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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序良俗條款在智慧財產權領域總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議題，而在商標法領域

也不例外。隨著我國智慧財產局訂定「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

將商標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類型化介紹，無疑地已具體化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此

一消極要件。 

西元 201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Matal v. Tam案認為蘭哈姆法（Lanham 

Act）中的貶抑條款（disparage clause）限制冒犯性商標不予註冊，因為涉及觀點

歧視而違反美國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本文以為商標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

標誌，目的在於避免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與他人所產銷之商品或提供之服務

有所區別。雖然著眼於其保障商業競爭秩序之公益目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吾人可

以藉由設計出具有創意之商標，行銷自身品牌與吸引消費者，對於此部分之創意

巧思應給予最大程度之尊重。 

因此，本文嘗試以此判決為出發點，首先介紹何謂冒犯性商標與相關實務案

例，再來藉由回顧我國關於商業言論之大法官解釋，以及觀察我國現行商標註冊

實務對於冒犯性商標不予註冊之矛盾，進而探討有無放鬆對於冒犯性商標管制的

可能性。 

 

 

關鍵詞：商標註冊、公序良俗條款、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冒

犯性商標、貶抑條款、事前限制、商業言論、觀點歧視 
  



DOI:10.6814/THE.NCCU.TIIPM.031.2018.F08

‧
國

立
政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Abstract 

The public order or morality clause is alway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rademark law is no exception. With the “Examination 
Guidelines on Trademark being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or Accepted Principles of 
Morality” issued by 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it is no doubt that the guideline 
concretize the meaning of the clause in trademark law. 

In 2017,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Matal v. Tam ruled that disparage clause in 15 
U.S.C. §1052(a) violated the Free Speech Claus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because of 
viewpoint discrimination. This thesis claims that trademarks are marks that identify the 
source of goods or services in order to avoid confus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by 
consumers, and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goods or services provided or sold by others. 
Although trademarks focus on public interest to safeguard the order of competition in 
commerce, it is undeniable that we can develop our own brands and attract consumers 
by designing innovative trademarks, and giving the greatest degree of respect.  

Thu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tart from Matal v. Tam, introducing offensive 
trademarks and related cases firstly. Then, by reviewing the interpretations about 
commercial speech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icial Yuan, and observ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fusing registration of offensive trademarks in Taiwan current 
practice, this thesis further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deregulation of offensive 
trademarks. 

 

 

Keywords: Trademark Registration, Public Order or Morality Clause, 
Examination Guidelines on Trademark being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or 
Accepted Principles of Morality, Offensive Trademarks, Disparage Clause, Prior 
Restraint, Commercial Speech, Viewpoint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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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研究動機 

商標，是人類運用智慧所創造用於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誌，藉由其獨特之識

別性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予以區別，達到避免造成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之情事1。

對於消費者而言，當看到商品或服務提供者所設計之商標便會聯想到該商標所指

涉之品牌，進而連結到該品牌所代表之企業形象、商品或服務種類、品質良莠等

印象。相對地對於商品或服務提供者而言，商標是一個與消費者溝通之工具，除

了用做區別與他人商品或服務之標誌外，透過不斷地行銷以及建立良好的商譽，

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得以透過該商標說服消費者，使消費者更能夠清楚並輕易地認

識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在取得商標權的過程，目前多數國家（包含我國）是採行註冊保護制度，亦

即商標申請人須將欲專用之商標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註冊，於獲准註冊後始取得

專屬排他之權利並且受到法律保護。以往各國於商標註冊實務上，當遇到具有歧

視、貶抑、不雅或仇恨等可能破壞倫理道德觀念或者具有冒犯意涵之商標申請時，

各國商標專責機關即依循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予以拒絕其註冊2；我國亦不例外。

推敲其管制之理由，無非是假使准許其註冊，可能導致破壞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但是在西元 2017年 6月 19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Matal v. Tam案3中宣告不予

                                                
1 馮震宇，知識經濟時代商標法：第一講－新興商標類型的規範與發展，月旦法學教室，第 26
期，頁 103-104，2004年 12月。 
2 陳宏杰，商標違反公序良俗之研究－我國相關法令與歐、英、澳、美實務探討，智慧財產權月
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 158期，頁 5-37，2012年 2月；鍾桂華，商標違反公序良俗之研
究－日本實務及案例探討，智慧財產權月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 158期，頁 38-60，2012
年 2月。 
3 Matal v. Tam, 137 S.Ct. 174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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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有貶抑性（disparage）的商標註冊是違反美國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精神後，

此種管制模式所欲管制之內容是否存有檢討空間，本文認為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我國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商標如果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不得註冊。該規定即為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從民國 19年商標法制定至今

即可發現其蹤影。過往對於公序良俗條款之批評，在於過度抽象以及欠缺可具體

操作之審查準則，商標申請人僅能藉由行政機關之相關處分書以及法院判決來歸

納實務上對於商標法領域中「公序良俗」之可能內涵。民國 104年 5月 11日經

濟部訂定發布並自該日生效之「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下稱

「審查基準」），一方面解決了欠缺明確可具體操作之批判外，更形塑出專屬於

商標法領域之公序良俗。 

研究商標法與言論自由之互動時，本文觀察到我國學說較常討論與聚焦於商

標權的合理使用，例如商標之戲謔仿作（parody）4；然而對於商標在註冊階段時

因為公序良俗條款而涉及言論自由之相關爭議，雖有文章初步探討可能與憲法保

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相衝突5，或者質疑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本身於實務上具

體落實之矛盾6，但目前未有文章進一步針對審查基準「事前限制」所例示之商

標類型做合憲性與合理性探討。 

                                                
4 陳昭華，著名商標之戲謔仿作，月旦法學教室，第 167期，頁 30-32，2016年 9月；陳匡正，
商標戲謔仿作之合理使用判斷－評智慧財產法院一○○年度行商訴字第一○四號行政判決及智慧
財產法院一○三年度刑智上易字第六三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243期，頁 212-242，2015
年 8月；許曉芬，從法國法觀點看商標的戲謔仿作，全國律師，19卷 7期，頁 29-38，2015年 7
月；陳匡正，商標戲謔仿作之混淆誤認與合理使用－評智慧財產法院 100年度行商訴字第 104號
行政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裁字第 391 號裁定，科技法學論叢，第 10期，頁 145-180，
2014年 11月；王偉霖，商標使用與言論自由保障，載：「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頁 343-
372，2015年 4月。 
5 許炳華，智慧財產權法下「公序良俗」條款之研究－兼論其與憲法基本權利之關係，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王服清、許炳華，從憲法基本權利保障之觀點
評析商標法的「公序良俗」條款之規定，律師雜誌，第343期，頁49-62，2008年4月。 
6 許曉芬，從比較法觀點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商標－評智慧財產權法院九十七年度行商
訴字第八十五號判決，高大法學論叢，第 7 卷第 7 期，頁 123-156，2011 年 9 月；梅安華，由
「賽德克‧巴萊」註冊案探討商標法上公序良俗條款，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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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審查基準將商標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予以類型化，以及民國 106年 1月

6日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做出釋字第 744號解釋，該解釋認為行政機關針對化粧品

廣告事前審查是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再加上我國智慧財產法院近

期亦已有第一件涉及與Matal v. Tam案相類似情況之商標註冊爭議之判決（本文

稱「『撿肥皂設計字』商標註冊案」）7；雖然該判決所涉及之案件背景行政機關

尚未訂定審查基準，但本文認為審查基準訂定至今已約 3年，有必要重新檢討行

政機關以審查基準限制冒犯性商標不予註冊，是否有過度侵害憲法保障人民之言

論自由，以及探討是否有逸脫商標法所欲規制之目的。 

第二項、研究目的 

目前審查基準將商標具有妨害公序良俗的情形歸納為十種類型：1、有散布

犯罪、暴力、恐怖主義、叛亂或擾亂社會秩序之虞；2、冒犯國家民族尊嚴；2.1、

對本國國家民族具有貶抑或負面聯想；2.2、對國內各民族有貶抑或負面聯想；

2.3、對外國民族有貶抑或負面聯想；3、冒犯宗教尊嚴；4、冒犯特定社會族群或

團體尊嚴；5、冒犯特定人尊嚴；6、使人心生恐怖或提倡迷信，影響身心健康；

7、敗壞風化、淫穢、粗鄙不雅之語言或圖形；8、著名歷史人物或近代已故著名

人物之肖像或名稱；9、著名歷史小說虛構人物名稱；10、其他違反社會公共利

益或破壞倫理道德觀念8。 

不難發現隨著我國商標註冊實務發展，似乎承認「具有冒犯意涵」之商標類

型（本文稱「冒犯性商標」）存在。這種「具有冒犯意涵」之商標內容不是以非

法交易為目的、所欲表彰之商品或服務內容真實且並不會致使消費者發生任何混

淆誤認之虞，唯一的特色就是商標內容「具有冒犯意涵」。行政機關限制此種類

型商標不予註冊無非是著眼於商標之「文化功能」，假使允許此類商標註冊不啻

                                                
7 該判決字號為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行政判決，詳細內容可參見後文第三章
第三節第二項之分析。 
8 經濟部，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頁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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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與製造社會對立，藉由拒絕「具有冒犯意涵」之商標類型註冊達到保護消費

者之利益9。換言之，行政機關認為商標內容應該具有「尊重」、「禮貌」、「不

歧視」等正向意義，或者不帶有任何意義之中性內涵，否則商標申請人無法取得

註冊，進而享受商標法所賦予之法定權利10。 

 但本文仔細觀察我國商標法之立法目的，其明白揭示商標法是為了保障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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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這些宣示實為著重在商標所具有之「經濟功能」，無

意涉及行政機關所欲管制「與商標經濟功能無關」之「文化功能」。僅是藉由商

標註冊制度與經過行政機關事前實體審查確保商標具備識別性，得藉以發揮避免

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之經濟功能，商標是否「具有冒犯意涵」似乎並非商標法有

意管制之領域。此外，學說上皆承認商標基本上具有區別不同事業來源之商品或

服務、表彰營業信譽、追蹤商品或服務來源、品質保證與廣告之功能，但本文同

時發現皆並無討論到商標必須具有「不得冒犯消費者」之特性12。故本文認為行

政機關目前以「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事前限制冒犯性商標不

予註冊，有過度擴張解釋商標法立法目的所指稱「保護消費者利益」之可能，並

且有違反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疑慮。 

此外，雖然我國智慧財產法院近期已經有出現第一件涉及冒犯性商標註冊之

                                                
9 同前註，頁 3。 
10 在我國，與「已註冊」商標相比，「未註冊」商標之持有人除了無法享受商標法所賦予之特別
權利救濟（例如刑事救濟、邊境管制措施等），於民事救濟上僅得依照公平交易法與民法侵權行

為相關規定取得保護。若再仔細觀察公平交易法與民法侵權行為相關規定，其要件之嚴苛（例如

公平交易法第 22條之適用須限於「著名」之表徵；而由於「未註冊」商標之持有人並無擁有商
標權，主張民法侵權行為時在侵害其「利益」的判斷上須自負證明侵權人有「故意」意圖之舉證

責任）將使「未註冊」商標之持有人落於幾近完全不受法律保障之地位。 
11 商標法第 1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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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李茂堂，商標新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9-17，2006年 9月（修訂四版）；陳文吟，商標
法論，三民書局，頁 33-40，2012年 9月（修訂四版）；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頁 23-25，2016年 3月（六版）；劉孔中，比較商標法，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3-
14，2014年 9月；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著，商標法原理，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9-20，
2007年 4月 1日（修訂三版）；陳昭華，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2-8，2017
年 6月（修訂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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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13，但該判決並未進一步探究「商標審查」與「事前限制」商標申請人言論

