藉此提醒我們反思

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現實世界中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又損害有所謂的「相互性

289（reciprocal nature）」，當事人雙方雖都在從事能創造效益的社會活動，但因社

                                                        
285 張郁齡，同註 14，頁 134-35。 
286 王文宇，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頁 6，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287 同前註，頁 15。 
288 Carl J Dahlman, The Problem of Externali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22, 148 (1979). 
289 亦有學者將該詞譯為「雙方性」，詳參王文宇，同註 286。惟多數學者將其譯為「相互性」，
故本文亦採之，詳參簡資修，經濟推理與法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 9月，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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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有限而導致衝突，因此交易成本勢必存在，當交易成本過高便足以阻卻雙

方協議，該如何減少整體社會損害，便成實現社會財富 大化的核心問題290。而

法規範之作用便係在降低交易成本，透過界定財產權之歸屬，使社會資源歸於能

將其效用發揮 大者，以達社會財富 大化291，據此邏輯推論，法律制度應將權

利配置予交易成本較高之一方，由交易成本較低之一方負起積極改變現狀的責任

292。 

在反向混淆之情境下，商標後使用者能透過檢索，達到相當程度確保無先使

用者使用與其商標近似之商標後，再註冊商標，雖於使用主義國家，其檢索機制

有可能失靈293，然後商標使用者須付出之搜尋成本已較商標先使用者低上許多，

對商標先使用者而言，實質上難以監視每一筆商標註冊資料以立即主張權利，確

保無人使用與其近似之商標，由此可見，商標後使用者似負擔較低之交易成本，

故權利應歸屬負擔較高交易成本之先使用者，由商標後使用者負起積極改變現狀

之責任，故商標反向混淆之現行制度較保護先使用者似有其正當性。 

在衡量資源分配是否為有效率方面，有兩個關於效率的經濟理論，其一為「柏

拉圖 適境界（Pareto efficiency）」，意指在資源的重新配置中，一方獲得利益改

善的同時並未損及任何相關一方之利益，即為有效率294；其二為「卡爾多－希克

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與柏拉圖 適境界相比，此效率概念較不嚴

苛，其原則允許在資源重新配置時，同時存在受益者與受損者，只要受益者之獲

利大於受損者之損失，便能增加社會整體財富，此種資源配置仍屬有效率的分配，

                                                        
290 王文宇，同註 286，頁 17、23。 
291 同前註，頁 18。 
292 同前註，頁 24。 
293 使用主義國家之檢索機制在反向混淆可能失靈之原因，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 
294 RICHARD A. POSNER著，蔣兆康譯，楊智傑校訂，法律經濟學，頁 12，五南文化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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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受益者原則上須給予受害者補償295。而柏拉圖 適境界過度理想化，在現實

世界的可適用性較小，因大多數交易皆會對第三方產生影響，故多數經濟學家傾

向應用卡爾多－希克斯效率討論資源分配之效率。 

若將卡爾多－希克斯效率套入反向混淆之情境分析，可以發現因商標後使用

者已投入大量金錢經營商標，後商標建立起之市場地位事實上已淹沒（flooding）、

橫掃（staturation）全市場，這樣的結果也會導致商標先使用者不願再以該商標在

市場發展，故禁止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其商標是經濟上不效率的（economically 

inefficient）。此外，公眾消費者也因商標後使用者使用商標之行為而獲有利益，

在後使用者非出自惡意意圖而使用其商標、發展品牌時，該侵權行為事實上降低

消費者之搜尋成本，因後使用者之商標較有名，若大部分消費者皆以後商標而非

前商標作為識別產品之依據，後使用者使用商標之行為便存在正的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y）296，綜前所述，允許商標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其商標，整體

後使用者與相關消費者所獲之利益似大於先使用者所受之損害，故已符合卡爾多

－希克斯效率，由此可見反向混淆現行僅保護先使用者之制度則未必絕對正當。 

除寇斯定理與效率理論，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297亦得作為經濟分析工

具，其判斷設準源自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言之「求得 大多數人的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greatest number）」298一句名言，而效益主義不同於倫理利己

主義（ethical egoism），所考量者非行為人個人利益之 大化，而是社會大眾利益

                                                        
295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著，溫麗琪、顧慕堯編譯，法律經濟學，頁 53，華泰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6月，6版。 
296 Joel R. Feldman, supra note 275, at 174-175. 
297 Utilitarianism一詞過去常被譯為「功利主義」，但為避免「功利」一詞可能帶來負面聯想，
故近年改譯為「效益主義」，較符合主義核心概念係在探討道德正當性並非來自行為本身，而是

決定於行為結果可產生之效益（utility）。見林火旺，《倫理學》，頁 99 ，五南文化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2004年 2月。 
298 JEREMY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preface (1776) (……, it i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that is the measure of right and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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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大化（maximum of utility）299，行為效益主義（act utilitarianism）與規則效

益主義（rule utilitarianism）為效益主義之後續兩大主流派別，行為效益主義主張，

若在行為當下，該行為之結果能發揮 大效益，此行為便為對的行為300；而規則

效益主義，有別於行為效益主義僅衡量個別行為之因果關係，規則效益主義稍加

修正前者，考慮的是一個行為歸屬之倫理規則的假設關係，亦即行為若因遵守某

組規則而增加幸福，此規則便屬公正（just）301。 

將前述兩效益主義套用於商標反向混淆理論分析，商標後使用者之行為似符

合行為效益主義，因其使用與前商標近似之商標時，或許不具惡意意圖，也或者

因檢索機制失靈，使其無法檢索出知名度低或屬弱勢商標之前商標，故依後使用

者行為當下之判斷，可合理得出其商標使用行為應能產生 大效益，除能以商標

表彰其產品並累積商譽，亦能降低消費者之搜尋成本；又即使後使用者使用商標

之當下為惡意，該使用行為也不只是有利於己，因先使用者消極使用，導致為先

使用者享有排他權之資源未被充分利用，非屬有效的資源配置，而後使用者之商

標使用行為，更充分發揮商標之價值，故其行為符合行為效益主義。而依規則效

益主義之定義，商標後使用者若遵守反向混淆制度並不能增加幸福或效益，因反

向混淆制度僅保護商標先使用者，而忽略後使用者大量投入之經營商標心血及相

關消費者之搜尋成本，此未平衡三方利益之制度無法使社會效益 大化，故該制

度有違規則效益主義。由於後使用者使用與前商標近似商標之行為符合行為效益

主義，又商標反向混淆現行制度與規則效益主義亦有所扞格，故得推知反向混淆

現行制度具兩面性，雖有存在一定之正當性，但非絕對正當，其中仍存有利益衝

突與矛盾，因除了先使用者之外，後使用者及消費者之利益也同樣須兼顧衡平。 

                                                        
299 蘇雅慧，評析「行為效益主義」與「規則效益主義」，哲學與文化，第 35卷第 12期，頁
138，2008年 12月。 
300 同前註，頁 139。 
301 同前註，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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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衡平利益衝突之方法探究 

由上節可得現行反向混淆制度偏重保護先使用者正當性並非絕對之結論，雖

確有以該制度保護商標先使用者之必要，因不論採使用主義或註冊主義之國家，

皆係欲透過給予先使用或先註冊者商標排他、專用權利作為誘因，使商品或服務

品質維持穩定，若反向混淆理論未保護先使用或先註冊者，其將失去先使用或先

註冊商標之動力，可能導致先使用主義及先註冊主義崩盤，造成商標法之核心目

的無法落實；然若僅單向保護先使用或先註冊者，便有罔顧後商標使用者與相關

消費者利益之疑慮。整體而言，現有制度無法在反向混淆現象之利害關係人間取

得利益之平衡，故本文擬於本節接續以法律經濟分析作為工具，探尋較現行制度

更能衡平利益衝突之辦法。 

商標係屬市場經濟之產物，而市場經濟之特質便在財產價值的積極使用、開

發與合作302，故商標雖為兼具「排他權」與「使用權」之財產權，其核心價值更

在於「使用」，此番論述可自我國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獲得驗證，商

標權之取得未必以使用之事實為要件，惟商標權之存續卻以持續有符合商標法規

定之使用行為303為必要，而商標權同時以商標權人與消費者權益為保護重心，且

保護市場交易秩序、公平競爭亦屬商標法之立法本旨，該本旨與商標之使用活動

有高度關聯性，故可由此推論，使用商標所創造之價值應更甚於單純創造商標所

                                                        
302 張郁齡，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論商標侵權反向混淆之正當性爭議：以博弈理論為中心，臺大
法學論叢，第 43卷第 1期，頁 90，2014年 3月。 
303 商標使用行為之規範見於我國商標法第 5條：「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 
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 
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 
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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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價值304，雖商標先使用者亦可能因反向混淆的發生而失去在未來擴展新市場、

更積極使用前商標之機會，然若先使用者之規模與資力未有改善，此機會便極抽

象不可能發生，相較之下，商標後使用者努力投入資源經營後商標及交易秩序之

利益保護更為實際與迫切，若反向混淆制度一味恪守註冊主義與先使用主義之精

神，將形同忽視後使用者因積極使用後商標所創造之價值與相關消費者對後商標

存在之識別利益。在 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中，

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雖於判決結果採納反向混淆理論，然其亦表示對該理論之

隱憂，指出若過度適用該理論將阻卻規模較大之公司將其商標使用於開發新產品

之意願，例如 Victoria's Secret 公司便會認為若其將原本用於內衣產品之 The 

Miracle Bra 商標再使用於泳衣產品上可能不會獲准，故而選擇不擴展公司業務

範圍305，如此一來也變相地限制後使用者商業發展之自由。學者 Thad G. Long 與 

Alfred M. Marks嘗試針對反向混淆分析列出七種情境，並分析其勝敗訴結果，該

七種情境與其勝敗結果為：（1）當後使用者明知先使用者有使用前商標之事實卻

仍使用與其近似之後商標，先使用者常贏得訴訟；（2）若先使用者之商標係在後

使用者首次使用與其近似之商標前已為聯邦註冊，先使用者通常會勝訴；（3）當

前商標為強勢商標，而後商標使用者未於其首次使用後商標前向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登記註冊或遞交意圖使用之申請案（intent-to-use application）然其隨

後成為聯邦註冊商標；或後商標使用者在其首次使用後商標前未行合理程度之商

標檢索，商標先使用者通常會勝訴；（4）當前商標為強勢商標，而後商標在先使

用者之既存或可能擴展之業務地理區域內，突然以使市場飽和、大規模廣告或大

規模行銷之方式推廣與先使用者之商品或服務有競爭關係之商品或服務時，商標

                                                        
304 張郁齡，同註 302，頁 90。 
305 A & H Sportswear, Inc., 237 F.3d at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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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者通常會贏得勝訴；（5）當前商標為強勢商標並積極擴展商標使用之地理