自由之相關議題。因此，本文希望分別從法律面與實務面，參酌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Matal v. Tam案較新見解以及近期我國與商業言論相關之大法官解釋，嘗試進

一步接續探討我國行政機關限制冒犯性商標不予註冊之合憲性，並同時指出現行

實務上限制冒犯性商標不予註冊之不合理性。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一項、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之研究方法以「案例研析」為主，「文獻分析」為輔，嘗試初

步探討冒犯性商標相關法律議題。 

於案例研析部分，本文主要選擇自我國智慧財產局過去曾經做出之核駁審定

書、異議審定書與評定書，以及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與最高行政

法院所作成的判決書為主要素材，除了嘗試歸納實務對於商標法公序良俗之相關

見解，同時藉由分析Matal v. Tam案後所給予之新觀點，以不同角度檢視以往習

以為常之商標審查管制模式。 

於文獻分析部分，本文主要參考國內外相關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行

政機關審查基準、司法實務判決與我國大法官解釋，嘗試整理出與「冒犯性商標」

及「言論自由事前限制」相關之參考資料，從中找出有別於過往看待審查商標是

否違反公序良俗之管制模式。 

第二項、研究限制 

由於公序良俗是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對於其內涵之充實必須經由各國文化

與相關實務見解之闡釋始可了解其輪廓。同樣地在面對言論自由之相關爭議與價

                                                
13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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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運用美國法與歐陸法之見解會得到截然不同之答案。約略而言，美國法認

為即便是冒犯14、仇恨15之言論都仍屬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16，限制言論是屬於例

外之情況17；而歐陸法則站在任何權利皆不得被濫用之角度，並以公共利益為更

高之價值必須優先捍衛，認為公權力得以限制諸如歧視或仇恨之低價值言論的散

佈18。而本文所欲探討之冒犯性商標，更能凸顯在不同法域體系中對其處理態度。 

我國釋憲實務上關於檢驗言論自由之操作標準，多次地可以明顯看到與美國

法見解趨同之身影19，而Matal v. Tam案特殊之處在於是全世界第一則宣告管制

冒犯性商標是違反言論自由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無疑地是顛覆以往各國對於管

制冒犯性商標之處理模式。目前我國探討商標註冊時關於事前審查商標內容之相

關文獻甚少，並且對於冒犯性商標之類型尚未開始定義與闡述，再加上本文搜尋

我國司法實務關於冒犯性商標之判決僅一則，因此本文僅能初步參考 Matal v. 

Tam案之見解來嘗試介紹與描述什麼是冒犯性商標。礙於時間與心力限制，本文

無法更廣泛地同時討論美國法與歐陸法對於冒犯性商標之相關態度，以及探究在

不同體系違憲審查基準下推論出其他容許或禁止限制之可能性，僅得以我國目前

司法院大法官所做出與商業言論相關之釋字出發加以探討。 

 

                                                
14 Texas v. Johnson, 491 U.S. 397, 414 (1989); Hustler Magazine, Inc. v. Falwell, 485 U.S. 46, 55–56 
(1988); Coates v. Cincinnati, 402 U.S. 611, 615 (1971); Bachellar v. Maryland, 397 U.S. 564, 567 (1970);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 393 U.S. 503, 509–514 (1969); Street v. 
New York, 394 U.S. 576, 592 (1969); Cox v. Louisiana, 379 U.S. 536, 551 (1965); Edwards v. South 
Carolina, 372 U.S. 229, 237–238 (1963); Terminiello v. Chicago, 337 U.S. 1, 4–5 (1949); Cantwell v. 
Connecticut, 310 U.S. 296, 311 (1940); Schneider v. State (Town of Irvington), 308 U.S. 147, 161 (1939); 
De Jonge v. Oregon, 299 U.S. 353, 365 (1937). 
15 Brandenburg v. Ohio, 395 U.S. 444 (1969); R.A.V. v. City of St. Paul, 505 U.S. 377 (1992). 
16 換言之並不當然排除於美國憲法第一增補條文保障之外。 
17 例如猥褻言論（Miller v. California, 413 U.S. 15 (1973)）、挑釁言論（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 
315 U.S. 568 (1942)）、誹謗言論（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S. 323 (1974)）等。 
18 吳庚、陳淳文，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205-207，2017年 9月（增
訂五版）。 
19 例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 號解釋（集會遊行法相關規定）、釋字第 509 號解釋（誹謗言
論）、釋字第 617號解釋（猥褻言論）、釋字第 644號解釋（人民團體法對於主張共產主義、分
裂國土之團體不許可設立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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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架構 

本文總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限

制以及整體架構。第二章為介紹我國商標法下公序良俗條款，從其立法沿革開始

做介紹，接著比較歐盟與美國商標法制對於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之立法設計，並

且整理目前我國行政與司法實務是如何操作與解釋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第三章

為介紹冒犯性商標，主要介紹冒犯性商標之意義與類型，並且分析冒犯性商標於

美國與我國司法實務案例。第四章為冒犯性商標合憲性探討，藉由整理我國至今

司法院大法官做出與商業言論相關之解釋，檢驗是否容許現行實務不予冒犯性商

標註冊。第五章為針對現行管制冒犯性商標檢討，嘗試指出目前管制冒犯性商標

所產生之矛盾，並且探討是否有放鬆對於管制冒犯性商標的可能性。第六章為結

論與建議，將分別從目前行政與司法實務對於冒犯性商標的管制態度，綜合上開

本文所論述的內容，提出可能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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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國商標法下公序良俗條款	

第一節、概述 

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簡稱，是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其

含義具有多種解釋的可能20，必須透過實務之詮釋才能充實其內涵21。而在商標

法領域中實務認為，公共秩序（Public Order）是指國家或社會所制定的行為準則，

為國家及社會共同生活的要求，包括立國精神、基本國策及法律體系之規範原則、

基本價值在內；而善良風俗（Good Morals）是指社會的一般道德觀念，包括文化

傳統、生活方式及民間習俗在內22。 

而所謂公序良俗條款，是指如果有違反公序良俗之情事發生，則會發生法律

上不利益效果，例如所為之法律行為會因此無效23，或者無法取得國家所賦予的

權利24。在我國，可以發現公序良俗條款散落在許多法領域當中，無論是在實體

法25與程序法26；或者是在公法27與私法28；而在智慧財產權領域也可以看到公序

                                                
20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一二四，2016年 9月（增訂十四版）。 
21 許曉芬，從比較法觀點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商標－評智慧財產權法院九十七年度行
商訴字第八十五號判決，高大法學論叢，第 7卷第 7期，頁 131，2011年 9月。 
22 經濟部，同註 8，頁 2。 
23 例如民法第 72條：「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信託法第 5條第 2
款：「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二、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24 例如專利法第 24條第 3款：「下列各款，不予發明專利：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 
25 例如民法第 2條：「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助產人員法
第 17條第 3款：「助產機構不得使用下列名稱：三、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
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 
26 例如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8 條：「依本法適用外國法時，如其適用之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軍事審判法第 37 條第 1項：「軍事法庭訴訟之辯論及裁
判之宣示，應公開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危害證人生命、身體安全之

虞時，得不予公開。」 
27 例如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 5 款：「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五、內容違背
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廣播電視法第 21條第 3款：「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下列情
形之一：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28 例如民法第 930條：「動產之留置，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為之。其與債權人應負
擔之義務或與債權人債務人間之約定相牴觸者，亦同。」祭祀公業條例第 44條：「祭祀公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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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俗條款的身影。 

 智慧財產權的概念定義廣泛，有學者認為是法律對於人類運用精神力之創作

成果與相關勞動成果之保護，以及對於產業正當競爭秩序之保障29。由於智慧財

產權是經由國家法律制度之承認與規範方始產生，故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才

能受到法律保護30。而各種智慧財產權31由於保護目的各不相同，取得法律上保

護之方式也不相同，例如有些智慧財產權只要符合法律上所規定的要件即自動受

到保護，有些則必須先經過政府的審查後才能取得權利而受到保護。在我國，同

樣是屬於人類運用精神力之創作成果，著作權之取得僅需著作人完成創作時即可

受到保護，不需要經過政府事前審查（非採審查主義）32；而專利權之取得則必

須經過政府之審查，通過後始取得專利權（採審查主義）33。與產業正當競爭秩

序相關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的保護並不需要經過政府事前審查，僅需符合法律

上所規定的要件34即自動受到保護（非採審查主義）；而商標權的取得則必須先

經過政府審查，通過後始取得商標權（採審查主義）35。 

 

 
 

 

                                                
人之目的或其行為，有違反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宣告解散。」 
29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5，2016年 3月（六版）。 
30 同前註。  
31 本文僅以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營業秘密為舉例討論。 
32 著作權法第 10條：「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3 專利法第 52條：「申請專利之發明，經核准審定者，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繳
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專利年費後，始予公告；屆期未繳費者，不予公告。申請專利之發明，自公告

之日起給予發明專利權，並發證書。發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二十年屆滿。申請人非因故

意，未於第一項或前條第四項所定期限繳費者，得於繳費期限屆滿後六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二

倍之第一年專利年費後，由專利專責機關公告之。」 
34 營業秘密法第 2條：「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
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左列要件者：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二、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35 商標法第 33條：「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為十年。商標
權期間得申請延展，每次延展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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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以「是否採審查主義」為基礎之分類（本文自行整理） 
 

 我國商標法是採註冊保護主義36，人民需要將欲專用的商標向行政機關申請

註冊，於獲准註冊後即取得專屬排他的權利；換言之，商標註冊之申請必須通過

行政機關的審查後始可行使商標權。然而在商標審查的過程中，由於我國商標法

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如果於審查中發現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的情況應不予註冊37。此時，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該如何解釋與適用，對於商標

申請人與行政機關而言是第一線必須共同面對之議題。 

第二節、我國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之立法 

第一項、保護工業財產權巴黎公約 

保護工業財產權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簡稱「巴黎公約」）是第一個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多邊國際公約，西元

1883年 3月 20日在巴黎簽訂，並於西元 1884年 7月 7日生效。其後，分別於

西元 1990年、1911年、1925年、1934年、1958年及 1967年歷經多次修正，並

                                                
36 商標法第 2條：「欲取得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團體商標權者，應依本法申請註
冊。」 
37 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者。」 

 

 

智慧財產權

採審查主義

專利法

商標法

非採審查主義

著作權法

營業秘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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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西元 1979年增補38。巴黎公約最早僅有 11個簽署國39，截至西元 2018年 1月