區域範圍時，一般都會在反向混淆訴訟中贏得勝訴，但在商標先使用者登記註冊

或遞交意圖使用申請案前且後使用者係出自善意不知先使用者已有使用事實之

地理區域除外；（6）當商標後使用者於其首次使用商標前，遞交意圖使用之申請

案並隨後成為聯邦註冊商標；或於首次使用商標前已行合理程度之商標檢索並無

發現商標先使用者而申請商標註冊，且其勤勉積極地擴展其商標適用之地理區域

範圍，抑或商標先使用者未將其商標申請聯邦註冊也未積極擴展其商標適用之地

理範圍，在此條件下商標後使用者通常會獲得勝訴判決；（7）在商標後使用者首

次使用商標前，商標先使用者未將其商標申請註冊或未遞交意圖使用申請案，且

商標後使用者是出自善意不知已有前商標使用之事實而使用後商標，並且係將後

商標與其本已有相當知名度之商品名稱一同行銷之情況下，後使用者通常會獲得

勝訴306。在以上七種反向混淆之情境中，有五種情境有利於商標先使用者，此現

象反映出法律似有較站在商標先使用者一方之偏見307。由此可見，商標後使用者

使用後商標所創造之價值與保護相關消費者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社會利益，皆

因現行法律制度對商標先使用者較為保護之事實而遭忽略。然而商標先使用者所

享之商標權，係取自眾人共享之公共財，但其卻未將商標價值做大，無形中壟斷

大眾資源，其他有能力將此資源應用得更有價值之人卻不得其門而入，此為無效

率之社會資源分配，有違法律經濟分析追求社會整體利益 大化之核心理念308。

為衡平前述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法律對於商標先使用者之權利保護應適度退讓，

容忍後使用者使用與前商標近似之商標，如此一來，後使用者與相關消費者所獲

之利益似乎會大於先使用者所受之損害，只要再予以受損害之商標先使用者適度

                                                        
306 Thad G. Long , Alfred M. Marks, supra note 5, at 28-29. 
307 Id. at 30. 
308 張郁齡，同註 302，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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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便符合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整體社會財富增加便因而增加。 

學者 Robert Cooter 與 Thomas Ulen 提出規範性寇斯定理（normative Coase 

theorem）與規範性霍布斯定理（normative Hobbes theorem）之法律指導原則309，

降低交易成本可以促進雙方協議，使社會資源得以發揮 大效用，為了達到此目

的，界定明確的財產權歸屬便非常重要，法律若有明確之權利配置將能降低交易

成本，有助於私人間協議，使權利得到有效率的分配，此原則便係寇斯定理之落

實，也因該原則具有規範性（normative），提供立法者一個明確方向，故亦稱為

規範性寇斯定理310，如上節所述，規範性寇斯定理雖肯認反向混淆應保護先使用

者之權利，此係因權利應歸屬負擔較高交易成本之先使用者，由商標後使用者負

起積極改變現狀之責任，然重點仍在後使用者須與先使用者進一步接洽、協商權

利配置，而該協商之結果也應以後使用者能繼續使用後商標為宗旨，如此才能平

衡各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有別於規範性寇斯定理主張應將私下協議資源分配的障

礙降至 低，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除非有強大的第三者強

迫人民達成協議，否則人民無法理性分配合作剩餘，因此法律制度除了促進協議

外，更應將私人協議資源分配失敗造成的損害降至 低，此為規範性霍布斯定理

311，然現行法下解決協議失敗造成損害之救濟方式有禁制令與損害賠償，我國商

標法制亦有與英美法禁制令功能相類似之妨害除去請求權及妨害預防請求權，規

定於我國商標法第 69條第 1項，然不論禁制令或損害賠償，此二者皆僅係單向

保護商標先使用者之權益，未能使商標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無法兼顧商標

後使用者與相關消費者之利益，救濟方式應以能使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才符

合規範性霍布斯定理。 

                                                        
309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著，溫麗琪、顧慕堯編譯，同註 295，頁 103。 
310 同前註，頁 103。 
311 同前註，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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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前所述，現行商標反向混淆制度一味僅保護商標先使用者之規範，有違法

律經濟分析「成本 小化」、「效益 大化」的核心思想，若為兼顧商標先使用者、

商標後使用者、相關消費者各自之利益平衡，使社會資源達有效率之分配，以規

範性寇斯定理而言，將權利配置予交易成本較高之先使用者後，後使用者應與其

協商，談判如授權、商標分割、權利轉讓等得使後使用者能繼續使用後商標之方

法；又若雙方協議失敗造成損害，自規範性霍布斯定理而觀，後使用者應以禁制

令、損害賠償以外之救濟方式補償先使用者之損害，如 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以系爭商標過去與未來之授權金做為填補損害之手

段，便為頗合適之作法，如此一來，商標後使用者仍能繼續使用其已努力經營許

久之後商標。總地來說，應調整反向混淆制度近乎僅保護商標先使用者權益之規

範，而不論係雙方所為之私下權利分配協議或損害救濟方式，均應以權利人受相

當補償並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與前商標近似之商標為佳，如此方能衡平利害關

係人之利益，更接近社會財富極大化。 

 

第三節 使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可能衡平方法探究 

由本章前述第一節及第二節之分析，理解商標反向混淆制度之存在未必有絕

對正當性，僅保護先使用者之權利而罔顧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非社會資源

有效率的分配方式，由法律經濟分析可得若先使用者受相當補償並容忍後使用者

繼續使用與前商標近似之商標，更能衡平反向混淆各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也有助

於實現社會財富 大化之願景。基此，本文欲尋求可使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

之方法，並以我國現行法規範作為支持論述，同時輔以財產法則、補償法則之理

論，自其中探尋較理想者，以突破現行商標損害救濟方法過度保護先使用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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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 

第一項 財產法則與補償法則 

「法律在決定應將財產權賦予何方時，應以交易成本為考量，將權利給予交

易成本較高之一方，再由交易成本較低之一方負起積極改變現狀的責任」，此係

由寇斯定理推導出之權利配置指導原則，可藉此使社會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然而，

法規範在訂定之初始階段未必能恪守此原則，因準確無誤地計算出交易成本再進

而為比較對立法者而言也有相當難度，又財產權的賦予事關當事人之利害312，故

學者 Guido Calabresi與 A. Douglas Melamed認為「權能（entitlement）313」的賦

予係依照「權力即是權利（might makes right）」之法則決定314，換言之，由較強

勢有利之一方取得權能。但如此結果未必能達成社會財富極大化之願景，因此接

在決定權能配置的第一層次問題後，需要處理第二層次的問題：該以何種方式保

護財產權？Guido Calabresi與 A. Douglas Melamed提出財產法則（property rules）

與補償法則（liability rules），將其用於決定財產權保護模式之判斷315。 

財產法則係指，除非事先獲得權利人同意，其願意以主觀上認定之價值與他

方當事人交易，否則任何人均不得侵害其私人之財產權利316；而補償法則係指，

只要給予適當由公正第三人核定之客觀價值補償，即使未得權利人之事先同意，

                                                        
312 王文宇，同註 286，頁 34。 
313 Guido Calabresi與 A. Douglas Melamed於文中並非使用「權利（rights）」一詞，而使用「權
能（entitlements）」說明財產權，學者葉俊榮於其論著指出，因立法者僅能於資源使用衝突中，
決定使某方當事人在某種條件下，享有資源使用之「優勢」，而為了避免「權利」一詞的濫用，

以更精確描述當事人之互動關係，故以「優勢」稱呼之，然學者王文宇認為「優勢」一詞之

「規範性」含義較薄弱，或許無法自其中了解該詞之內涵或結構，以及法律保障的強制力程

度，因此改以「權能」稱呼，本文亦從之。葉俊榮，出賣環境權：從五輕設廠的十五億「回饋

基金」談起，環境政策與法律，頁 48-49，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10月，2版；王文宇，
同註 286，頁 38。 
314 Guido Calabresi, A. 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85 HAV. L. REV., 1090 (1972).   
315 Id. at 1092. 
316 Id. at 1105；王文宇，同註 286，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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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當事人仍得侵害該財產權317，此二法則中，政府介入（state intervention）的

程度以在前之財產法則較低，而於適用補償法則時，政府不僅需決定權能應賦予

何者，更需決定因未經權利人同意而侵害其權利之客觀補償價值318。 

由於財產法則之核心理念在於他方當事人應尋求權利人之同意，方能享有原

先並非配置予其之權能，然因該權能市場價值（market valuation）之決定可能不

效率（inefficient），若雙方決定該權能價值之談判成本過高，即使權能的移轉對

整體皆有利，交易仍不會發生，此時若應用補償法則，以事後給予合理補償作為

未經同意而享有權能之代價，便能促進更好的效率與資源分配結果319。由此可見，

財產法則背後所代表的「財產權絕對」原則似乎會有所退讓，其在某種程度上帶

有「社會責任」之色彩，使財產權轉換為金錢賠償之方式保障320，但何時得使用

補償法則？兩者又應以何者為優先適用？一般來說，若適用財產法則，政府干預

之程度 小，可使市場機能充分發揮，因政府或法院投入之執行成本較適用補償

法則時低，資源也會由 有效的使用者使用321；且法律之所以賦予個人對財產的

排他性使用、收益與處分權利，係為了防止個人不願對公共財投資維護之「道德

風險（moral hazard）」發生322，透過財產權的給予，增加個人對財產管理利用的

誘因，也能促進交易，將外部性予以內部化（to internalize externalities）323，故財

產法則應該是 佳選擇。然若係會產生較高交易成本之交易，由政府取代市場反

映價格之功能，以客觀立場核定侵權者之損害賠償數額，反倒是較好的選擇，例

如於創造之利益遠大於權利人權利遭限制所受損失之情境，或在權利人享有類似

                                                        
317 Id. at 1105-06；王文宇，同註 286，頁 35-36。 
318 Id. at 1092. 
319 Guido Calabresi, A. Douglas Melamed, supra note 314, at 1106-1110. 
320 王文宇，同註 286，頁 36。 
321 同前註，頁 82。 
322 Carol M. Rose, The Shadow of the Cathedral, 106 YALE L. J., 2199 (1997). 
323 王文宇，同註 286，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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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地位並採取各種策略行為使協商容易陷入僵局無法達成協議之箝制（hold-

up）情形等324，以補償法則取代財產法則之適用，便更為合適，惟適用補償法則

時應注意當事人之主觀心態，因法律若容許個人得恣意隨時選擇侵害他人財產權，

只要個人抱持著事後再以金錢賠償即可之心態，如此財產制度便無法維持安定，

財產權也無從發揮其基本功能，故應將主觀惡意者排除在補償法則之適用範圍外，

且因補償法則係以財產之客觀價值補償權利人之損害，故應納入制度面或程序面

上的保障機制（如司法介入，由法院擔任決定財產客觀價值之公正第三人）325。

簡言之，究應適用何種法則需個案認定，若「搜尋與資訊成本」、「議價與決策成

本」此兩項決定當事人事前協商之成本者過高，便不適宜採取較需要雙方當事人

達成協議的財產法則；若係「管制與執行成本」過高，便不適合採用政府介入較

深的補償法則326，但原則上以保障原始權利請求之財產法則為優先，代以金錢賠

償之補償法則為例外。 

 

第二項 由法院核定合理授權金為較適切之利益衡平方法 

反向混淆之現象，涉及商標先使用者、商標後使用者、相關消費者三方之利

益衝突，僅保護商標先使用者單方之權利，並非有效率之社會資源配置，按卡爾

多－希克斯效率之邏輯，在給予商標先使用者適當補償之前提下，先使用者容忍

後使用者繼續使用系爭商標，是為使社會利益 大化之方法。而「使後使用者繼

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方法不在少數，有學者曾以博奕理論之「策略行動」概念自

                                                        
324 同前註，頁 54-56。有關例外以補償法則取代財產法則適用之情形，請參考王文宇，同註
286，頁 54-74。 
325 同前註，頁 40、71、86。 
326 同前註，頁 43；DAVID D. FRIEDMAN著，徐源豐譯，經濟學與法律的對話，頁 94，先覺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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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建構 適解決方案327，本文擬以現行法規範為基礎，論述各方法落實之可能

性與方向，並以財產法則、補償法則等法律經濟分析概念，嘗試自其中探尋較佳

之衡平方法。 

第一款 將商標權給予後使用者 

商標後使用者投入大量行銷資源，使後商標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知，基此，

若能透過法規範之設計，規定當商標後使用者所有之後商標已建立起足以淹

沒、橫掃市場之市場地位時，商標先使用者原先所享有之商標權利保護則應

有所退讓，使商標法不再保護前商標，改由後商標享有商標權之保護，此等

法規範之設計不只能讓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亦能達到相當程度定紛止

爭之效果。 

據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佈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5.6.2所載，

若存在衝突之二商標，而相關消費者僅熟悉其中之一者，便應予該較為被熟

悉之商標較大保護，由此可見，於反向混淆之情形下，該審查基準之規定似

能支持將商標權利給予商標後使用者之主張。又依我國民法第 812條有關動

產附合之規定，當動產與動產附合，且其中有動產可被視為主物，則改由該

主物之所有人取得合成物之所有權，此等規定或許亦可類比於商標混淆誤認

之情景，雖此係民法物權編之規定，然商標權所屬之智慧財產權非民法上的

物權或準物權328，但因其仍具備一定財產價值，且有相當之註冊及公告制度，

概念上與準物權仍有一定相似度，又知名度高之後商標之於相關消費者較不

熟悉之前商標，其關係類似主物之於從物329，後商標因後使用者努力投入行

                                                        
327 張郁齡，同註 302，頁 103-119。 
328 劉孔中，解構智財法及其與競爭法的衝突與調和，頁 19，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6月。 
329 有關主物與從物之定義，可見我國民法第 68條第 1項：「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
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但交易上有特別習慣者，依其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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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而獲取可觀之市場地位，即使前商標仍存在市場，相關消費者仍主要以後

商標為識別依據，而主物在合成物中為具備主要、獨立效用者，兩者概念上

有異曲同工之妙，故應能以該規定加以說明本款反向混淆之利益衡平方法。

按民法第 812條規定，在需要花費極高成本才得以分離已附合之動產時，便

應重新考慮原始財產權之歸屬，再依民法第 816條給予原動產所有權人就其

損害請求不當得利之請求權，此係依利益衡量所得之結果，因回復原狀之成

本極高，且限制原動產所有人權利造成之損失低於另一動產所有人對合成物

所貢獻之價值，故基於利益衡量，此法規範目的欲達成之效果遠高於限制原

動產所有人權利所造成之損失，此便為以補償法則取代財產法則適用之例外

情形330，回歸商標反向混淆，商標後使用者將商標在市場上之價值發揮更大，

且若要完全弭平後商標之市場地位，回復至原先只有前商標於市場發展之環

境，所費成本應十分可觀，甚至無其可能，故將商標權歸屬重新分配予後使

用者，再給予先使用者適當補償，便能避免社會資源過度之損失。 

 雖直接將權利給予後使用者能衡平利益，看似已達衡平利害關係人利益

之目的，然而，依照法律經濟分析對財產權制度之觀察，設置該制度之核心

目的應係使有限的社會資源能被有效率的分配，增進社會整體效益，依此邏

輯可知，整個法律制度應是以分配社會資源之「權利配置」為主要，加強維

護財產權制度完整性的「權利保護」為輔331，換言之，應以權利配置為解決

資源分配問題的第一層次，處理權利保護屬於第二層次問題。而反向混淆之                                                                                                                                                                                                                                                                                                                                                   

問題應在權利保護而非權利配置，因初始權利配置並無問題，將商標權給予

負擔較高交易成本之商標先使用者，符合寇斯定理，若將商標權利調動由商

                                                        
330 王文宇，同註 286，頁 54。 
331 張郁齡，同註 302，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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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後使用者所有，反倒將使雙方更無嘗試先為私下交易協商之誘因，徒增以

訴訟解決紛爭之可能性。以剝奪商標先使用者註冊之前商標作為保護商標後

使用者之方式，將嚴重破壞權利初始配置階段所追求的權利法定精神332，且

此等保護方式亦不符合比例原則之必要性與衡量性，更違背洛克勞動理論

「人應對其付出勞力之成果享所有權」之主張，無法形成雙贏局面，更重要

的是，該方式將大大破壞法體系之安定，在商標後使用者取得商標權後，前

商標原先在權利變動前所生之法律關係（如授權關係）將淪於不確定之狀態，

此亦係因實行此方法所需額外付出之成本。 

第二款 使先後兩商標並存 

以不剝奪商標先使用者既有之商標權為前提，若使商標後使用者同時也

享有商標權利之保護，似乎便較前款直接將權利給與商標後使用者之方式恰

當，因其未直接剝奪商標先使用者之商標權，故未破壞權利法定原則，亦符

合比例原則與洛克之勞動理論。雖兩商標若相同或近似，有致混淆誤認之虞，

理應不予申請或註冊在後者商標權，然我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

但書，此不予註冊商標事由之例外規定，似乎顯現支持使先後兩商標並存之

可能，若後商標之申請經商標先使用者同意且非顯屬不當，專責機關便得以

後商標之申請註冊。因商標先使用者對有限的社會資源享有排他、使用、收

益、處分權利，卻未為充分發揮其價值，雖初始之權利配置係將交易成本

小化之考量，但卻未使社會資源達 效率之運用，無助於社會整體利益 大

化，此時財產權絕對原則似應有所退讓333，將此概念套用至反向混淆情形，

或許得設定發動使先後兩商標並存之條件，限制「商標先使用者於後使用者

                                                        
332 同前註，頁 107。 
333 同註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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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消費者間已建立相當知名度時」，便不得以此同意權作為挾持商標後

使用者申請註冊商標之依據，使專責機關得破例予以後使用者商標權利。 

此方法確實在不影響商標先使用者享有商標權保護之前提下，保障了商

標後使用者與相關消費者之利益，似乎達成衡平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目的，然

而，其雖避免了部分前述「直接給予後使用者商標權利」方法可能招致的質

疑，但其仍須面對其他問題，對商標後使用者而言，若只要其所有之後商標

與前商標發生反向混淆，此具備相當知名度之後商標便能名正言順地獲得商

標權保護，相較於其他利益衡平方法僅在調整利害關係人所受利益之平衡，

在此「使先後兩商標並存」之利益衡平方法中，商標後使用者得到的不單只

是較平衡之利益分配，更有完整的商標排他、使用、收益、處分權利，如此

一來，此方法將使負擔較低交易成本之商標後使用者失去動力與誘因向商標

先使用者進行私下協商交易、授權，因此， 初以寇斯定理決定權利配置之

目的便無法實踐，同時亦存在商標後使用者故意使用與既存商標相同或近似

商標之道德風險。 

第三款 先後使用者私下協商交易 

「使先後使用者私下協商交易」係為體現財產法則應用之利益衡平方法，

在權利法定的基礎上，原則應以財產法則之適用為優先，因能透過自行私下

協議取得雙方主觀上皆滿意的解決方案，不須接受經第三人以認定客觀價值

而生之解方，又能減省訴訟費用的支出。然而，雙方在私下協商也可能遭遇

難以形成共識之困難，為了取得雙方皆認可之交易價值，可能需花費極高之

談判成本334，於反向混淆之情形便有可能發生此困境，因商標後使用者已將

後商標經營得有相當知名度並已投入大量成本，若無法繼續使用後商標，對

                                                        
334 Guido Calabresi, A. Douglas Melamed, supra note 314, at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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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業利益而言是一大威脅，故後使用者通常極有意願與商標先使用者協商，

其所提供之條件（offer）可以被視為係欲購買前商標之交易條件，因此，商

標先使用者便可能盡其所能地將交易價格提高335，如此情境，商標先使用者

實質上已享有類似壟斷的地位，處於談判優勢地位之先使用者或許因前述惡

意提高價格之考量，或因單純不欲自有商標遭由其他企業使用之心態，拒絕

將權利授權或交易予後使用者，如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 案中，Big O 公司便曾拒絕將其商標授權或交易予

Goodyear 公司336，而只要商標先使用者有簡單使用商標之事實並符合商標

使用之標準，又能繼續享有完整商標權利，此「箝制（hold-up）」之現象可

能造成市場失靈，使商標後使用者私下協商之意願降低337。 

除此之外，潛在的高額損害賠償也給予商標先使用者以訴訟解決反向混

淆爭議之誘因338，此些規模小、難以檢索之商標先使用者，甚或可以等待後

使用者將與其近似之商標價值做大，便在其後趁機敲詐商標後使用者一筆339，

以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案為例，Sands, Taylor & Wood

公司便係在發現 Quaker Oats公司有使用「Thirst Aid」商標之事實，便以美

金一元為代價，將原先已讓與第三人之「Thirst Aid」商標買回，並主張其為

商標權人繼而提起訴訟340，如此類似商標蟑螂之行為，將使資源使用不效率，

按現實反向混淆之狀況，對商標先使用者與後使用者來說，均存在將商標反

向混淆紛爭拉抬至訴訟層次解決之動機。 

                                                        
335 Daniel D. Domenico, Mark Madness: How Brent Musburger and the Miracle Bra May Have Led to 
a More Equitable and E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verse Confusion Doctrine in Trademark Law, 
86 VA L. REV. 597, 624 (2000). 
336 Big O Tire Dealers, Inc., 561 F.2d at 1368. 
337 王文宇，同註 286，頁 56。 
338 Daniel D. Domenico, supra note 335, at 624. 
339 Anthony L. Fletcher, supra note 163, at 1280. 
340 Sands, Taylor & Wood Co., 978 F.2d at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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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即使商標先、後使用者透過私下協商取得雙方主觀上皆能接受之結果，

但亦不能忽視「不履約」風險存在之可能性，因商標先、後使用者達成之協

商結果應係私法契約約定，故無強制拘束效力，兩者之其中一方皆有可能不

履約，而若確實發生不履約，不論係採取強制履行或損害賠償之救濟方式，

後續又須花費一番訴訟及執行成本解決履約爭端。 

是故，雖「使先後使用者私下協商交易」係體現原則應優先適用的財產

法則之衡平方法，但觀察前述商標先、後使用者於反向混淆現象中可能做出

的選擇，可得私下協商交易十分可能破局之結論，又即使雙方順利協商出解

決方案，亦存在不履約之風險， 後均可能須以訴訟解決，因此，使商標先、

後使用者私下協商交易，雖為理想上交易成本花費 小之方法，但基於現實

情況考量，或許非為適切而有效率之解決方案，因此若改採適用補償法則之

衡平方法，應能避免議價談判成本過高之問題發生。 

第四款 法院判決後使用者給付合理授權金 

若法院於審理反向混淆案件時，得以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金額核定依據，

並以此替商標先使用者酌定授權金額，似能避免前述利益衡平方法會遭遇到

的困難與挑戰，法院以授權金核定合理之損害賠償額度並酌定往後之授權金

額，此方法仍以商標先使用者之保護為主，未剝奪前商標之商標權；亦不同

於額外給予後商標權利保護，使前、後兩商標在商標法的保護傘下並存之衡

平方法，本款之衡平方法中僅會有一個商標權，並歸屬於商標先使用者，故

商標後使用者刻意為反向混淆侵權之道德風險不存在；另因後續未來授權關

係及授權金額度係由法院直接決定，故亦無前款商標先使用者刻意拒不授權

之箝制問題。 

按我國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4款有關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計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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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法院以核定授權金來計算損害賠償額度，故我國商標法制已有相關規定，