15日止，共有 177個締約國40。由於巴黎公約是最早訂定與智慧財產權有關的國

際公約，後續重要的國際公約均以西元 1967年斯德哥爾摩會議版本（Stockholm 

Act）的巴黎公約為基礎，故巴黎公約可說是近代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之開端，

影響深遠。 

巴黎公約形成之目的，主要是希望將締約國組成一個工業財產權保護同盟，

並且透過此一同盟國間互相合作加強工業財產權之保護，包括對專利、實用新型、

新式樣、商標、服務標章、商號名稱、來源之標示或原產地名稱之保護以及不正

競爭之取締41。該公約主要內容有三，第一、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原則，

第二、優先權（right of priority）原則，第三、共通原則42。我國雖非巴黎公約之

締約國，惟於西元 2002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

稱「WTO」）後，依照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第 2條

第 1項規定之要求43，會員國均應遵守巴黎公約（1967）之相關規定，故巴黎公

約對我國也有直接的影響。 

於西元 1883年第一版的巴黎公約中即已有出現關於商標公序良俗條款之規

定44。而在目前版本（1979）的巴黎公約45中，商標註冊時不得違反公序良俗之規

                                                
38 WIPO,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http://www.wipo.int/treaties
/en/text.jsp?file_id=288514,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39 分別為比利時、巴西、法國、瓜地馬拉、義大利、荷蘭、葡萄牙、薩爾瓦多、塞爾維亞、西班
牙及瑞士。 
40 WIPO, WIPO-Administered Treaties,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ShowResults.jsp?lang=en&t
reaty_id=2,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41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1979）Article 1：「(2)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has as its object patents, utility models, industrial designs,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trade names, indications of source or appellations of origin, and the repress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42 曾陳明汝，美國商標制度之研究－兼論其最新變革－，三民書局，頁 154，1992年 9月。 
43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1979）Article 2：「1. In respect of Parts 
II, III and IV of this Agreement, Member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1 through 12, and Article 19,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1967).」 
44 ART. 6.：「… Le dépôt pourra être refusé, si l’objet pour lequel il est demandé est considéré comme 
contraire à la morale ou à l’ordre public.」 
45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s amended on September 28,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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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在第 6條之 5第 B項第 3款：「本條所涵蓋之商標，除下列情形外，不得

否准其申請或使其失效：（3）違反道德或公共秩序，尤其足以欺騙大眾者。商

標不得僅因其不符合商標法令規定為理由而視為違反公共秩序，除非該規定係有

關公共秩序者46。」 

第二項、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的前身是關稅及

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與貿易

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簡稱「TRIPS協定」）是 GATT在

西元 1994年烏拉圭談判回合（第八回合）中所正式簽署，自西元 1995年 1月 1

日生效，GATT同時也被WTO所取代。 

WTO目前已有 164個會員國（since 29 July 2016）47。依 TRIPS協定第 1條

第 1項規定，所有WTO會員國均須符合 TRIPS協定中之要求48，故 TRIPS協定

為會員國間有關智慧財產權保障的最低標準，也是目前國際間有關智慧財產權最

具影響力的協定之一。我國於西元 2002年 1月 1日以「臺灣、澎湖、金門及馬

祖個別關稅領域（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之名義加入WTO後49，有關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也必須符合 TRIPS協定

                                                
46 Article 6quinquies：「B. — Trademarks covered by this Article may be neither denied registration nor 
invalidated except in the following cases : (3) when they are contrary to morality or public order and, in 
particular, of such a nature as to deceive the public. It is understood that a mark may not be considered 
contrary to public order for the sole reason that it does not conform to a provision of the legislation on 
marks, except if such provision itself relates to public order.」 
47  WTO, Members and Observers,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48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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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ed that such protection does not contravene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Members shall be free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method of implementing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within their own legal system and practice.」 
49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我國申請加入 GATT/WTO之歷史紀要，http://web.
wtocenter.org.tw/Node.aspx?id=62（最後瀏覽日：201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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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規範。 

TRIPS協定揭示了許多智慧財產權保護原則，例如國民待遇原則及最惠國待

遇原則。TRIPS協定涉及智慧財產權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包括著作權及其相關權

利、商標、地理標示、工業設計、專利、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等。其中，與商標

保護有關的規定，主要是在 TRIPS協定第 15條至第 21條。此外，因 TRIPS協

定第 2條第 1項規定會員國均應遵守巴黎公約（1967）的相關規定50，所以在解

釋上，巴黎公約有關商標保護的規定也是 TRIPS協定的一部分。 

就 TRIPS協定本身而言，TRIPS協定第 15條第 1項針對商標的保護客體，

規定任何足以區別不同事業之商品或服務之任何標識或任何標識之組合，應足以

構成商標。此類標識，特別是包含個人姓名之文字、字母、數字、圖形和顏色組

合，及此類標識之聯合式，應得註冊為商標。當標識本身不足以區別相關之商品

或服務時，會員得基於因使用所生之識別性而准其註冊。會員得規定，以視覺上

可感知者作為註冊之要件51。並在同條第 2項規定，前項規定並不限制會員以其

他理由核駁商標註冊之申請。但以該等理由不違反巴黎公約（1967）相關條文為

限52。雖然 TRIPS 協定第 15條並未提及如果商標有違反公序良俗之情事時應不

予註冊，但根據 TRIPS 協定第 2條第 1項之規定，TRIPS 協定第一篇至第四篇

之規定並不減輕會員依巴黎公約、伯恩公約、羅馬公約及積體電路智慧財產權條

約應盡之既存義務53。此外 TRIPS 協定第 15條是規定在第二篇下，而巴黎公約

                                                
50 Article 2：「1. In respect of Parts II, III and IV of this Agreement, Member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1 through 12, and Article 19,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1967).」 
51 Article 15：「1. Any sign, or any combination of signs,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the goods or services 
of one undertaking from those of other undertakings, shall be capable of constituting a trademark. Such 
signs, in particular words including personal names, letters, numerals, figurative elements and 
combinations of colours as well as any combination of such signs,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gistration as 
trademarks. Where signs are not inherently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the relevant goods or services, 
Members may make registrability depend on distinctiveness acquired through use. Members may 
require, as a condition of registration, that signs be visually perceptible.」 
52 Article 15：「2. Paragraph 1 shall not be understood to prevent a Member from denying registration 
of a trademark on other grounds, provided that they do not derogate 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1967).」 
53 同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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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第 6條之 5第 B項第 3款有規定商標如果有違反道德或公共秩序，尤

其足以欺騙大眾者，得否准其申請54。故我國亦應遵守此義務，並應於我國商標

法中制定商標註冊時不得違反公序良俗之相關條款。 

第三項、立法沿革 

我國商標法自民國 19年 4月 26日公佈以來，至目前（民國 106年底）共歷

經 14次修正55，其中，與公序良俗條款有關之重要修正56共計有 3次，分別為民

國 61年 6月 23日、民國 72年 1月 14日及民國 92年 4月 29日之修正，以下

分別對這三次修正做介紹。 

民國 19年商標法立法之初即有公序良俗條款的出現，定明如果具有妨害風

俗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的情況，不得作為商標而予以註冊57。換言之，如果被

認定有妨害風俗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除了不得予以註冊為商標外，本身亦不

是當時商標法上所稱之商標。由於法條用語是使用「風俗秩序」與「可欺罔公眾

之虞」，應可合理推敲當時立法者認為公序良俗的內涵即包括「是否有妨害風俗

秩序」與「有無可欺罔公眾之虞」這兩種情事的發生。 

民國 61年商標法修正時，關於公序良俗條款新修正條文（修正後變更為第

37條第 1項第 6款）58相較於修正前條文59修正之處有三：一、不得註冊之標的

                                                
54 Article 6quinquies （1967）：「B. — Trademarks covered by this Article may be neither denied registration 
nor invalidated except in the following cases : 3. when they are contrary to morality or public order and, 
in particular, of such a nature as to deceive the public. It is understood that a mark may not be considered 
contrary to public order for the sole reason that it does not conform to a provision of the legislation on 
marks, except if such provision itself relates to public order.」 
55 分別為民國 24年、29年、47年、61年、72年、74年、78年、82年、86年、91年、92年、
99年、100年及 105年。 
56 此處所指的重要修正不包含「條文內容未修正而僅更改條號」或者「僅單純增加標點符號或條
文用語單純替換」之情形。 
57 民國 19年商標法第 2條第 4款：「左列各款，均不得作為商標，呈請註冊：四、有妨害風俗
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者。」 
58 民國 61年商標法第 37條第 1項第 6款：「商標圖樣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六、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欺罔公眾或使公眾誤信之虞者。」 
59 修正前（即民國 47年 10月 14日商標法）商標法第 2條第 6款：「左列各款，均不得作為商
標申請註冊：六、有妨害風俗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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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標改為商標圖樣；二、修正前條文用語「風俗秩序」改為「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三、修正前條文用語「可欺罔公眾之虞」改為「有欺罔公眾或使公眾誤

信之虞」。此時，商標圖樣如果具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欺罔公眾或

使公眾誤信之虞即無法取得註冊。依照當時的修法理由60指出，將「風俗秩序」

改為「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字樣是為了符合一般法律用語61；而將「可欺罔

公眾之虞」改為「有欺罔公眾或使公眾誤信之虞」，是能夠讓主管機關認為有使

公眾誤信其商品品質或來源之虞者即得拒絕註冊，並不以申請人有藉以欺罔公眾

之虞為必要62。雖然從修法理由可以得知本條規定是不得作為商標申請註冊之事

項，但依照當時商標法對於「商標」的定義是指名稱及圖樣63，而第 37條法條用

語是「商標圖樣」，似乎不包括文字的部分，恐有法條用詞不妥之情形。 

民國 72年商標法修正時，關於公序良俗條款新修正條文（修正後變更為第

37條第 1項第 5款）64相較於修正前條文65，係將修正前原條文所列「有欺罔公

眾或使公眾誤信之虞」這項要件刪除並增列獨立成一款，並且將修正前條文用語

「有欺罔公眾或使公眾誤信之虞」改為「有欺罔公眾或致公眾誤信之虞者」。修

法理由指出，由於原條文所指「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與「有欺罔公眾或使

公眾誤信之虞」是兩種不同不得註冊之型態，故予以分列二款66。 

民國 92年商標法修正時，關於公序良俗條款新修正條文（修正後變更為第

                                                
60 立法院，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四七四號，政府提案第一 0五七號，頁一一。 
61 同前註。 
62 立法院，同註 60，頁 11-12。 
63 民國 61年商標法第 4條：「商標包括名稱及圖樣，其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
應特別顯著，並應指定所施顏色。」 
64 民國 72年商標法第 37條第 1項第 5款：「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五、
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65 修正前（即民國 61年 6月 23日商標法）商標法第 37條第 1項第 6款：「商標圖樣有左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六、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欺罔公眾或使公眾誤信之

虞者。」 
66 立法院，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四七四號，政府提案第二三七一號，頁一六-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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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第 1項第 10款）67相較於修正前條文68修正之處有二：一、原條文所定「不

得申請註冊」改為「不得註冊」；二、將條文中所指不得註冊之標的從「商標圖

樣」改為「商標」。本次修法理由69指出由於原條文明定「不得申請註冊」，導

致實務上判斷得否註冊係以申請時作為判斷時點70。惟商標須經審查始准予註冊

恆需一段時日，於實務上常見申請時雖有不准註冊之情形，但於審查時已不存在

該情形，於無違反公益又無妨礙他人權益時，如果仍以申請時作為准駁時點並不

合理，於是將「不得申請註冊」修正為「不得註冊」，至於何種情形應以申請時

為準則另於同條第二項71予以明定72。本次新法修正後對於商標之定義是指得以

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所組成73，並且應足以使

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

品或服務相區別74。雖然修正理由並未說明「商標圖樣」改為「商標」的理由為

何，但本文認為可能的理由是配合本次商標法修正對於商標的定義，將條文用字

由「商標圖樣」改為「商標」，除了避免條文用字的不精確使人民以為僅審查商

標圖樣有無不得註冊事由外，並明確釐清不得註冊事由的審查標的是「商標」而

非僅是「商標圖樣」，蓋商標的組成並非僅係圖樣，可能也有由圖樣以外的型態

所構成之商標存在。 

現行商標法是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15 日修正，本次修正對於公序良俗條款

並未做任何更動，並且自民國 100年 5月 31日全文修正後仍規定於第 30條第 1

                                                
67 民國 92年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冊：十、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68 修正前（即民國 91年 5月 14日商標法）商標法第 37條第 1項第 5款：「商標圖樣有左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五、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欺罔公眾或使公眾誤信之

虞者。」 
69 立法院，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四七四號，政府提案第八六三一號，頁政三一。 
70 同前註。 
71 民國 92年商標法第 23 條第 2 項：「前項第十二款、第十四款至第十六款及第十八款規定之
情形，以申請時為準。」 
72 同註 69。 
73 民國 92年商標法第 5條第 1項：「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
聯合式所組成。」 
74 民國 92年商標法第 5條第 2項：「前項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
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 



DOI:10.6814/THE.NCCU.TIIPM.031.2018.F08

‧
國

立
政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17 

項第 7 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者。」 

 
 
我國歷次商標法修正時間 公序良俗條款 
中華民國 19年 4月 26日 第二條 (商標申請註冊之限制) 

左列各款，均不得作為商標，呈請註冊： 
四、有妨害風俗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者。 

中華民國 24年 10月 31日 
(全文修正) 

 

第二條 (商標申請註冊之限制) 
左列各款，均不得作為商標，呈請註冊： 
四、有妨害風俗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者。 

中華民國 29年 8月 30日 
 

第二條 (商標申請註冊之限制) 
左列各款，均不得作為商標，呈請註冊： 
四、有妨害風俗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者。 

中華民國 47年 10月 14日 
(全文修正) 

 

第二條 (商標申請註冊之限制) 
左列各款，均不得作為商標申請註冊： 
六、有妨害風俗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者。 

中華民國 61年 6月 23日 
(全文修正)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不得申請註冊之原因) 
第一項 
商標圖樣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六、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欺罔公眾或

使公眾誤信之虞者。 
中華民國 72年 1月 14日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不得申請註冊之原因) 

第一項 
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五、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中華民國 74年 11月 19日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不得申請註冊之原因) 
第一項 
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五、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中華民國 78年 5月 09日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不得申請註冊之原因) 
第一項 
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五、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中華民國 82年 11月 19日 
(全文修正)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不得申請註冊之原因) 
第一項 
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五、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中華民國 86年 04月 15日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不得申請註冊之原因) 
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五、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中華民國 91年 5月 14日 
 

第三十七條 (商標圖樣不得申請註冊之原因) 
商標圖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註冊： 
五、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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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我國商標法歷次75修正暨公序良俗條款變動狀況（本文自行整理） 
 

第三節、比較法—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之設計	

第一項、歐盟商標法制 

歐洲國家自西元 1950年代起逐步成立從經濟合作到政治合作的聯盟，西元

1992年 2月 7日，成員國76在荷蘭馬斯垂克（Maastricht）簽訂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亦稱馬斯垂克條約，即Maastricht Treaty），於西元 1993年

11月 1日生效，並依此條約成立歐洲聯盟（或稱歐洲共同體）（European Union，

簡稱「歐盟」）。 

西元 1993 年 12 月 20 日歐盟理事會正式通過「歐洲共同體商標規則」77

（Community Trade Mark Regulation，CTMR），直接適用並且拘束區域內的各

個國家，使歐洲商標制度之統一與單一化向前邁進一大步，真正達到單一註冊在

                                                
75 截至民國 106年底。 
76 比利時、丹麥、德國（原西德）、希臘、西班牙、法國、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
萄牙、英國。 
77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0/94 of 20 December 1993 on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中華民國 92年 4月 29日 
(全文修正) 

第二十三條 (商標不得註冊之原因) 
第一項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冊： 
十、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中華民國 99年 8月 17日 第二十三條 (商標不得註冊之原因)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冊： 
十、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31日 
(全文修正) 

第三十條 (商標不得註冊之事由) 
第一項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 
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5日 第三十條 (商標不得註冊之事由) 
第一項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 
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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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享有相同保護之目的，是目前最重要的區域內統一之商標註冊體系78。 

歐洲共同體商標規則是在歐盟區域內統一的商標實體法，由設在西班牙阿利

坎特市（Alicante）之「內部市場調和局」（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OHIM）管理執行79，並自西元 1996年起開始受理依照歐洲共同體商標

規則申請之歐盟商標註冊80，而取得註冊的商標即為「歐洲共同體商標」

（Community Trade Mark，CTM），在區域內具有統一之效力，可在歐盟成員國

全部領域內生效。此外，有別於傳統之一國註冊81（national registration）和馬德

里協定82（Madrid Agreement）之多國註冊83（multi-national registration），歐洲

共同體商標制度具有超國家註冊（supra-national registration）的特性，僅需一次

性地根據歐洲共同體商標規則向歐盟內部市場調和局為商標註冊，即具有全歐盟

註冊之效力而受多國之保護，且該制度並不取代傳統的一國註冊制度及多國註冊

而是與之並存，亦即成員國國內商標制度與歐盟商標制度併行，故商標申請人可

以自行依需求去選擇與規劃84。 

西元 2015年 12月 23日與 24日，歐盟分別公告新修正「歐盟商標指令」85

（EU Trade Mark Directive 2015/2436）與「歐盟商標規則」86（EU Trade Mark 

Regulation 2015/2424）。歐盟商標指令於公布後 20日生效，並規範成員國需要

                                                
78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智慧財產權法系列（三）），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
339-340，1997年 7月。 
79  European Union, Office for Harmonis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agencies/ohim_en,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80 Id. 
81 係指一個國家商標權之取得，是依照向各該國商標主管機關取得註冊後而受保護。 
82 馬德里協定（Madrid Agreement）於西元 1891年訂定，以巴黎公約之締約國為主，至西元 2018
年 1月 15日止，計有 100個會員（members），涵蓋 116個國家（countries）。該協定主要目的
在於簡化商標註冊申請程序，會員國於本國註冊後，即得以該註冊商標為基礎指定其他會員國申

請國際商標註冊。WIPO, Members of the Madrid Union, http://www.wipo.int/madrid/en/members/,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83 係指依照國際性條約之規定向國際性機構為一次之申請，而得指定受多國之保護。 
84 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著，商標法原理，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377-388，2007年 4月
1日（修訂三版）。 
85 DIRECTIVE (EU) 2015/243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15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 
86 REGULATION (EU) 2015/242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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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年內將其轉化為國內法87；而歐盟商標規則於西元 2016年 3月 23日生效，

法規名稱則從「歐洲共同體商標規則」變更為「歐盟商標規則」88；「內

部市場調和局」將更名為「歐盟智慧財產局」（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EUIPO）89，所有尚有效存在及申請中的「歐洲共同體商標」將

自動變更為「歐盟商標」（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EUTM）90。 

依照現行歐盟商標規則91第 7條第 1項第 f款規定：「以下情形不應被註冊：

（f）商標違反公共政策或公認的道德原則92。」與歐盟商標法針對於公序良俗條

款的立法模式相較，同樣是採取抽象概括規範的國家目前有英國商標法（規定在

該法第 3條93）、日本商標法（規定在該法第 4條94）等。 

第二項、美國商標法制 

美國在獨立之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其法制承襲英國法系統，而獨立後的美國

所制定的成文法（statutory law），基本上是依照其國情與政策將普通法（common 

                                                
87 EU Trade Mark Directive 2015/2436 Article 56：「This Directive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wentieth 
day following that of its publication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s 1, 7, 15, 19, 
20, 21 and 54 to 57 shall apply from 15 January 2019.」 
88 EU Trade Mark Regulation 2015/2424 Article 1：「Regulation (EC) No 207/2009 is amended as 
follows：… (5) Throughout the Regulation, except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points (2), (3) and (4), the 
words ‘Community’, ‘European Community’ and ‘European Communities’ are replaced by ‘Union’ and 
any necessary grammatical changes are made…」 
89 EU Trade Mark Regulation 2015/2424 Article 1：「… (7) Article 2 is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Article 2 Office 1. A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he Office”) is hereby established. 
2. All references in Union law to the 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shall be read as references to the Office.’」 
90 EU Trade Mark Regulation 2015/2424 Article 1：「Regulation (EC) No 207/2009 is amended as 
follows：(1) In the title,‘Community trade mark’ is replaced by ‘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 (2) The 
term ‘Community trade mark’ is replaced by ‘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 (“EU trade mark”)’ in Article 
1 (1); and elsewhere in the Regulation, it is replaced by ‘EU trade mark’ and any necessary grammatical 
changes are made…」 
91 REGULATION (EU) 2017/100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June 2017 on the 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 
92 EU Trade Mark Regulation 2017/1001 Article 7：「1. The following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 (f) trade 
marks which are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or to accepted principles of morality; …」 
93 Trade Marks Act（1994）Section 3：「A trade mark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if it is (a)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or to accepted principles of morality, …」 
94 商標法（昭和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法律第百二十七号）第四条：「次に掲げる商標について

は、前条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商標登録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七 公の秩序又は善良の
風俗を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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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法典化95。美國最早之商標保護，是來自於由法院根據普通法使未註冊商標

予以保護的判決96。西元 1837年出現在麻州法院（Massachusetts state court）的

Thomson v. Winchester案97，是第一則於州法層級關於商標侵權有被記錄的判決

98。西元 1844年 Taylor v. Carpenter案99，則是第一則聯邦法院對於商標案件所

做的判決100。而聯邦最高法院於西元 1871年始受理商標訴訟案件101。 

早期美國商標之立法於各州與聯邦之間各不相同，有些州對於商標法之制定

是採註冊主義，有些則採使用主義102。西元 1870年 7月 8日，美國國會通過第

一部全國性的聯邦商標法（Federal Trademark Statute），給予合法註冊商標之所

有人排他的權利，其中「使用」並非申請的要件，只要有使用之意思（intend to 

adapt and use）即可，救濟方法限於損害賠償與禁制令且並無刑罰103。西元 1876

年在近 400 大企業的請願下修改商標法，侵害者被處以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最

高 1000元（美金）以下之罰金104。然於西元 1879年聯邦最高法院卻以未明示限

於州與州間或外國貿易之行為，因而認為西元 1876年的商標修正案違憲105。 

西元 1881年美國國會修改商標法，並規定僅適用於外國貿易、州與州間，

以及印地安部落間通商之商標註冊106。該法多半沿襲西元 1870年通過的商標法，

並繼續施行 14年之久，直至西元 1905年 2月 20日又制定另一部商標法並加以

全部修改。其後並經過補充修正多次，其中主要的改變是採取商標審查主義與公

告制度，至於商標之註冊則是認為僅是商標專用權的表見證據（prima facie 

                                                
95 鄭中人，商標法的歷史，智慧財產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 25期，頁 18，2001年 1月。 
96 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著，同註 84，頁 358。 
97 Thomson v. Winchester, 36 Mass. (19 Pick.) 214 (1837). 
98 John W. Sherman, Registration of Trademarks under State Law, AMERICAN BAR ASSOICATION 
JOURNAL(May 1973), p516. 
99 Taylor v. Carpenter, 23 F.Cas. 742 (C.C.D. Mass. 1844). 
100 Supra note 98. 
101 Canal Company v. Clark, 80 U.S. 311 (1871). 
102 同註 96。 
103 同註 95；同註 96。 
104 鄭中人，同註 95，頁 21。 
105 Trade-Mark Cases, 100 U.S. 82 (1879). 
106 同註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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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107。此部法律乃成為西元 1946年 7月 5日制定的蘭哈姆法（Lanham 