或許亦足以支持將此規定更近一步延伸適用至核定未來授權金額，且美國判

決實務亦有先例，地方法院於 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中曾表示，應得以合理授權金做為過去損害之補償及未來商標後使用

者繼續使用商標之對價341，由國內外法規與判決見解而觀，應可推論「由法

院判決商標後使用者支付合理授權金」之辦法應有其可行性。 

然法院在利用該衡平方法時，應注意其以合理授權金核定損害賠償額與

未來授權金之方式，在 Stuart v. Collins342案，法院直接以商標後使用者侵權

期間所獲利益涵括過去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及未來永久授權之費用，且僅以

商標後使用者所獲利益已遠超過商標先使用者所受之損害作為理由343，但此

判決結果卻無法落實欲透過剝奪侵權人所獲利益而阻卻其未來繼續侵權意

圖之目的344；而合理授權金核定之額度，應高於一般私下有授權意願之雙方

協商談判所得之授權額度，因法院所判決之授權決定，某種程度上為違反商

標先使用者授權意願之決定，故法院所判之合理授權金額度，應清楚反映出

因侵權行為而生類似強制授權之價值，而此價值應高於一般合理授權金之額

度345，一般合理授權金應僅為損害賠償額度之底線（baseline）346；該衡平方

法為補償法則之適用，因其係以損害賠償而非回復原狀作為侵害先使用者商

標權利之代價347，而法院該公正第三人不僅核定損害賠償之客觀價值，更為

雙方當事人決定未來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授權金額度，為商標後使用者節省

                                                        
341 A & H Sportswear Co., 967 F. Supp. at 1480. 
342 Stuart v. Collins, 489 F. Supp. 827 (SDNY 1980). 
343 Stuart, 489 F. Supp. at 835.  
344 Thad G. Long, Alfred M. Marks, supra note 5, at 33. 
345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53. 
346 Sands, Taylor & Wood Co., 978 F.2d at n.19. 
347 在侵權行為之情形，財產法則應用於救濟方式意味著「回復原狀」，而補償法則應用於救濟
方式意味著「損害賠償」。王文宇，同註 286，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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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為繼續使用後商標所需付出之交易成本。然而，為避免後使用者因認為

終將取得授權關係而恣意不盡其注意義務防止反向混淆發生，或消極不嘗

試與先使用者私下協商交易，適用該衡平方法應設定「主觀上非惡意者」為

適用要件，意即以「當事人之主觀心態」為使用財產法則或補償法則之界線

348。 

該衡平方法透過法院此公正第三人作為爭議調解者，能解決商標先使用

者刻意訂定高價格或拒不授權、交易之箝制問題，且因交易條件係由法院訂

定，法院於酌定授權金做為交易條件時，須客觀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不得有所偏頗獨惠某方利害關係人，如此一來，原先商標先使用人在私下協

商情境下的談判優勢便不復存在，解決了應用財產法則私下協商時遭遇的談

判地位不對等問題349。然雖法院自行於訴訟中為未必有授權意願之當事人決

定未來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授權額度，如此類似強制授權之作法略有侵害商

標權利人之商標自主權完整性，且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協定（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第

21 條350有禁止商標強制授權之規定，惟有學者主張該條禁止商標強制授權

之規定應予廢除，各國商標法幾乎未有此類似規定351，且商標反向混淆應非

屬商標侵權之常態，且該衡平方法之目的係在促使社會資源之有效利用，使

商標先使用者得透過將商標授權予他人而為該商標創造附加價值，亦使商標

後使用者得繼續使用商標維護其產品之商譽，相關消費者對後商標之識別也

                                                        
348 王文宇，同註 286，頁 70-71。 
349 張郁齡，同註 302，頁 115。 
350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21: Members may 
determine conditions on the licensing and assignment of trademarks, it being understood that the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trademarks shall not be permitted and that the owner of a registered trademark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ssign the trademark with or without the transfer of the business to which the 
trademark belongs. 
351 劉孔中，同註 328，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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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得存續，並得繼續享受高品質之商品或服務，各方利害關係人之利益狀

態皆因此衡平方法而有所增進，故應得例外容許此衡平方法存在。且法院作

出為雙方當事人決定一定授權條件之判決，或許能有一定之示範效果，雙方

當事人在法院所擬訂之授權金條件下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一段時間後，有感於

各自利益之增加，便可能更自主協商符合雙方需求之授權或買賣條件，以美

心月餅商標註冊案及智富 SMART商標異議案352為例，此二案件之先後使用

者皆於訴訟程序結束後自主與商標後使用者進行商標交易，表示對商標先、

後使用者而言，即使雙方在訴訟程序中為維護自身權益如何僵持不下，終局

仍發現將商標進行授權或交易是為對雙方 有利之解決方法，故若法院在解

決過去侵權紛爭之同時，於判決中亦為雙方當事人決定一定繼續使用系爭商

標之條件，得使雙方藉此評估此關係之利弊，亦能將此段關係之條件作為比

較基準，有助於雙方思考若後續欲建立授權關係或進行商標交易時該以何種

條件作為談判主張對己方較為有利。 

第五款 由法院判決後使用者給付合理授權金為較適切之利益衡平方法 

綜合比較前述四種使商標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利益衡平方法，「先

後使用者私下協商交易」雖為較理想之衡平方法，因其係使用財產法則解決

權利衝突，由當事人自行談判雙方得接受之交易條件，未有政府之介入，能

使市場運作流暢，又減省訴訟等爭端解決成本，但因存在雙方談判地位不對

等、先使用者可能有拒不授權之箝制情況等市場失靈現象，使得反向混淆似

                                                        
352 根據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行商訴字第 106號判決之內文，據以核駁商標「美心」之商標權
人仍為先使用者吉利高股份有限公司，而本文於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查詢第 000043779號
商標，其商標權人已改為後使用者香港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後檢索日：2018/05/18）；另據
高行政法院第 101年度判字第 1048號判決之內文，據以異議商標「智富網」、「Smart 

Net」、「Smart News」之商標權人仍為先使用者奇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而本源於智慧財產局
商標檢索系統查詢第 01015392、0181814、00177573、00177572號商標，其商標權人已改為後
使用者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後檢索日：201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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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補償法則處理較適當，且即使雙方真的達成權利之交易協商，亦不能忽

視不履約風險之存在， 終仍可能需進入訴訟等政府介入之爭端解決機制，

是故，私下協商交易雖為 理想之方法，但因現實上存在許多直接適用此方

法之困難，實際上不甚可行，故僅能以此為理想目標，並設計間接鼓勵當事

人私下協商之其他利益衡平方法。 

而「將權利給予後商標使用者」之衡平方法違反寇斯定理要求「應將權

利配置予交易成本較低一方」之主張，使發生雙方私下協商交易情形之機率

變得更低，且直接剝奪商標先使用者之權利，將使既有之法律關係淪於不確

定狀態，亦過度變動我國法體系，因此增加之社會成本也頗為可觀；又若「使

先後兩商標並存」之衡平方法，雖未直接剝奪先使用者之商標權利，但因後

使用者亦得取得商標權保護，恐使當事人雙方私下協商交易之誘因消失；綜

合比較下來，「法院判決後使用者給付合理授權金」為較適切之利益衡平方

法，不僅以先使用者為原始權利配置之對象，同時也顧及後使用者與相關消

費者之利益，以合理授權金作為認定損害賠償額度之方式更能避免因反向混

淆特質所導致所受損害、所失利益難證明之困境，訴訟當事人之舉證成本便

順而減輕，且該方法除了確定侵權與否及判斷損害賠償額度，更於訴訟中同

時決定雙方未來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對價條件，使相關紛爭一次解決，又具

備示範效果，有助於雙方當事人後續進入自行私下協商交易之關係。 

現行法規範下，商標反向混淆侵權訴訟之結果，無法產生同時有利於先、

後使用者之雙贏局面，當判決結果為商標後使用者侵權時，商標先使用者將

獲得損害賠償，而商標後使用者卻因禁制令而不得再繼續使用後商標，對當

事人利益之影響為一正一負。然若在後使用者主觀上非出自惡意時，將前述

分析所得較適切之衡平方法－「法院判決後使用者給付合理授權金」應用於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1 

現行法制度下之侵權訴訟，因商標先使用者能獲得損害補償，而商標後使用

者又可以繼續使用商標，維護其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及商譽，該利益衡平方法

對當事人利益之影響為二正零負之雙贏局面，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實質上

亦有助於社會整體財富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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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賽局理論探究維持 佳利益衡平方法之方

式 

由本文前章理解現行反向混淆制度偏重保護先使用者的正當性有值得挑戰之

處，同時前章亦以法律經濟分析與經濟分析以外之角度雙管齊下，得出若一味僅

保護商標先使用者之商標權利，忽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將使其與商標後使

用者及相關消費者三者間利益關係失衡之結論，整體而言，此不效率之資源配置

將無法實踐社會財富 大化之理想目標，故應使商標先使用者適度容忍商標後使

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且以由法院核定合理授權金做為過去損害之賠償與未來繼

續使用之授權代價之方法 為適切。因於商標反向混淆之情形下，自商標之選擇、

使用、價值發展，至侵權之救濟行為，當事人雙方之行為皆會相互影響與制衡，

與賽局之概念類似，故本文擬於本章以合作與非合作賽局理論，探究應以何種方

式維持前章所述較適切之利益衡平方法，使社會整體利益 大化之狀態能長久維

持，而其探討方向有二，其一為提升商標先使用者同意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

意願，其二為在進入商標先使用者同意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關係後，應如

何維持雙方繼續此關係之意願，以使反向混淆之利害關係人整體利益在 大狀態，

而此二方案之探討皆以「由法院核定合理授權金做為過去損害之賠償與未來繼續

使用之授權代價之方法」為討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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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賽局理論與反向混淆 

第一項 賽局理論之簡介 

賽局理論（game theory）係在研究決策主體間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影響時各

該決策主體所為之決策及此種決策的均衡問題353，新古典經濟學植基於「人們做

經濟決策時是絕對理性」的假設研究經濟問題，亦即每個人會就其所面對的環境，

嘗試極大化個人之報酬，賽局理論有著與新古典經濟學相同之假設，研究策略的

理性選擇，探求在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下，何種策略行為才是參賽

者（player）在他人已選策略下的 適反應，使其報酬極大化354。 

因賽局發生之情境種類多樣，故可將各情境之特點歸納為數種分類，本文以

下簡單列舉355：以賽局中各行動是否有先後順序區分為動態賽局（dynamic game）

及靜態賽局（static game）；以參賽者之利益是否衝突不能共容區分為零和賽局

（zero-sum game）及常和賽局（constant-sum game）；以賽局重複次數區分為單

回合賽局（one-shot game）及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以參賽者對其他參賽者