Act）之範本108。 

美國現行的聯邦商標法—西元 1946年通過的蘭哈姆法，是美國國會依據憲

法第 1條第 8項第 3款商業條款（Commerce Clause）109而制定，納入美國聯邦

法律彙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 15部第 1051條至第 1127條。該法於

西元 1946年簽署成為法律，西元 1947年 7月 5日生效。目前，美國關於商標之

主管機關為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下的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主管110。 

美國商標之保護是採雙軌制度，分別由聯邦法律與州法律兩種制度給予商標

保護111。適用於聯邦層級者為西元 1946年頒布並於次年施行之蘭哈姆法，州層

級則適用各州所制定之法律以及不正當競爭法（ common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112。至於美國商標究竟是受哪一種法律保護，則視該商標為依照聯

邦商標法（亦即蘭哈姆法）、或依照州法、或依照兩者註冊，或根本未依照任何

法律註冊而定。雖然聯邦法律與州法律這兩種商標保護制度之並存看似有重複之

嫌，但聯邦法律事實上並不能取代州法律或優先州法律而適用，除非兩者之間有

發生衝突113。 

現行114蘭哈姆法第 2條規定，關於得藉以使商標申請人之商品與他人商品相

                                                
107 同註 103。 
108 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著，同註 84，頁 358-359。 
109 U.S. CONST. art. I, § 8, cl. 3：「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To regulate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and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and with the Indian Tribes;」 
110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About Us, https://www.uspto.gov/about-
us,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111 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著，同註 84，頁 366-367。 
112 同前註。 
113 同前註。 
114 雖然於西元 2017 年 6 月 19 日聯邦最高法院在 Matal v. Tam 案已針對貶抑條款做違憲宣告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PTO) denied the application under a Lanham Act provision 
prohibiting the registration of trademarks that may ‘disparage…or bring…into contemp[t] or disrepute’ 
any ‘persons, living or dead.’ 15 U. S. C. §1052(a). We now hold that this provision violates the Free 
Speech Clause of the First Amendment.”），但美國國會目前尚未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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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之商標，如果不具有該條所列相關情形，不問其性質如何不得拒絕其註冊於

主要註冊簿；其中於該條第a款規定「含有不道德的、欺騙性或誹謗性（scandalous）

的內容（matter），或由不道德的、欺騙性或誹謗性的內容所構成；含有貶抑

（disparage）、不實聯想現仍在世或已故之人或制度（institutions）、信仰、國家

象徵或使人對之輕蔑（contempt）或損害其名譽（disrepute）之內容，或由具有貶

抑、不實聯想現仍在世或已故之人或制度、信仰、國家象徵或使人對之輕蔑或損

害其名譽之內容所構成；……」115。 

關於不得註冊事項與美國商標法制之立法模式相同，目前皆有再進一步指明

或明文指明可能會違反公序良俗情況的國家，例如紐西蘭商標法（規定在該法第

17條116）、澳洲商標法（規定在該法第 42條117）、加拿大商標法（規定在該法

第 9條118）等。 

第四節、我國實務上使用情形 

現行我國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如果商標具有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之情事不得註冊。然何謂該條所稱「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

仍是不確定法律概念，無論對於商標申請人、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在解釋上或

者適用上都是一大挑戰。民國 104年 5月 11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 10420030321

                                                
115 15 U.S.C. §1052：「No trademark by which the goods of the applicant ma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goods of others shall be refused registration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on account of its nature unless 
it— (a) Consists of or comprises immoral, deceptive, or scandalous matter; or matter which may 
disparage or falsely suggest a connection with persons, living or dead, institutions, beliefs, or national 
symbols, or bring them into contempt, or disrepute; …」 
116 Trade Marks Act（2002）§17：「(1) The Commissioner must not register as a trade mark or part of 
a trade mark any matter — (a) the use of which would be likely to deceive or cause confusion; or (b) the 
use of which is contrary to New Zealand law or would otherwise be disentitled to protection in any court; 
or (c) the use or registration of which would,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mmissioner, be likely to offend a 
significant 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Māori.」 
117 Trade Marks Act（1995）§42：「An application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a trade mark must be rejected 
if: (a) the trade mark contains or consists of scandalous matter; or (b) its use would be contrary to law.」 
118 Trade-marks Act（R.S.C., 1985, c. T-13/Current to May 24, 2018 Last amended on September 21, 
2017）Sections 9：「(1) No person shall adopt in connection with a business, as a trade-mark or otherwise, 
any mark consisting of, or so nearly resembling as to be likely to be mistaken for, … (j) any scandalous, 
obscene or immoral word or dev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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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令訂定發布並自該日生效之「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除了

針對商標法中何謂公序良俗予以定義，並且明訂妨害公序良俗的審查因素以及將

商標妨害公序良俗之情形予以類型化，例釋於該審查基準中，無疑是有體系地建

立屬於商標法對於公序良俗之詮釋。 

在本節中，本文嘗試分別從智慧財產局過去曾經做過之處分書（包含核駁審

定書、異議審定書與評定書），以及從各級法院（包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智慧

財產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作成的判決書中，整理其針對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所

做出之解釋以及其適用之方式，歸納實務上到底是如何詮釋與具體操作此一不確

定法律概念。 

第一項、行政實務 

本文研究之行政實務來源為智慧財產局（新版）商標檢索系統119，原則以「妨

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作為關鍵字進行案件檢索，時間選自民國 92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06年 12月 31日止共計 15年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關於商標註冊的處

分書120，最後檢索日期為民國 107年 3月 1日。本文分析智慧財產局操作商標法

公序良俗條款的方式，是從訂定審查基準之前、後兩部分來做分析，並且就智慧

財產局所做出的處分書內容，分別以「判斷標準」121與「認定模式」122兩部分為

本文主要探討範圍。 

                                                
119 新版商標檢索系統（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於民國 106年 7月 11日
系統上線，相較舊版檢索系統之特色在於強化查詢功能（例如文字近似檢索自動拆分功能、擴增

布林與非傳統商標查詢欄位）、整合資料呈現（例如得將結果頁之案件排序、顯示商標單筆詳細

報表）與 UI跨系統平台（支援 iOS、Android、Windows等平台與支援 Chrome、Safari、IE、Firefox
等瀏覽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本局新商標檢索系統已正式上線試營運，歡迎各界多加運用，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33016&ctNode=7127&mp=1（最後瀏覽日：2018/4/1）。 
120 處分書包含核駁審定書、異議審定書與評定書。 
121 本文所定義的「判斷標準」，是指在處分書中商標審查人員所適用的法規為何，以及對於商
標法公序良俗條款的解釋。 
122 本文所定義的「認定模式」，是指在處分書中商標審查人員於判斷系爭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序
良俗之情事時是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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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駁審定書 

經本文檢索後並整理智慧財產局所做出的核駁審定書，至民國 106年底共計

有 237 件核駁審定書與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相關，並且以這 237 件核駁審定書為

本文之研究標的，相關件數統計整理於圖 2-2。 

圖 2-2：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相關之核駁審定書數量統計（本文自行統計整理） 

 

（一）判斷標準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前，核駁審定書對於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之判斷標準，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核駁審定書判斷標準123，僅是單純援引法條而未予定義判斷標

準之內涵。例如核駁第 T0298255號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

節錄如下： 

……按「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0款所明定。本件商標圖樣「共匪餅及圖」，以之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鍋

                                                
123 例如核駁第 T0299655 號、核駁第 T0315470 號、核駁第 T0332240號、核駁第 T0332347 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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粑、蝦餅、脆餅、烤餅、甜餅、芋頭餅、筍餅、乳酪餅、花生芝麻煎餅、饅頭、大

豆鬆餅、餡餅、肉餡餅、包子、水煎包、燒餅、鍋貼、蔥油餅、義大利式烘餡餅、

鬆餅」商品，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爰依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
及第 24條第 1項之規定，應予核駁。 

可以觀察出在本號核駁審定書中，智慧財產局對於申請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序

良俗情事的判斷標準僅單純援引法條，而未解釋何謂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

未說明該判斷標準之具體可操作要件，逕而直接適用於個案之中。 

第二種類型的核駁審定書判斷標準124，是從公序良俗條款之立法意旨來定義

判斷標準。例如核駁第 T0314539號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

節錄如下： 

……按「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0款所明定。本款立法意旨在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公共秩序，指
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善良風俗，指社會之一般道德觀念。商標不論在形式上或意

義上有妨害國家利益或社會道德觀念都有本款之適用，但仍然需按照註冊當時的

社會環境及商標使用之具體內容來認定。…… 

又例如核駁第 T0338697號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

如下： 

……按「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0款所明定。本款之立法意旨在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其適用是指
商標圖樣本身或使用於指定之商品或服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而言。凡違

反法律禁止規定等可能導致公眾失序，增加犯罪或其他冒犯行為可能性，或違反已

被接受之道德原則者，應不予註冊保護。商標本身雖無妨害公序良俗之虞，但其使

用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影響市場公平競爭交易秩序，或可能引起特定人/特定族群
憤怒，或明顯有被冒犯之負面感受或印象者，均屬之。商標是否有本款規定之適用，

應依審查時之社會環境及一般社會通念客觀判斷之。 

第二種類型中有些核駁審定書還會進一步參考智慧財產局出版之「商標法逐

                                                
124 例如核駁第 T0323369號、核駁第 T0339790號、核駁第 T0341116號、核駁第 T0341320號、
核駁第 T0342301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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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釋義」一書內文，並給予相關釋例125。例如核駁第 T0354862號審定書對於商

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按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7款所明定。本款立法意旨在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公共秩序，指國
家社會之一般利益；善良風俗，指社會之一般道德觀念。商標之註冊有妨害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除商標本身為偏激的、粗鄙的、歧視的、或給予他人不快印象的文

字或圖形外，若商標本身無前述之情形，但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時，有違反社會

公共利益或一般道德觀念等情形者，亦為本款所規範，個案上並應就該等文字、圖

形，在註冊當時有關之歷史背景、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等多方面加以考量。下列

情形通常會認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一)損害國家、民族或社會之尊嚴者；
(二)鼓勵或煽惑犯罪、違法或擾亂社會秩序者；(三)非法組織、叛亂團體或盜匪、
幫派等集團或個人之標記者；(四)易使人產生恐怖、醜惡感而影響民眾心理健康者；
(五)對於某一國家、種族、地區、宗教、團體、職業或個人表示侮辱或不尊重者；
(六)違悖倫理，提倡迷信、敗壞風化、有違社會公共秩序或利益者等屬之（本局編
撰之「商標法逐條釋義」，請參照），合先敘明。 

第三種類型的核駁處分判斷標準126則是直接給予定義但並未說明參考出處。

例如核駁第 T0362512號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所明定。所稱公共秩序(Public Order)，指國家或社會所制定的行為準則，為國
家及社會共同生活的要求，包括立國精神、基本國策及法律體系之規範原則、基本

價值在內；所稱善良風俗(Good Morals)，指社會的一般道德觀念，包括文化傳統、
生活方式及民間習俗在內。商標之註冊是否妨害公序良俗，首應以商標本身所表彰

之外觀、觀念或讀音，考量註冊當時之社會環境，並就其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市場

之情況、相關公眾之認知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有明顯冒犯衝擊或可能破壞宗教、

家庭或社會價值、影響公共利益等情形加以認定。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後，智慧財產局的核駁審定書判斷標準較為統一，對於認