訊息的掌握程度區分為完全訊息賽局（perfect information game）及不完全訊息賽

局（imperfect information game）；以參賽者間是否有具拘束力的合作協議區分為

合作賽局（cooperative game）及非合作賽局（noncooperative game）。 

在非合作賽局中參賽者彼此間的目標是競爭且衝突的，而合作賽局中參賽者

之互動關係並無此種情況，彼此透過有約束力的協議（binding agreement）合作

                                                        
353 張維迎，賽局理論與信息經濟學，頁 2，茂昌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354 ROGER A MCCAIN原著，陳建良翻譯，賽局理論，頁 8，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 
355 AVINASH DXIT, SUSSAN SKEATH合著，藍兆杰、徐偉傑、陳怡君合譯，策略的賽局，頁 18-
24，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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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取利益356，此為合作、非合作賽局兩者在特質上 顯著之差異。在商標反向

混淆情境中，因商標權具備排他性，僅有一方得享有，商標先使用者與後使用者

兩方皆在競逐與前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權利行使範圍，故兩者之競爭目標相同，

其間之利益關係亦有衝突，此實為非合作賽局應用之情境，本文亦以此探究「商

標先使用者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是否為整體效益 大之均衡點，與該

如何增進雙方採取該衡平方案之合作意願；而雙方在願意採納前述之「商標先使

用者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衡平方案後，可得兩者實已進入合作關係，

本文前章357曾論及「由法院為雙方核定未來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合理授權金」是

為眾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方案中較為適切之方法，本文因而欲以合作

賽局探討應如何適當地維持前述「法院為雙方核定未來繼續使用系爭商標合理授

權金關係」之穩定性。是故，雖賽局種類多樣，本節將聚焦於與欲探討主題關連

度較高之合作賽局及非合作賽局。 

第二項 合作與非合作賽局理論 

非合作賽局可再依參與者行動的先後順序及參與者對其他參與者訊息的掌

握程度分類為完全訊息靜態賽局、完全訊息動態賽局、不完全訊息靜態賽局、不

完全訊息動態賽局358。而商標反向混淆屬於完全訊息靜態賽局，因商標先、後使

用者皆分別清楚賽局之其他參與者（players）即為對方，對方可能行動之策略

（strategies）、報酬（payoff）等賽局基本資訊也為商標先、後使用者所了解，且

因前商標較無知名度，商標後使用者往往不知前商標之存在便使用了與其相同或

近似之後商標，雖兩者之行動有先後順序，看似有動態關係，然而後行動者無法

                                                        
356 THOMAS C. SCHELLING原著，趙華、高銘淞等譯，入世賽局：衝突的策略，頁 103，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357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二項之論述。 
358 張維迎，同註 353，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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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觀察先行動者之具體行動再為因應，形同於同時決策，故商標反向混淆應係

屬完全訊息之靜態非合作賽局。 

非合作賽局中之參賽者面對其他參賽者之策略，均分別有數種策略得以應對，

其中勝過所有其他策略者稱為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其餘為劣勢策略

（dominated strategy）359，而所有參賽者們選擇之策略將構成一個策略組合

（strategy profile），每一個策略組合均為賽局之「解（solution）」，在眾策略組合

中，將有一組策略組合係由所有參賽者的優勢策略組成，其中之優勢策略均互為

適反應（best response），而此策略組合在完全訊息靜態賽局中，便稱為納許均

衡解（Nash Equilibrium, NE）360，納許均衡解是為該種賽局 適之解決方案361，

在納許均衡解下，只要對方不改變策略，其中任何一方參賽者也無法改變其策略

獲得更高的報酬362，其選擇之策略已為報酬 高者，以下表 13之囚徒困境賽局

模型為例，此賽局模型之納許均衡解便為雙方參賽者皆認罪。 

 

表 13 標準之囚徒困境 

（資料來源：策略的賽局，頁 254。） 

 認罪 不認罪 

認罪 10年，10年 1年，25年 

不認罪 25年，1年 3年，3年 

 

非合作賽局之參賽者永遠將個人利益置於群體利益之前考量，在強調個人利

益優先的前提下，參賽者不會被協同策略制約，賽局所生之協議對各參賽者均無

                                                        
359 AVINASH DXIT, SUSSAN SKEATH合著，藍兆杰、徐偉傑、陳怡君合譯，同註 355，頁 83。 
360 張維迎，同註 353，頁 10。 
361 AVINASH DXIT, SUSSAN SKEATH合著，藍兆杰、徐偉傑、陳怡君合譯，同註 355，頁 82。 
362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著，溫麗琪、顧慕堯編譯，同註 29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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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拘束效力363，因此，非合作賽局的參賽者需處理的問題為：「在其他參賽者

將針對我的策略訂出其優勢策略之情形下，如何再理性訂出因應此情形之優勢策

略？」；有別於非合作賽局以個人利益優先之核心概念，合作賽局之參賽者均有

群體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之共識，並以具強制拘束力之合作協定，制約彼此照協

同策略組合行動，而此能制約賽局參賽者彼此的協同策略組合，便為合作賽局之

解，稱為「合作解（cooperative solution）」364，故合作賽局之參賽者在賽局中關

心的問題便是：「如果其他參賽者願意依照協同策略組合擬定策略，該如何理性

訂出對整體 好的策略，以追求整體的 佳利益？」。 

而合作賽局便係賽局參賽者訂出制約彼此的協同策略，並進一步依此協同策

略訂出有利於整體之實際策略內容，為追求合作賽局下之整體 佳利益，除了需

有協同策略之外，補償給付（Side Payment）亦為不可或缺之角色，補償給付之

目的在使合作賽局中之任何一位參賽者均不會因採取協同策略而導致其所獲報

酬變差，因此透過將其中參賽者的部分報酬移轉給另一位參賽者365，調整協同策

略下之利益配置，以防止參賽者為追求更高報酬而有採取其他策略之誘因，如此

才得以追求利益 大化。任何協同策略與補償給付若能在配合後使全體參賽者報

酬總合達到 大；並使每一位參賽者所獲報酬均不比其於非合作賽局（加入合作

協定前）之報酬低，符合此等條件之所有合作解、報酬、補償給付之集合便稱為

該合作賽局的解集（solution set）366。而在解集中，若存在一種合作解與其對應

之報酬配置符合柏拉圖 適，此未被劣勢化的配置與所對應的合作解便為合作賽

局的核（core of a cooperative game）367，換言之，若某一合作解透過補償給付調

                                                        
363 張郁齡，同註 302，頁 94。 
364 ROGER A MCCAIN原著，陳建良翻譯，同註 354，頁 222。 
365 同前註，頁 223。 
366 同前註，頁 224。 
367 同前註，頁 230。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7 

整參賽者報酬之配置，使不存在任何其他讓參賽者得到更優報酬的可能分配方式，

此合作解與其所對應之配置便係合作賽局理論之核，核與解集間為母子集合關係，

核可能等於解集，或被包含於解集，或為不存在於解集中的空集合368。總體而言，

合作賽局之參賽者便係透過探尋解集與解集中之核，追求整體 佳利益。 

現實生活中其實有著多種合作賽局，建商進行土地聯合開發便為一種合作賽

局，假設建商打算針對 A、B、C 三人之土地進行聯合開發，如下表 14 所示，

土地聯合開發有多種方式，在此情形下有五種聯盟結構（coalition structure），各

參賽者於不同聯盟結構中所獲之報酬亦不同，而若要尋求並維持穩定的合作關係，

建商需要選擇對各參賽者而言均報酬 大、無誘因離開原來聯盟之聯盟結構，表 

14中僅有聯盟結構 1、2之報酬為 10，大於其他聯盟結構之報酬總和，但聯盟結

構 1對 A、B、C每人而言均有離開之誘因，因若脫離原本聯盟結構而獨立組成

單一聯盟，如聯盟結構 2、3、4，均能使其獲得較其於聯盟結構 1所得報酬更高

之報酬，因此聯盟結構 1並不穩定，而聯盟結構 2則相較穩定，因由聯盟結構 5

可知，若 A或 B想要脫身獨立開發土地，便各只能得到 3單位的報酬，因此只

要聯盟結構 2的報酬分配為（3，3，4），A與 B便沒有誘因離開，由此可得，聯

盟結構 2便為該合作賽局之核369。 

表 14 土地聯合開發合作賽局之解集與核 

（資料來源：賽局理論，頁 226。） 

 聯盟結構 報酬 

1 （A、B、C） （10） 

2 （A、B）（C） （6）（4） 

3 （A、C）（B） （4）（4） 

4 （B、C）（A） （4）（4） 

5 （A）（B）（C） （3）（3）（3） 

                                                        
368 同前註，頁 228。 
369 ROGER A MCCAIN原著，陳建良翻譯，同註 354，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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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納許均衡解便係非合作賽局參賽者某種程度向群體利益妥協之選

擇，因納許均衡解雖係使整體利益 大化之 適反應，但其二者於納許均衡解中

各自所獲報酬與其他策略組合相較，並非 大。而合作協定係合作賽局存在之關

鍵，據學者 Roger A McCain於賽局理論一書所述，合作協定的實現係為非合作

賽局之結果，然若參賽者間欠缺可信之承諾，賽局便無法出現合作解，並因而退

回非合作賽局370，是故，若非合作賽局之納許均衡解有承諾機制輔佐，便能使參

賽者進入合作賽局中。 

第二節 非合作賽局：提升先使用者同意後使用者繼續使

用後商標之意願 

第一項 強化賽局參與者採取納許均衡解之動機 

納許均衡解雖為非合作賽局中同時對參賽者均有利、使社會整體利益 大化

之 適解決方案，但於某些非合作賽局中，納許均衡解卻有可能其實非整體利益

大之策略組合，因參賽者照其優勢策略選擇而得出之納許均衡解報酬可能反而

比劣勢策略所得之報酬低，此係為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s）371，以表 13之

經典之囚徒困境為例，囚徒困境下之納許均衡解應為囚徒兩人皆認罪，若兩人皆

認罪，其所受之徒刑各為兩年，但對兩人來說能有可能獲得更高的報酬，若兩人

皆不認罪，兩人皆僅需受六個月之徒刑，由此可見此賽局之納許均衡解未達柏拉

圖 適372，非整體利益 大之策略組合，參賽者應能選擇其他更有利於己之策略，

                                                        
370 ROGER A MCCAIN原著，陳建良翻譯，同註 354，頁 48。 
371 同前註，頁 45。 
372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著，溫麗琪、顧慕堯編譯，同註 29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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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反映了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矛盾373，由此可見，賽局設計者須建構符合經濟