定商標是否具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皆會參考並援引審查基準之定義。例如核

駁第 T0384803號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125 例如核駁第 T0355487 號、核駁第 T0357954 號、核駁第 T0359478號、核駁第 T0361745 號
等。 
126 例如核駁第 T0313881號、核駁第 T0325161號、核駁第 T0332897號、核駁第 T0334033號、
核駁第 T0353577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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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7款所明定。本款立法意旨在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公共秩序，指國
家社會之一般利益；善良風俗，指社會之一般道德觀念。商標不論在形式上或意義

上有妨害國家利益或社會道德觀念都有本款之適用，其適用仍然需按照註冊當時

的社會環境及商標使用之具體內容來認定。商標之註冊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除商標本身為偏激的、粗鄙的、歧視的、或給予他人不快印象的文字或圖形外，

若商標本身無前述之情形，但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時，有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一

般道德觀念等情形者，亦為本款所規範。又商標之註冊是否妨害公序良俗，首應以

商標本身所表彰之外觀、觀念或讀音，考量註冊當時之社會環境，並就其指定使用

商品或服務市場之情況、相關公眾之認知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有明顯冒犯衝擊或

可能破壞宗教、家庭或社會價值、影響公共利益等情形加以認定。（本局公告「商

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3及 4.10參照）。 

（二）認定模式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前，核駁審定書對於認定該申請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序良俗

之情事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核駁審定書認定模式127，是未敘明理由而逕自認定商標申請人

所申請的商標有妨害公序良俗，例如核駁第 T0298255號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

序良俗的認定模式，節錄如下： 

……本件商標圖樣「共匪餅及圖」，以之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鍋粑、蝦餅、脆
餅、烤餅、甜餅、芋頭餅、筍餅、乳酪餅、花生芝麻煎餅、饅頭、大豆鬆餅、餡餅、

肉餡餅、包子、水煎包、燒餅、鍋貼、蔥油餅、義大利式烘餡餅、鬆餅」商品，有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爰依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及第 24條第 1
項之規定，應予核駁。 

可以觀察出在本號核駁審定書中，智慧財產局對於申請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序

良俗情事的認定模式並未說明任何理由，僅單純給予結論而無任何推論之過程，

直接認定申請商標違反公序良俗而予以核駁。 

第二種類型的核駁審定書認定模式128，則是有附理由並加以說明為何商標申

                                                
127 例如核駁第 T0306127號、核駁第 T0315470號等。 
128 例如核駁第 T0293683 號、核駁第 T0307449 號、核駁第 T0312309號、核駁第 T0314539 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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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所申請的商標被認定具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例如核駁第 T0331413號審

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認定模式，節錄如下： 

……本件商標圖樣上之「台巴子 TAIBAZ」，經查網路資料，滬語中「巴子」一詞
係指衣著談吐不合宜之外地人，故「台巴子」有「來自台灣的暴發戶」之意，為大

陸人對台灣人的蔑稱，以之作為商標申請於指定之「自行車及其零組件；汽車及其

零組件；機車及其零組件；汽車椅套；手把套；方向盤套；貨車帳篷；汽車篷套；

機車篷套；汽車防盜警報器；車輛用防盜警報器；機車防盜警報器；車輛用防盜裝

置」商品，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有前揭法條規定情事之適用，爰依商

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及第 24條第 1項之規定，應予核駁。 

 雖然第二種類型的認定模式除了可以看出智慧財產局如何解釋商標申請人

的商標是如何妨害公序良俗，但有些核駁審定書內文所說明的理由似乎並不清楚

完整，或者並未進一步說明與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間的關聯性，例如核駁

第 T0288135號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所說明的理由，節錄如下： 

……本件商標圖樣上之「古墓春宮」有引人恐懼不安，妨害善良風俗之虞，依商標
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及第 24條第 1項之規定，應予核駁。 

該核駁審定書並未說明為何本件商標圖樣上之「古墓春宮」為何會引人恐懼

不安？參考依據為何？似有淪於商標審查人員過度主觀判斷。此外，也並未解釋

為何有引人恐懼不安之情事僅是妨害善良風俗，而並未包括妨害公共秩序？對於

是否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標準亦無從得知。 

                                                
129 核駁號：核駁第 T0288135號（核駁公告日期：94/11/1(32-021)），申請案號：093056257（申
請日期：93/12/1）。 

商標名稱 古墓春宮 

商標圖樣 
 

指定使用於商品類別

與商品(服務)名稱 
041電子出版服務。 

表 2-2：古墓春宮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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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核駁第 T0295453號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所說明的理由，節

錄如下： 

……本件商標圖樣上「囍字號女兒茶及囍字設計圖（彩色）」之「囍字設計圖」，
囍字內崁男女各種交歡圖示，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依商標法第 23條
第 1項第 10款及第 24條第 1項之規定，應予核駁。 

 

該核駁審定書僅說明商標圖樣上「囍字號女兒茶及囍字設計圖（彩色）」之

「囍字設計圖」，其囍字內崁男女各種交歡圖示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但並未說明為何男女各種交歡圖示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此外，假使

有違反，是妨害公共秩序？妨害善良風俗？或是同時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後，智慧財產局的核駁審定書認定模式較為統一，對於認

定申請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皆會援引審查基準所舉例之商標類型，

並且予以說明申請商標有何情事妨害公序良俗。例如核駁第 T0384641號審定書

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所說明的理由，節錄如下： 

……按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7款所明定，公共秩序(Public Order)，指國家或社會所制定的行為準則，為
國家及社會共同生活的要求，包括立國精神、基本國策及法律體系之規範原則、基

本價值在內；善良風俗(Good Morals)，指社會的一般道德觀念，包括文化傳統、

                                                
130 核駁號：核駁第 T0295453號（核駁公告日期：95/10/16(33-020)），申請案號：095009489（申
請日期：95/3/1）。 

商標名稱 囍字號女兒茶及囍字設計圖（彩色） 

商標圖樣 

 

指定使用於商品類別

與商品(服務)名稱 

030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紅茶、綠茶、清茶、
普洱茶、烏龍茶、龍井茶、鐵觀音茶。咖啡、速食

即溶咖啡、咖啡製成之飲料、土司、蛋糕、麵包、

漢堡、三明治、冰沙、冰、果汁飲料（冰）。 

表 2-3：囍字號女兒茶及囍字設計圖（彩色）130 



DOI:10.6814/THE.NCCU.TIIPM.031.2018.F08

‧
國

立
政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31 

生活方式及民間習俗在內；商標法禁止妨害公序良俗商標之註冊，主要立法目的即

在於：維繫法律秩序及倫理道德、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利益。又商標之

文字或圖形等若與犯罪、暴力、施用毒品、恐怖主義、叛亂或擾亂社會秩序相關聯，

可能導致公眾增加犯罪或其他冒犯行為可能性，故使用該等文字或圖形作為商標，

有使人產生支持犯罪、暴力、施用毒品、恐怖主義、叛亂或擾亂社會秩序的印象，

以之表彰商品出處或來源，具有反社會行為的意識形態，應不得註冊。（本局公告

「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參照） 
 
……本件商標圖樣係以「賣買大麻」設計文字所構成，予人寓目印象有「大麻交易
買賣」之意涵，與施用毒品相關聯，查「大麻」於我國係二級毒品，其施用會影響

人的中樞神經系統的運作，也有造成精神疾病的風險，存在易造成危害的致幻效

果，尤其在未成年人的使用上。本件以「賣買大麻」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衣服、

靴鞋、帽子」等商品，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自有前揭法條規定之適用。 

 

 

 

核駁審定書適用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 
判斷標準 認定模式 

訂定審查基準前 

第一種類型 
單純援引法條，並未定

義判斷標準之內涵。 
第一種類型 

未敘明理由而逕自認

定。 

第二種類型 

從立法意旨（維護社會

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來定義判斷標準；有些

還會進一步參考智慧

財產局出版之「商標法

逐條釋義」一書內文，

並給予相關釋例。 

第二種類型 有附理由並加以說明。 

第三種類型 
並非載明是參考立法

意旨或者法院判決，而

直接予以定義。 
訂定審查基準後 

參考並援引審查基準之定義為判斷標

準。 

參考並援引審查基準所舉例之商標類

型，並且予以說明有何情事妨害公序

良俗。 

表 2-4：核駁審定書適用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之判斷標準與認定模式整理（本
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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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議審定書 

經本文檢索後並整理智慧財產局所做出的異議審定書，至民國 106年底共計

有 55 件異議審定書與申請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相關，並且以這 55 件異議審定書

為本文之研究標的，相關件數統計整理於圖 2-3。由於經本文整理後，訂定審查

基準後至民國 106年底，與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相關之異議審定書共 0件，故無法

分析訂定審查基準後智慧財產局於異議審定書中操作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之相

關見解。 

（一）判斷標準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前，異議審定書對於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之判斷標準，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異議審定書，其判斷標準131是並未給予任何定義，僅單純援引

法條。例如中台異字第 G00931016號異議審定書對於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

                                                
131 經本文整理僅 2則，分別是中台異字第 G00931016號、中台異字第 G00940016號。 

圖 2-3：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相關之異議審定書數量統計（本文自行統計整理） 

 

0
2

6 5
1

31

6
3

1 0 0 0 0 0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件
數

年度（民國）



DOI:10.6814/THE.NCCU.TIIPM.031.2018.F08

‧
國

立
政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33 

節錄如下： 

……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
第 10 款所明定。該款規定之適用係指商標本身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而
言。…… 

第二種類型的異議審定書判斷標準132，是會援引法院的見解來定義商標是否

妨害公序良俗之判斷標準，例如中台異字第 G00950420 號異議審定書對於妨害

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
得註冊。本款之適用，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所表彰之意義或標誌效果有妨害攸關國家

社會一般利益之公共秩序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所認定善良風俗者而言，如以不堪

入目的文字或猥褻圖形作為商標圖樣者，即為適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度訴
字第 5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例如中台異字第 G00990941 號異議審定書援引另一則法院判決見解，定

義何謂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節錄如下： 

……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
得註冊。所謂公共秩序，是國家及社會生活的共同要求，包括立國精神及基本國策

在內。至於善良風俗，則是國民的一般倫理與道德觀念，包括文化傳統，生活方式

及民間習俗在內。而前開條款所稱「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

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
字第 1317號判決意旨參照)，蓋商標在形式上或意義上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者，自不得註冊。…… 

第三種類型的異議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133，認為公共秩

序是指國家及社會生活的共同要求，而善良風俗則是指國民的一般倫理與道德觀

念，但並未說明此判斷標準之內涵參考出處為何。例如中台異字第 G00930413號

異議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132 經本文整理僅 3則，分別是中台異字第 G00950420號、中台異字第 G00990941號、中台異字
第 G00990351號。 
133 例如中台異字第 G00970082 號、中台異字第 G00970210 號、中台異字第 G00970278 號、中
台異字第 G00970280號、中台異字第 G00970296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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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註冊。所謂公共秩序，是國家及社會生活的共同要求，包括立國精神及基本國

策在內，所謂善良風俗，是國民的一般倫理與道德觀念，包括文化傳統、生活方式

及民間習俗在內。商標在形式上或意義上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自不得註

冊。 

（二）認定模式 

在這 55件異議審定書中，經本文整理後發現系爭商標皆沒有被異議成功為

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前，異議審定書對於認定商標是否具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