效率的制度以改變賽局條件，將納許均衡解調整至整體利益 大之策略組合，強

化參賽者採取整體利益 大策略組合之動機，使整體結果更理想；又即使非合作

賽局中之納許均衡解已為報酬 優之策略組合，應仍可透過賽局條件之調整，將

其與其他策略組合之報酬差距拉大，使納許均衡解之地位在理性的參賽者眼裡更

加屹立不搖，確保個人理性導致群體之理性374，減少參賽者選取納許均衡解以外

策略之可能性，確保社會整體利益 大化。 

為了促使參賽者採取利益 大之策略組合，得調整賽局條件，使參賽者重新

省視各策略組合之代價與報酬，綜合衡量後再選擇使整體利益 大化之納許均衡

解。在非合作賽局中，得以透過「懲罰」與「獎勵」，增加參賽者採取 有利整

體之解之動機，在不鼓勵參賽者選擇之劣勢策略上施加懲罰，使參賽者在為劣勢

策略前重新將此懲罰的代價納入報酬中一併衡量，或藉由獎勵使參賽者選擇有利

社會整體之策略，如此便能消除參賽者未採取利益 大策略組合之風險375，以囚

徒困境為例，在此賽局中，囚徒雙方一致不認罪才係報酬 大之策略組合，故應

懲罰不合作者、獎勵合作者，因此，若在一方認罪另一方不認罪之策略組合中，

將認罪一方之刑罰增加二十年徒刑；將一同認罪或不認罪策略組合中之刑罰減輕

兩年，參賽者對納許均衡解的認定便會改觀， 終使屬於合作關係之「兩者皆認

罪」、「兩者皆不認罪」策略組合為新的納許均衡解，如下表 15所示。 

 

表 15 對不合作者懲罰、對合作者獎勵之囚徒困境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373 張維迎，同註 353，頁 11。 
374 DAVID D. FRIEDMAN著，徐源豐譯，同註 326，頁 140。 
375 AVINASH DXIT, SUSSAN SKEATH合著，藍兆杰、徐偉傑、陳怡君合譯，同註 355，頁 26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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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罪 不認罪 

認罪 8年，8年 21年，25年 

不認罪 25年，21年 1年，1年 

 

參賽者亦能在賽局中採取策略行動（strategic moves）改變原先賽局規則，製

造一個兩階段賽局，第二階段為原來的賽局，只是行動次序或報酬有所改變，而

第一階段便為策略行動，分別為「承諾」、「威脅」、「保證」行為，該些策略行動

之目的便在使其他參賽者為了因應策略行動而調整策略，將第二階段賽局扭轉為

對自己有利之結果376。策略行動須具備可察覺性（observable）與不可逆轉性

（irreversible）377，使對手參賽者得確實因應策略行動，使賽局結果有利於做出

策略行動之參賽者，且策略行動貴在先發制人，先行動者才得以取得先行者優勢

（first-mover advantage），逼迫對手改變原擬策略378。除此之外，更要建立該策略

行動之可信度（credibility），如此一來策略行動方能奏效，而建立可信度可透過

「減少行動自由」與「改變報酬」輔助379，減少策略行動者之行動自由，將使其

別無選擇，只能執行策略行動，例如將第二階段賽局之選擇交由第三方執行，使

策略行動者無改變策略之空間，或如成語「破釜沈舟」隱含之自斷後路寓意，使

對手看見行動者已無選擇其他策略之餘地380；改變報酬，可以使策略行動變為

佳行動，例如參賽者間約定契約，則若做出威脅或保證行為之策略行動者違約，

便需要負違約責任，契約將成為參賽者間某種程度上的互信機制，違約責任將使

報酬改變，讓策略行動變成 佳行動，使該策略行動變得可信381。 

                                                        
376 同前註，頁 285。 
377 同前註，頁 286。 
378 張郁齡，同註 302，頁 104。 
379 同前註，頁 303。 
380 同前註，頁 303-304。 
381 同前註，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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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提升先使用者同意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意願之方法 

第一款 從智豬賽局看先使用者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衡平方法 

本文第四章曾自法律經濟分析角度，以財產法則、補償法則分析商標反向

混淆利益衝突之解決方法，得出「商標先使用者應適度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

後商標」才係使社會總體利益 大化之方法，亦有學者曾以智豬賽局（boxed 

pigs）之非合作賽局模型分析得出相同結論382，再次確保前述利益衡平方法之

可信度。智豬賽局模型假設豬圈中各有一頭大豬及小豬，豬圈的一頭有豬食槽，

另一頭有按鈕控制豬食供應，按一下按鈕便有 10單位的豬食進槽，但按按鈕

需耗費 2單位之成本，且按按鈕之一方會較晚抵達豬食槽，若大豬先到，大豬

可吃到 9單位的豬食，小豬可吃到 1單位的豬食；若同時抵達，大豬吃到 7單

位豬食，小豬吃到 3單位豬食；若小豬先到，大、小豬可分別吃到 6單位與 4

單位之豬食，兩者所獲報酬將依其決策內容有所不同，如下表 16所示，觀察

表中之策略組合可得「大豬按鈕，小豬等待」係為本模型之納許均衡解383，而

反向混淆之情形與智豬博弈之賽局模型類似，商標先、後使用者之商標知名度、

行銷實力、企業規模均相差懸殊，有如大豬、小豬之食量差距，較弱勢之商標

先使用者為小豬，較強勢之商標後使用者為大豬；而按鈕、等待之行為即分別

代表積極使用商標以擴展其價值或消極使用商標、被動等待獲利之策略；又大、

小豬 終進食量便為商標先、後使用者在反向混淆情況下所獲利益，故若以智

豬賽局模型分析商標反向混淆，可得於商標反向混淆之情形下，「商標先使用

者消極使用，商標後使用者積極使用」為納許均衡解，如下表 17所示，故商

                                                        
382 詳細分析內容請參見張郁齡，同註 302。 
383 張維迎，同註 353，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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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先使用者應適度容忍商標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此係為使財富 大化之

適策略384。雖自經濟分析與非合作賽局之角度探究商標反向混淆，均得出應

予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方屬 適解，尤以法院核定後使用者支付合理授權

金為較理想方法之結論，但畢竟商標權為商標先使用者所有，其仍得向商標後

使用者行使其商標排他權，禁止其繼續使用後商標，故本文擬以前項探討之強

化賽局參與者採取利益 大之策略組合之方法，來分析法律制度該如何設計方

能提升先使用者同意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意願。 

 

表 16 智豬賽局 

（資料來源：賽局理論與信息經濟學，頁 12。） 

 小豬 

按鈕 等待 

大豬 按鈕 5，1 4，4 

等待 9，-1 0，0 

 

表 17 反向混淆博弈模型 

（資料來源：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論商標侵權反向混淆之正當性爭議：以博

奕理論為中心，頁 98。） 

 商標先使用者 

積極使用商標 消極使用商標 

商標後使用者 積極使用商標 3，1 5，2 

消極使用商標 4，-1 2，0 

 

第二款 應用賽局之獎懲、策略行動提升先使用者之意願 

 在商標反向混淆情形下，雖其所屬之非合作賽局模型未有納許均衡解報酬反

                                                        
384 張郁齡，同註 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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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劣勢策略所得報酬低之社會困境，但應仍得參考解決社會困境之方法，藉

此使納許均衡解為報酬 優者之地位更加屹立不搖，鞏固反向混淆所屬賽局之

參賽者採取納許均衡解之意願，故若欲促使雙方採取「商標先使用者有條件容

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納許均衡解，便應針對商標先使用者拒絕後使

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行為，及商標後使用者違法侵害先使用者商標權之行為

施加懲罰；對商標先使用者接受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行為，及商標後使

用者願在不侵害先商標之前提下使用後商標之行為加以鼓勵。 

而現今針對商標反向混淆爭議所為之法院判決，不論係出自我國或美國法

院，其判決結果或決定補償損害之方式對商標先使用者而言皆可謂為一種未採

取納許均衡解之懲罰，由美國判決觀之，原本反向混淆之損害賠償難以依「先

使用者所受之損害」或「後使用者所獲利益」準確計算，因此衍生出以矯正性

廣告費用作為損害賠償計算之方式，然以本文先前述及之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 v. Arbel Corp.案、Zazu Designs v. L'Oreal, S.A.案、A & H 

Sportswear Co.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及 Juicy Couture, Inc. v. L'Oreal 

USA, Inc.案為例，美國法院均以嚴格之判定標準認定，故大多反向混淆案件之

原告無法獲得矯正性廣告費用之損害賠償；且美國法院在認定是否應予反向混

淆案件禁制令及其禁制令範圍方面亦較謹慎嚴格，如 H. Lubovsky, Inc. v. Esprit 

De Corp.案及 Elizabeth Taylor Cosmetics Co. v. Annick Goutal S.a.r.l.案，法院均

限縮禁止後使用者使用後商標之禁制令範圍，且未要求其應給付先使用者損害

賠償，如此一來對商標權受侵害之先使用者而言十分不利，不但無法獲得金錢

損害賠償，亦無法完全遏止後使用者使用後商標。再由我國判決觀之，晚近我

國法院對反向混淆應用於侵權訴訟之立場似愈趨保守，以寶島鐘錶 PORTER

商標侵權案及 Tutor ABC商標侵權案為例，法院雖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但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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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混淆誤認之虞參酌因素判斷，未如美國法院針對反向混淆之特質而有所調

整，使先使用者難於我國取得侵權訴訟勝訴判決。整體而言，我國與美國法院

針對反向混淆所作判決，未能適當補償先使用者所受損害，故存在商標先使用

者採取納許均衡解之誘因。 

另若調整商標法制度，或許亦能增加商標先使用者同意後使用者繼續使用

後商標之意願。我國與美國商標法對於「商標使用」之要件門檻頗低，我國有

關商標使用行為之規定訂於商標法第 5條，商標權人僅須基於行銷之目的而為

該條第 1項各款之行為，並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便該當商標使用行

為，其中較抽象之行銷之目的要件在實務上係指市場銷售、交易之行為385，而

有學者採更廣義解釋，認為為了促成銷售所為之準備行為及促銷行為亦包含在

內386，不論係採何見解，均能見我國有關商標使用之門檻頗易跨越，只要有銷

售或基於銷售目的所為之行為便足以該當；而在美國，若欲取得美國商標專利

局之商標註冊，使商標權範圍擴至全國，並有公告與表面證據等效果，商標權

人須符合蘭哈姆法第 1條（a）項（1）款387有關商業使用（use in commerce）

之要件，而美國法院實務認為符合實質效應理論（substantial effect doctrine）

已足，只要商業活動發揮實質經濟效應，不論銷售量與額度是否微弱，亦不論

是否為跨州銷售，皆符合商業使用之要件388，可見美國針對關商標使用設定之

門檻亦頗低。由此可見，商標先使用者雖為弱勢商標權人，但其行為已足該當

商標法規範之商標使用行為，故若將我國與美國有關商標使用之門檻提高，使

                                                        
385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商訴字第 27號民事判決。 
386 陳昭華，商標使用規定之探討 行政法院七十四年判字第一一七四號判決評釋，輔仁法學，
第 21期，頁 15-23，2001年 6月。 
387 15 U.S.C. §1051 (a) (1)” The owner of a trademark used in commerce may request registration of 
its trademark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hereby established by paying the prescribed fee and filing i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n application and a verified statement, ……”. 
388 Christian Faith Fellowship Church v. adidas AG, 841 F.3d 986, 993-995 (Fed. Ci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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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先使用者消極使用商標之程度將不足以跨越該門檻，前商標便將淪於遭我