事，其認定模式較為統一：先描述系爭商標，再解釋其為何沒有妨害公序良俗。

例如中台異字第 G00950420 號異議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之認定模式，

節錄如下： 

……系爭商標……係由一擬人化卡通造型之新幹線列車車頭圖形所構成，在圖形外
觀形式上或其所表達之意義上，均為一卡通列車造型之可愛圖案，並無妨害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 

又例如中台異字第 G00980281 號異議審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之認定

模式，節錄如下： 

……系爭註冊第 01346421號「洋蔥頭標章圖」商標圖樣係由一卡通人物造型構成，
依一般社會通念，其圖樣本身並無妨害國家及社會生活的共同要求或國民的一般

倫理與道德觀念之情事。又異議人並未針對系爭商標圖樣本身如何妨害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等情事提出具體事證……從而本件系爭商標之註冊自難謂有前揭法條

                                                
134 爭議號：中台異字第 G00950420號，發文文號：(96)智商 0331字第 09680542200號（發文日
期：96/11/27），註冊號：商標 01191140（註冊日期：95/1/1）。 

商標名稱 新幹線圖形 (SHINKANSEN Device) 

商標圖樣 

 

表 2-5：新幹線圖形（SHINKANSEN Device）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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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適用。 

 

三、評定書 

經本文檢索後並整理智慧財產局所做出的評定書，至民國 106 年底共計有

18件評定案件與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相關，並且以這 18件評定書為本文之研究標

                                                
135 爭議號：中台異字第 G00980281號，發文文號：(99)智商 0305字第 09980031520號（發文日
期：99/01/27），註冊號：商標 01346421（註冊日期：98/1/16）。 

商標名稱 洋蔥頭標章圖 

商標圖樣 

 

表 2-6：洋蔥頭標章圖135 
 

異議審定書適用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 
判斷標準 認定模式 

訂定審查基準前 

第一種類型 
單純援引法條，並未定

義判斷標準之內涵。 

先描述系爭商標，再解釋為何系爭商

標並無妨害公序良俗。 

第二種類型 
援引法院的見解，定義

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

標準。 

第三種類型 

認為公共秩序是指國

家及社會生活的共同

要求，而善良風俗是指

國民的一般倫理與道

德觀念。 
訂定審查基準後 

經本文整理後異議審定書為 0 件故無
法分析。 

經本文整理後異議審定書為 0 件故無
法分析。 

表 2-7：異議審定書適用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之判斷標準與認定模式整理（本
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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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件數統計整理於圖 2-4。 

圖 2-4：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相關之評定書數量統計（本文自行統計整理） 

 

（一）判斷標準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前，評定書對於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判

斷標準，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評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136，認為是指商標圖樣本身

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例如中台評字第

H00940119號評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所謂「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
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 

與此類型判斷標準之解釋類似，但有些評定書更進一步強調商標妨害公序良

俗的觀察可以是從商標形式上或者意義上來做判斷 137，例如中台評字第

H01000348號評定書對於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136 例如中台評字第 H00900073 號、中台評字第 H00900186 號、中台評字第 H00920242 號、中
台評字第 H00920169號、中台評字第 H00930221號、中台評字第 H00920170號等。 
137 例如中台評字第 H00920174號、中台評字第 H00960352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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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系爭商標註冊時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0款及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本文所明定。本款之適用係指
商標不論在形式上或意義上有妨害國家利益或社會道德觀念…… 

第二類評定書對於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138，認為是指商標圖樣本身有違

反國家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公序良俗而言。例如中台評字第

H00960111號評定書對於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所謂「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有違國家一般利益或社會
一般道德觀念、公序良俗而言。…… 

相較於第一類評定書多了「公序良俗」這個要件，但本文觀察到在個案具體

適用中並未再提及此要件之具體實質意涵。 

第三類評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139，則是就「公共秩序」與

「善良風俗」分別予以闡述。例如中台評字第 H00960352 號評定書對於商標妨

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
得註冊。所謂公共秩序，是國家及社會生活的共同要求，包括立國精神及基本國策

在內。所謂善良風俗，是國民的一般倫理與道德觀念，包括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及

民間習俗在內。商標在形式上或意義上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自不得註

冊。……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後，智慧財產局的評定書判斷模式較為統一，對於認定商

標是否有妨害公序良俗情事，皆會援引審查基準所例示之商標類型。例如中台評

字第 H01040191號評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節錄如下： 

……按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明定。又商標之註冊是否妨害公序良俗，首應以商標本身所表彰之外
觀、觀念或讀音，考量註冊當時之社會環境，並就其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市場之情

況、相關公眾之認知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有明顯冒犯衝擊或可能破壞宗教、家庭

或社會價值、影響公共利益等情形加以認定（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

                                                
138 經本文整理僅 2 則，分別是中台評字第 H00960111號、中台評字第 H00970166號。 
139 經本文整理僅 1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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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3參照）。 

（二）認定模式 

經本文整理後發現 18件資料中，僅有 1件系爭商標被評定為有妨害公序良

俗。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前，評定書對於商標是否具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其認

定模式較為統一，先描述系爭商標，再解釋其為何無妨害公序良俗。例如中台評

字第 H00920242號評定書對於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的認定模式，節錄如下： 

……系爭註冊第 587171號「日寶 MTC」商標係由中文「日寶」及外文「MTC」
所聯合組成，該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與經驗以觀，其圖樣本身並無妨害國家社會一

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公序良俗之情事，況申請評定人並未針對系爭商標圖

樣本身如何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情事提出具體事證，從而本件系爭商標之

申請註冊，尚難謂有前揭法條規定之適用。 

在訂定審查基準之後，智慧財產局的評定書認定模式較為詳細，經本文整理

後共有 3件，其中有 1件的結果為系爭商標具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相較於訂

定審查基準之前，在系爭商標未有妨害公序良俗的評定書中，其認定模式更為細

緻，例如中台評字第 H01040143 號評定書對於妨害公序良俗的認定模式，節錄

如下： 

……系爭註冊第 01226475號「初鹿牧場 CHU LU RANCH & DEVICE」商標係由
乳牛、牧草及太陽等組成圖案及中文「初鹿牧場」、外文「Chu Lu Ranch」等部
分由上而下依序排列疊置而成，其中「初鹿」指臺東縣卑南鄉初鹿村之地名，「初

鹿牧場」係以放養牲畜為經營目的之場所或企業單位之名稱，「Chu Lu」為「初
鹿」之英文音譯，「Ranch」亦有「牧場、大農場」之意，系爭商標本身不論圖案
或文字，其所表彰之外觀、觀念或讀音並無妨害國家及社會生活的共同要求或國民

的一般倫理與道德觀念之情事，亦無冒犯宗教情感，或戲謔、嘲諷及不尊重宗教，

有使人產生詆毀宗教的印象，破壞宗教價值及已被接受的道德規範。 

在被認定商標有妨害公序良俗的評定書中，對於為何具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

事是有附理由交代。以中台評字第 H01040191 號評定書為例，對於商標妨害公

序良俗之認定模式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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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註冊第 01665454 號「 MORPHINE GENERATION HOPELESS 
ROMANTICS 及圖」商標上之外文「MORPHINE」，中譯有嗎啡之意涵，經查嗎
啡（Morphine）是一種精神科藥物，以口服形式為主，因為嗎啡具有夢境一般的鎮
痛效果，所以科學家就以希臘神話當中的夢境與睡眠之神-摩耳甫斯（Morpheus）
的名稱將這種麻醉式鎮痛劑命名為「嗎啡」（Morphine），其具有成癮性，因此也
是一種毒品；「GENERATION」中譯為世代之意，整體「MORPHINE 
GENERATION」有嗎啡世代之意涵。是以「MORPHINE GENERATION 及圖」
作為商標使用於所指定之商品，有使人產生支持或鼓吹施用毒品之印象，增加犯罪

或其他冒犯行為可能性，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評定書適用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 
判斷標準 認定模式 

訂定審查基準前 

第一種類型 

認為係指商標圖樣本

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

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

德觀念者而言；有些評

定書更進一步強調妨

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的適用，可以是從商

標形式上或者意義上

來做判斷。 

先描述系爭商標，再解釋為何系爭商

標並無妨害公序良俗。 

第二種類型 

認為係指商標圖樣本

身有違國家一般利益

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

公序良俗而言。 

第三種類型 
就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分別予以闡述。 
訂定審查基準後 

參考並援引該審查基準所例示之商標

類型。 

針對系爭商標未有妨害公序良俗的評

定書，其認定模式更為細緻；在被認定

有妨害公序良俗的評定書，其是有附

理由交代。 

表 2-8：評定書適用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之判斷標準與認定模式整理（本文自
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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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司法實務 

本文研究之判決資料來源為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140，原則以「妨害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作為關鍵字進行案件檢索。法院判決選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時間選自民國 87年 1月 1日至民國 106年

12月 31日止共計 20年之判決。最後檢索日期為民國 107年 3月 1日。 

本文篩選法院判決之方法，是以法院有解釋並適用「何謂商標法妨害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為研究標的。依照該方法篩選出案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有 19

件案件，其中裁判案由為「商標異議」之案件有 15件，「商標評定」之案件有

4件；智慧財產法院有 3件案件，其中裁判案由為「商標註冊」之案件有 2件，

「商標異議」之案件有 1件；最高行政法院有 3件案件，其中裁判案由為「商標

異議」之案件有 1件，「商標評定」之案件有 2件。總結上述共有 22件案件為

本文研究標的，並統計整理於圖 2-5。 

圖 2-5：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相關之法院判決數量統計（本文自行統計整理） 

 

 

                                                
140 司法院，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最後瀏覽日：2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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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經本文檢索後並整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所做出的判決，共計有 19件判決與

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相關，且最後的判決結果系爭商標皆無妨害公序良

俗。 

在這 19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中，本文整理出最早出現關於解釋何謂商

標法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判決是 90年度訴字第 120號判決：「……『商

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是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

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著重商標圖樣與整體公共利益之衝突，與

商標圖樣侵害私人權益之情況有別。若商標圖樣有侵害個人私法益時，並非本條

款所欲規制之事項（可循民法、公平交易法或其他公私法謀求救濟）。……」該

判決首揭商標法公序良俗的內涵，分別是指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

一般道德觀念」，至於何謂「國家社會一般利益」與「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並無

進一步闡述與例釋。雖然本件並不直接涉及商標圖樣是否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的實質爭點，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判決有強調如果該商標圖樣有侵害個人私法

益時，並非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所欲規制之事項，而應尋求他法救濟。後續之判

決發展，對於解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具體意義大致與 90年度訴字第 120號

判決相同或類似，經本文整理大致可分三類。 

（一）第一類判決—與 90年度訴字第 120號判決見解類似 

第一類判決141對於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之解釋，原則上採取與 90年度訴字

第 120號判決相同見解。例如 95年度訴字第 2940號判決：「……『妨害公共秩

                                                
141 此類判決有 90年度訴字第 4485號判決、90年度訴字第 4560號判決、90年度訴字第 4661號
判決、90年度訴字第 5276號判決、90年度訴字第 5380號判決、91年度訴字第 295號判決、91
年度訴字第 292號判決、91年度訴字第 1213號判決、91年度訴字第 5396號判決、92年度訴字
第 1051號判決、95年度訴字第 2940號判決、95年度訴字第 3041號判決、96年度訴字 1039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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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或善良風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