國智慧財產局廢止389或無法聯邦註冊取得以全國為權利範圍之商標權保護的

危機中，藉此能提升商標先使用者將其商標授權予後使用者之意願，達成使先

使用者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納許均衡解。我國與美國之商標法亦未

有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若能參考我國專利法第 97條第 2項及美國專利法

第 284條390有關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將其導入商標法制，此將成為商標後

使用者未採取納許均衡解之懲罰，因商標後使用者成功之行銷已為其商標建立

可觀之知名度，故後使用者停止使用該商標之機率極低，因一旦停用該商標，

其所獲營收可能大幅下滑，對商標後使用者而言是為一大重傷，但若後使用者

於先使用者向其主張權利後仍繼續使用後商標，主觀上勢必該當故意，故符合

懲罰性損害賠償之發動要件，如此一來，後使用者之商標侵權行為便可能遭判

可觀之懲罰性損害賠償，這般懲罰將使後使用者更有意願在合法不侵害先使用

者商標權之前提下使用後商標。總地來說，提升該當商標使用之要件門檻與引

入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各別增加了商標先、後使用者選擇納許均衡解以外策

略組合所應負擔之成本，因此改變了其他賽局策略組合之報酬，商標先、後使

用者若欲選擇其他納許均衡解以外的策略組合，便要額外將商標權恐遭廢止、

無法取得以全國為範圍之商標權保護、鉅額之損害賠償納入考量，如此一來便

加劇納許均衡解及其他策略組合之報酬落差，凸顯「商標先使用者有條件容忍

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納許均衡解之理想性。 

在設計懲罰之外，另外也應針對商標先使用者願意使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

商標之行為，及商標後使用者願意停止以違法侵權方式使用後商標之行為給予

                                                        
389 我國智慧財產局於該情境廢止前商標之依據請參見我國商標法第 63條第 1號第 2款。 
390 35 U.S.C. §284:”…… In either event the court may increase the damages up to three times the 
amount found or ass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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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之地方法院判決中

曾有以合理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礎，並同時核定後使用者繼續使用系爭

商標之授權金額度391，意即法院判決不僅解決雙方過去權利侵害之紛爭，更透

過使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商標之方式企圖解決未來可能再發生之權利紛爭，此方

法雖然不為同案之上訴法院392及後續之 Konink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Hunt Control Systems, Inc.案393法院判決所接受，因商標法制並無以授權金做為

損害賠償計算基礎之規定，或其他以此方法為損害賠償判決之商標侵權案件皆

係因兩造曾有商標授權關係或至少曾嘗試談判授權，而 A & H Sportswear,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一案非屬此情形。然而此方法確實能強化商標先、

後使用者選擇納許均衡解之意願，因反向混淆案件認定損害賠償額實為一大難

事，以被告所獲利益或原告所受損失作為核定方式都未能客觀衡量商標先使用

者所受之損害，若能以高於一般合理授權金之額度使兩者間存續一定期間之授

權關係，作為判定較接近理想客觀損害賠償額度之交換，不僅能免去前述舉證

之困難，且先使用者更能因日後的授權關係獲取高於一般市場合理授權金額之

收入，後使用者也能因此免去原先因箝制問題所需花費的大量談判成本及協商

失敗之風險，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繼續使用後商標。而此法院核定合理授權金計

算損害賠償並核定後使用者未來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代價之方式，便屬商標先使

用者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方法之一，亦為反向混淆賽局中之納許均衡

解，且較客觀正確的損害賠償額、較一般市場行情高的授權金及免去大量談判

成本與協商失敗之風險，此三者為商標先、後使用者因選擇納許均衡解而獲得

之獎勵，納許均衡解亦因該等獎勵而更顯優勢，故對雙方參賽者而言均存在選

                                                        
391 A & H Sportswear Co., 967 F. Supp. at 1482-1483. 
392 A & H Sportswear, Inc., 166 F.3d at 208-209. 
393 Konink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2016 WL 3545529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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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此方法解決權利衝突之誘因，以此利益衡平方法實現納許均衡解是為頗適切

之選擇。 

又若在「法院核定合理授權金計算損害賠償並核定繼續使用系爭商標授權

金」之納許均衡解上搭配策略行動，更有可能將反向混淆賽局參與者選擇之策

略制約至納許均衡解。商標後使用者保證絕對支付優於一般市場合理授權金數

額作為繼續使用之對價，而商標先使用者以懲罰性損害賠償及有與禁制令類似

效果之商標權侵害除去請求權作為威脅，使商標後使用者若再以違法侵權方式

使用與前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後商標，便需承受該等不利益，此等保證與威脅增

加策略行動知可信度，將使商標先、後使用者更有意願將納許均衡解作為 終

決策之選擇，且法院判決之授權關係形同先、後使用者雙方已締定授權契約，

並具如同書面契約一般之舉證效力，不論何方違反授權之約定，都將負起違約

責任，契約成為先、後使用者間某程度上的互信機制，故策略組合之報酬狀態

因而改變，使選擇屬於納許均衡解之策略組合成為雙方之 佳行動。 

總地來說，透過前述之懲罰、獎勵機制，及具備可信度之策略行動，將更

鞏固商標先、後使用者採取納許均衡解之意願，尤其使身為商標權人並因此處

優勢地位之商標先使用者，更有意願同意後使用者使用後商標，且綜合觀察，

此「商標先使用者有條件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方法混合懲罰、獎

勵、策略行動等機制後，得以適切又有效地鞏固納許均衡解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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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合作賽局：維持先使用者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

商標之意願 

合作協定係為合作賽局存在之關鍵，而不論非合作賽局中之參賽者是否決定

要加入合作協定，合作協定的實現係為非合作賽局之結果394，然若參賽者間欠缺

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賽局便無得以出現合作解，並會因欠缺可確

保執行的機制而退回非合作賽局395，參賽者雙方改為做出只考慮極大化自身報酬、

不考慮其他參賽者之非合作解396，是故，合作協定便係制約參賽者間行動與訂定

協同策略之核心基礎。 

由本文先前論述，可得在衡平反向混淆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方面，「由法院核

定合理授權金以認定損害賠償額度及未來繼續使用代價之條件」係十分適切之方

法，其以合理授權金認定先、後使用者過去商標侵權之損害賠償，並同時以此作

為未來後使用者繼續使用之授權金計算基礎，此方法對反向混淆賽局之參賽者，

亦即先、後使用者而言，是為誘因較大之納許均衡解，其內涵之條件使參賽者較

有意願進入先使用者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後商標之關係。而先、後使用者係透

過法院核定授權金以為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方式實現納許均衡解，法院判決之授

權金額度應形同先、後使用者雙方已締定授權契約，具備如同契約一般之拘束效

力，違反之一方須負起違約責任，故雙方間已具備可信之合作協定，事實上已進

入合作賽局，故本文欲以合作賽局理論作為探討之切入點，以「法院透過核定合

理授權金認定損害賠償並決定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代價」之衡平方法為探討對象，

                                                        
394 ROGER A MCCAIN原著，陳建良翻譯，同註 354，頁 48。 
395 同前註，頁 223、225。 
396 同前註，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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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分析應如何維持前述「法院透過核定合理授權金使雙方能繼續使用系爭商標」

方法之穩定性，使該納許均衡解得一直被賽局參賽者採用。 

合作賽局欲探討者為如何在協同策略組合中訂定 佳策略，以追求參賽者整

體的 佳利益。在雙方已決定採取納許均衡解之反向混淆情形下，理想協同策略

便為「法院透過核定合理授權金使雙方能繼續使用系爭商標」，本文所欲探討者

便為該如何在此協同策略中擬定出使整體利益 大化之 佳策略，也就是補償給

付該如何設計才得以長期維繫前述非合作賽局之納許均衡解，使雙方無採取其他

策略之誘因，讓此段關係得長期穩定存續。然一般典型合作賽局解集內含合作解

的數量是有限的，因多人合作賽局之聯盟組合亦僅限於數量有限之賽局參與者所

排列組合出的結盟方式（如表 14所示），但在反向混淆賽局中，得透過調整、設

計新的法律制度，或基於契約自由約定各種條款來實現補償給付，調整報酬配置，

使賽局參與者間關係更穩定，所以在反向混淆合作賽局之解集中，此等有助於維

持賽局參與者間關係穩定的合作解似乎難以窮盡，也基於此等限制，無法窮盡的

合作解使得反向混淆合作賽局難以客觀而全面的比較出解集中何者為 優之合

作解，又何況未必各個合作賽局之解集中都存在報酬配置達柏拉圖 適狀態之

「核」，故本文於本節僅應用合作賽局理論設計補償給付之核心概念，嘗試自現

況下之法律制度及商標先、後使用者所有之資源為出發點，構思現況下可能使雙

方關係長久維持之較佳合作解，略不探尋此合作賽局之核。 

反向混淆之商標先、後使用者於法院以合理授權金核定之後續繼續使用系爭

商標代價之關係中，兩者各有獲得報酬，先使用者獲得者為額外之授權收入，而

後使用者獲得者為在不侵害先使用者商標權之前提下繼續使用後商標之機會，然

商標先使用者因此所獲得之授權金收入，與後使用者因取得合法繼續使用後商標

機會所創造之利益相較，仍頗為懸殊不平衡，雖商標先使用者獲得之報酬已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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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非合作賽局（加入合作協定前）之報酬397低，此方法理應屬解集中之一個合

作解，然此透過補償給付而為之利益配置，對於承受類似強制授權法律效果之商

標先使用者而言，僅獲得等同一般私下協商授權所得之授權金，似有些過少，故

仍存在追求更高報酬而有採取其他策略之誘因。反觀商標後使用者，因其本即欲

取得不侵害先使用者商標權而繼續使用後商標之機會，故對後使用者而言有極大

誘因持續維持該法院核定的繼續使用商標之對價，其退而採取其他策略之可能性

微乎其微，是故，以補償給付重新配置報酬方法之設計，應以對商標先使用者構

成誘因為重。 

對於本來未有意願將前商標交易或授權予後使用者的先使用者來說，以合理

授權金做為損害賠償之計算基礎，便形同係將後使用者先前之侵權行為視為授權

關係下之合法使用行為，並依此計算使用對價，如此一來，後使用者便更無動力

事先與先使用者協商商標交易、授權事宜，因故意侵權之代價亦僅係一般合理授

權費用而已，且若先後使用者為直接競爭關係，先使用者所收取之商標授權費用

必定會較一般情形之合理授權金高；且後續法院使後使用者支付合理授權金併繼

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核定，亦形同使商標先使用者承受類似強制授權之法律關係398，

僅以一般合理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之認定基礎與未來繼續使用商標之對價，此等

補償給付似乎不足以補償其商標權自主性受剝奪之損害，先使用者亦無足夠之誘

因採取「法院透過核定合理授權金認定損害賠償並使雙方能繼續使用系爭商標」

協同策略。法院於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一案，便認為合理

授權金應僅為核定損害賠償額度之底線399，然 A & H Sportswear Co.,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之地方法院判決卻僅以後使用者淨銷售額（net sales）

                                                        
397 商標先使用者於加入合作協定前，僅有商標權受侵害之事實，而未受有報酬。 
398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55. 
399 Sands, Taylor & Wood Co., 978 F.2d at 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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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認定為合理授權金，並以此計算過去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未來授權費用之

額度400，學者便表示應清楚反映出因侵權行為而生類似強制授權關係之代價，而

此代價應高於一般合理授權金之額度，在補償給付之報酬配置上應該再提高額度

之計算標準401，故若以高於合理授權金之計算基礎核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與未來

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費用，此等補償給付之設計，將使報酬配置對商標先使用者

來說更有吸引力，如此一來，先使用者將更有誘因配合法院使後使用者繼續使用

系爭商標之核定。 

此外，商標後使用者更由此授權關係獲得了「免於遭法院核發禁制令之判決

結果」、「合法使用與前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後商標的權利」之報酬，若因此永久免

除其受法院核發禁制令之可能性，並使其得恣意使用後商標， 終可能導致先使

用者之商標權利有再受侵害之風險，此等風險便可能進而使先使用者不願繼續再

接受法院使後使用者繼續使用商標之決定，故法院核定使後使用者繼續使用系爭

商標之決定，應設計相當之停止條件發生才得成就，以前述之 A & H Sportswear 

Co., Inc.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為例，地方法院於該案便曾要求後使用者

應如期繳納以合理授權金作為計算基礎的損害賠償費用以及未來授權費用，並應

發布免責聲明（disclaimer）特別為表示，釐清反向混淆情況下，各該近似之商標

分別隸屬於何謂使用者之商品或服務，盡其所能避免消費者混淆402，雖該案地方

法院之判決 終不為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所採納，但此停止條件之設計事實上

卻是報酬配置相當成功之補償給付，後使用者亟欲避免遭法院核發禁制令及防止

其後續使用後商標之行為被認定為侵權，因此等風險發生對後使用者而言將承受

極大損失，故原則上後使用者願意因此繼續以合理授權金作為繼續使用系爭商標

                                                        
400 A & H Sportswear Co., Inc., 967 F.Supp. at 1480.. 
401 Leah L. Scholer, supra note 157, at 755. 
402 A & H Sportswear Co., Inc., 967 F.Supp. at 1482-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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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價。 

在停止條件之外，若能為此「法院透過核定合理授權金認定損害賠償並使雙

方能繼續使用系爭商標」協同策略設計適用門檻條件，限縮後使用者享有前述「免

於遭法院核發禁制令之判決結果」、「合法使用與前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後商標的權

利」等報酬之機會，意即將不適合享有此等報酬之後使用者排除，並適度增加先

使用者自由選擇填補損害方法之空間，以此為補償給付，應能增加商標先使用者

長久採取該協同策略之意願。以「後使用者侵權行為之主觀心態」劃分適用該協

同策略之門檻，僅限「非出於故意」為此商標侵權行為之後使用者方能使用此協

同策略作為紛爭解決之手段，因法院除了核定損害賠償額度外更為雙方當事人決

定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授權金額度，為商標後使用者節省不少繼續使用後商標之

交易成本，故商標後使用者可能因法院之核定而消極不嘗試與先使用者私下協商

或故意為侵權行為以獲取未來合法授權關係，故有必要防範此道德風險發生，排

除主觀上惡意之後使用者適用，如此一來，便能透過防止先使用者因該協同策略

導致權利額外受侵害之情形發生，來增進先使用者採取該協同策略之意願，使雙

方能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情境得以持續維持。 

雖於本反向混淆之合作賽局中，因解集內之合作解似難以窮盡，若欲客觀而

全面比較出報酬 優之核，有其困難性，且未必各個合作賽局之解集中都有報酬

配置達柏拉圖 適狀態之核存在，但透過前述補償給付之設計，已將先、後使用

者因採取該協同策略所得之報酬配置得頗為適切，本文設計之補償給付已使先使

用者額外獲得高於一般授權行情之損害賠償及授權金數額，又有條件把持後使用

者繼續使用系爭商標，若後使用者未完成前述之停止條件，便無以繼續合法使用

系爭商標，後使用者將可能遭法院核發禁制令，其後續使用後商標之行為亦屬侵

權，故對商標後使用者而言為極大之損失，其應亟欲繼續維持前述法院所做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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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對後商標使用者而言似乎別無誘因選擇其他策略，加上設定適用門檻排除主

觀上故意之後使用者採取該協同策略，防止後使用者故意侵權或消極不事先尋求

私下協商授權之道德風險發生，也增加商標先使用者採取此協同策略之誘因，綜

前所述，此等補償給付配置之報酬，對後使用者而言有誘因維持法院所做之核定，

且後使用者穩定維持法院核定之行為、高於一般合理授權金之授權費用收入及損

害賠償，與排除後使用者發生道德風險之可能，對先使用者而言，其似亦無誘因

再選擇其他策略，如此一來，法院透過核定合理授權金為雙方決定繼續使用系爭

商標代價之關係似能因而長久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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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反向混淆與正向混淆同屬商標侵權，兩者具備某些相同之特性，然二者終究

為不同種類之商標混淆誤認現象，反向混淆與正向混淆仍有許多本質上的差異，

其二者商標混淆誤認之方向、侵權人之意圖、被侵權人於市場之地位與對商標的

控制力、被侵權人所受之損害均有所不同，因此，一般傳統判斷正向混淆之理論

不能直接一體適用至反向混淆。又不論於採註冊主義或使用主義之國家，反向混

淆似為無可避免會發生之必然，無法透過其他手段或法律政策事先杜絕，故有必

要獨立發展專屬適用於商標反向混淆之理論及侵權構成要件與損害補償方式。從

早提出類似反向混淆概念之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案開

始，已是百年以前，美國判例法對反向混淆之見解由否定漸漸發展為肯定，直至

1977年，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案成為首

宗肯認反向混淆之判決，迄今已經過四十年，相較傳統智慧財產議題，反向混淆

理論仍屬變動中之新興議題，有關其侵權構成要件與損害補償之方式仍在發展中。 

在美國法之發展下，法院在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之共識下各自發展判斷反向混

淆之標準，紛紛對侵權人之意圖、商標識別性、商品或服務之類似性等正向混淆

也適用之要件做出調整，而在損害補償方面，基於反向混淆之特質，法院有趨勢

地限縮禁制令給予之範圍、增設給予矯正性廣告費用的條件，使被侵權人得到此

等救濟的機會變小，地方法院於 A & H Sportswear Co. v. Victoria's Secret Stores, 

Inc.案表示以合理授權金做為過去損害賠償與未來繼續使用代價計算基礎的補償

方式亦遭上訴法院駁回，在現況下，法院對此相較理想之補償方式仍採較保守態

度，故於美國發展之小企業若遭受商標反向混淆之侵害，因美國法院已調整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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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混淆之判斷標準，其需擔心者並非法院不認其為商標侵權，而係無法得到理

想之損害補償，若在小企業提起訴訟前，身為後使用者的大企業有向其協商商標

交易或授權事宜，不應斷然拒絕，不論結果是否交易、授權成功，只要有協商談

判授權或交易對價之經歷，法院便較願意採以合理授權金做為損害賠償與核定未

來繼續使用系爭商標計算基礎的補償方式認定。而我國對於反向混淆之發展亦受

美國影響，然因兩國所採註冊主義與使用主義之差異，我國反向混淆訴訟可分為

侵權訴訟與有效性訴訟，於侵權訴訟方面，我國法院現今對反向混淆理論抱持肯

認態度，但未調整適用於判斷正向混淆之傳統參酌要素，而逕以此判斷反向混淆

侵權之存否；而有效性訴訟方面，我國法院在愛迪達將門商標評定案及智富 Smart

商標異議案後採取相對保守立場，隨從判決文字可解讀出其本質上仍肯認反向混

淆理論之內涵，但皆未正面肯認反向混淆理論，亦未因應反向混淆之特質而微調

參酌因素，且 高法院已於 近之澪/MIO 商標註冊案明確表示我國商標有效性

訴訟不適用反向混淆理論，而應以逕回歸先申請註冊原則解決該爭議。然不論先

申請註冊原則或反向混淆理論均係為保護先使用者，自結論而觀兩者實質上殊途

同歸，總體而言，在我國發展之小企業若遭受商標反向混淆之侵害，我國法院針

對此作出侵權認定之機率應不高，因我國未調整原先適用於傳統正向混淆之參酌

要素，但於有效性訴訟方面，對小企業而言仍為有利，雖我國係回歸先申請註冊

原則判斷有效性，但其本質上仍是保護先使用者，故小企業應把握在有效性訴訟

中取得勝訴的機會。 

雖商標反向混淆有其保護之必然性，但現行僅一面倒保護商標先使用者之制

度亦突顯該制度存在之利益衝突與矛盾，對現行制度正當性之質疑也因應而生，

本文透過經濟分析與非經濟分析之雙面角度分析反向混淆制度，並得出該制度僅

一面保護先使用者之設計對先、後使用者之利益保護而言存在衝突與矛盾，應調



DOI:10.6814/THE.NCCU.TIIPM.007.2019.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6 

整反向混淆制度近乎僅保護商標先使用者權益之規範，應以權利人受相當補償並

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與前商標近似之商標為調整方向，其後再以財產法則、補

償法則試分析出「由法院以合理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與後使用者繼續使用系爭商

標之核定基礎」為實踐前述調整方向較理想之方式，因此方法能解決反向混淆損

害賠償難以客觀準確認定之問題，亦能避免商標先使用者拒不交易授權之箝制問

題，未來後使用者能繼續合法使用系爭商標之決定更能發揮相當示範效果，或許

能導引先、後使用者 終能在更了解狀況的前提下主動協商交易或授權，如此能

更衡平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更接近社會財富極大化。 

此外，本文再以賽局理論套入分析，並用非合作賽局與合作賽局之概念探究

滿足社會整體利益 大化之衡平方法。由將智豬賽局之模型套用至反向混淆現象

分析，可得前述之「權利人受相當補償並容忍後使用者繼續使用與前商標近似之

商標」利益衡平方法確屬反向混淆非合作賽局之納許均衡解，而「由法院以合理

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與後使用者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核定基礎」為使先、後使用

者較有誘因採取納許均衡解之方案，因其配合提高商標使用門檻、懲罰性損害賠

償⋯⋯等懲罰、獎勵與策略行動，能更鞏固該納許均衡解為報酬 優組合之地位。

而採取由法院以合理授權金為雙方決定未來使用系爭商標代價之方法後，雙方已

進入合作賽局，本文透過補償給付配置報酬之核心理念，探究出以高於一般合理

授權金之損害賠償及授權費用，及設定相當停止條件與將故意侵權之後使用者排

除在適用門檻之外，是使法院所為之核定盡可能長久維持之較優合作解。 

綜前所述，本文嘗試以法律經濟分析與賽局理論等分析工具，論證現行商標

反向混淆制度保護方法之正當性未必絕對，並得出「由法院以合理授權金作為損

害賠償與後使用者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核定基礎」是為衡平先、後使用者利益之

適切方法，雖為避免商標後使用者故意為反向混淆侵權行為之道德風險，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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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後使用者主觀上為惡意便不得適用此衡平方法等限制條件，但除去不適用之情

境部分，此方法對利益衡平與反向混淆爭議之解決十分有幫助，我國與美國在反

向混淆制度設計上或許可以此作為參考，使得制度在保護商標先使用者之餘，亦

能兼顧商標後使用者與市場利益之保護，並能以本文論述之提升雙方使用者意願

採取該衡平方法之手段做為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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