觀念者而言」、95年度訴字第 3041號判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

96年度訴字第 1039號判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指商標圖樣

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等判決。 

在此類中有些判決更進一步舉例商標在何種情況是違反公序良俗，例如 90

年度訴字第 4485號判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係指商標圖

樣本身所表彰之意義或標誌效果有妨害攸關國家社會一般利益之公共秩序或社

會一般道德觀念所認定善良風俗者而言，如以不堪入目的文字或猥褻圖形作為商

標圖樣者，即為適例。……」、91年度訴字第 1213號判決：「……『妨害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所表彰之意義或標誌效果有妨害攸關國

家社會一般利益之公共秩序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所認定善良風俗者而言，如以不

堪入目的文字或猥褻圖形作為商標圖樣者，即為適例。……」等判決，皆認為不

堪入目的文字或猥褻圖形作為商標圖樣者即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態樣，

但並未說明所列舉之情形是妨害公共秩序？還是妨害善良風俗或者同時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亦未說明為何會妨害公共秩序或是妨害善良風俗。 

少部分判決雖然採取的標準與 90年度訴字第 120號行政判決相同，但在個

案適用上發展出其他要件，例如 91年度訴字第 5396號判決：「……『妨害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

觀念者而言。……」而在個案中具體適用時說明「系爭商標圖樣係由二個較為具

體寫實之擬人化娃娃圖所組成，予消費者印象為一般常見之男孩與女孩之可愛娃

娃造型……依一般社會通念與經驗以觀，其圖樣本身顯無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

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公序良俗之情事，亦無首揭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五款規定

之適用」，可以看出該判決再進一步將要件分類為「國家社會一般利益」、「社

會一般道德觀念」與「公序良俗」這三個要件，並且需要依一般社會通念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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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觀察。又例如 95年度訴字第 2940號判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

言。……」，於個案具體適用時說明「系爭商標圖樣為由葫蘆臉型、無鬚、可愛

娃娃彩色圖案所構成，其圖樣本身並無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

念、公序良俗之情事」，可以看出該判決亦再進一步將要件分類為「國家社會一

般利益」、「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與「公序良俗」這三個要件。但都沒有再為「公

序良俗」這個要件做進一步敘述。 

（二）第二類判決—舉例描述何謂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第二類判決142則是並無明確定義何謂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僅舉例何種

情況即是該情形之發生。例如 91年度訴字第 288號判決，首先認為「……商標

圖樣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所表彰之意義或標誌

效果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而言，如以不堪入目的文字或猥褻圖形作為商

標圖樣者，即為適例。至於系爭聯合商標圖樣有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核屬著作權

法等相關法規規範範疇或另案得否申請撤銷問題，尚非該款所稱之妨害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在此法院未正面定義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內涵，僅舉例

如果以不堪入目的文字或猥褻圖形作為商標圖樣，則會被認定為有妨害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至於為何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理由並未說明。同時，法院

說明商標圖樣有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爭議，非商標註冊時考量有無妨害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之情況。 

而在具體個案適用上，法院認為「……系爭聯合商標圖樣乃一抽象臉譜圖形

與已圖案化設計之草寫外文所組成……核其圖樣表彰之意涵與標誌效果，僅係一

抽象仕女臉譜圖像，與一經設計之草寫外文，並未見任何有害公共秩序或違背善

                                                
142 此類判決有 91 年度訴字第 287 號判決、91 年度訴字第 288 號判決、91 年度訴字第 2215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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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風俗之情狀，自難稱有該款規定之適用……」，法院僅交代系爭商標並未違反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至於未違反的標準與理由並未加以論述。 

（三）第三類判決—其他類型	

第三類判決143則是較無法歸類於前兩類之中，分別是 92年度訴字第 2649號

判決與 94年度訴字第 4044號判決。 

92年度訴字第 2649號判決認為：「……商標圖樣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應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形，此觀該法條文義自明。系爭『酷小貓

及圖 COOL KITTY』商標圖樣係由中文『酷小貓』、外文『COOL KITTY』及其

貓臉圖形所組成，依一般社會通念觀之，該等圖樣本身並無妨害國家社會之一般

利益、公序良俗及共同之道德觀念……」該判決認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

內涵，可以分為妨害「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公序良俗」及「共同之道德觀

念」這三種情況，但並未說明各情況之具體意義。 

而 94 年度訴字第 4044 號判決則認為「……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所表彰之觀念、外觀或讀音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者而言，如以不堪入目的文字或猥褻圖形作為商標圖樣者，即為適例。……」，

雖然未定義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意義，但是揭示判斷系爭商標有無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方法，可以是從商標圖樣本身所表彰之觀念、外觀或讀音來

做觀察。 

二、智慧財產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作出與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相關的判決，經本文檢索

並整理後共有 3 件，其中有 2 件判決144有做出系爭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

                                                
143 此類判決有 92年度訴字第 2649號判決、94年度訴字第 4044號判決。 
144 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行商訴字第 85 號判決與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 號判決；裁判案由皆
是「商標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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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之認定。 

最早在智慧財產法院出現討論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的是 97年度行商訴字第

85 號判決。該判決並未針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予以定義，而是直接於個案中

直接適用，說明「……系爭商標『護女專線』，就其文字予人之直接理解，乃『保

護婦女專線（電話）』之意，即原告自己之起訴狀亦自承其所使用之系爭商標字

面涵義隱喻有保護婦女『健康』之意味。……然單就『護女』一詞所得之解釋，

除『保護婦女』此一部分尚符字面文義外，有關『健康』部分應係非字面文義之

當然解釋，自不能作為『護女』一詞之定義。……而所謂『專線』一詞予人之字

面理解，其文義應係指『專線電話』而言，是以，……系爭商標之字面文義解釋，

就一般人之理解，應指『保護婦女專線電話』之意，較符一般人對系爭商標文字

之文義解釋。……由於系爭商標予人之字面文義係指『保護婦女專線電話』之意，

其所涉及之重要事項，即有關婦女人身安全保護之公共秩序問題……，倘系爭商

標不能免除一般人誤解為『保護婦女專線電話』之可能性，則系爭商標縱然有高

度創意巧思，亦不能取得註冊，申言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乃所有商業行為中

應嚴守之規範，此一界線亦不能有絲毫逾越，否則，即係犧牲公共秩序及善良風

俗以成就私人利益，其中利益權衡，孰輕孰重，不言可喻。原告申請系爭商標註

冊，自行解釋系爭商標所代表之意義乃保護婦女健康，而所謂專線者，非指專線

電話而言，乃刻意曲解保護婦女（護女）單指保護婦女健康，並故意忽視所謂專

線一詞予人之一般文義及系爭商標所可能予人之一般認知，以及其後所牽涉之婦

女人身安全等公共秩序問題，顯係以私害公，所為主張，自非可採。蓋倘原告之

主張可採，則『生命線』一詞用於飲食類產品，亦無不可之理，然其中所涉及之

公共秩序、社會安全問題，非單純成就私人利益所得彌補」。 

 在 99年度行商訴字第 150號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第一次開始針對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予以定義，認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係指商標

圖樣本身所表彰之意義或標誌效果有妨害攸關國家社會一般利益之公共秩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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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所認定善良風俗者而言，如以不堪入目的文字或猥褻圖形作為

商標圖樣者，即為適例。至於系爭商標圖樣有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核屬著作權等

相關法規規範範疇或另案得否申請撤銷問題，尚非該款所稱之妨害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 

 而在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針對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的見解與 99年度行商訴字第 150號判決大致相同，並且說明是援引最高法

院 91年度判字第 206號行政判決的看法，認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參

照最高法院 91年度判字第 206 號行政判決）。因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為不確定

之法律概念，故適用本條款之判斷，應就商標所呈現之文字或圖形，在申請註冊

時有關背景、對社會經濟活動之影響等因素，為具體內容之考量。……準此，本

院應認定系爭申請商標是否妨害國家與社會生活之共同要求，或違反國民之一般

倫理與道德觀念，以認定系爭申請商標有無違反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規

定……」。 

三、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作出與商標法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相關的判決，經本文檢

索並整理後共有 3件，最後的判決結果系爭商標皆是並無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 

首先出現討論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的是在 88 年度判字第 4350 號判決中，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所謂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係指商標圖樣本體有違

反公序良俗之情形而言。……系爭商標圖樣係由中文『沛陽』及外文『MicoMAX』

聯合組成，其標示於所指定之電唱機、錄音機、介面卡等商品，尚難認有違反公

序良俗可言，亦無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

在這一則判決中並未解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內涵，僅再一次宣示違反「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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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或善良風俗」與違反「公序良俗」的情形是等價概念。而在具體個案適用上，

亦未交代判斷商標是否妨害公序良俗的標準，以及說明為何系爭商標圖樣沒有違

反公序良俗。 

 而在 91年度判字第 206號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逐漸開始解釋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的內涵，該判決指出「……商標圖樣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係指

商標圖樣本體有違國家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公序良俗而言。……系爭

註冊第六一五五三八號『黑面蔡及圖』商標圖樣係由中文黑面蔡及外文 OEM 設

計圖所組成，其圖樣本體，無論意義、外觀或讀音，並無違背國家之一般利益或

社會之一般道德觀念，殊難指系爭商標圖樣有害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自無註

冊時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雖然先定義妨

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情況有三種，分別是有違「國家一般利益」、「社會一

般道德觀念」或「公序良俗」，但在本件個案適用上僅說明系爭商標並無前兩個

要件，至於「公序良俗」的要件並無任何說明。此外，法院更從商標圖樣的意義、

外觀或讀音來做觀察系爭商標是否有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換言之，判斷

商標有無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方法，最高行政法院所提供的標準是可以從

商標圖樣的意義、外觀或讀音來做分析。 

 最後一件是 94年度判字第 1631號判決，說明「……『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

言」。該判決認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是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

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與 91年度判字第 206號判決相比，判

斷標準只與其前兩個要件相同，而沒有「公序良俗」此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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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冒犯性商標 

第一節、冒犯性商標概述 

何謂冒犯性商標（Offensive Trademarks），目前國內學者與相關文章尚未討

論此類型商標。西元 2017年 6月 19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Matal v. Tam案145認

為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規定，具有貶抑性（disparage）的商標不予註冊的規定

是違反美國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精神。本文對於冒犯性商標之討論點切入，

源自於該案 Justice Alito大法官在其意見書所說：「言論不得也不應基於表達具

有冒犯性的意見而被禁止（speech may not be banned on the ground that it expresses 

ideas that offend）」146。換句話說，本文認為可以合理推論在市場中應存有冒犯

性商標147，只是因為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的介入，將這些商標評價其具有冒犯性，

而使得此類型商標無法向行政機關註冊，進而無法行使商標權。因此本文從此論

點為基礎，嘗試整理與討論我國冒犯性商標相關議題。 

 如何定義「冒犯」是一件棘手的問題，由於冒犯性商標是源自於商標法公序

良俗條款，必須透過各國文化發展與實務之詮釋才能充實其內涵。有別於我國商

標法公序良俗條款是採取與歐盟商標法制相同設計，美國商標法制則將公序良俗

的內涵予以類型化。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規定有二種與公序良俗相關之類型的

商標不予註冊，第一種類型的商標，是指商標本身（nature）具有不道德、欺騙

性、或誹謗性（scandalous）的內容（matter）；或者是由具有不道德、欺騙性、

或誹謗性的內容所構成。第二種類型的商標，是指商標本身的內容雖然非第一種

                                                
145 Supra note 3. 
146 Id. at 1751. 
147 商標法第 18條規定：「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
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前項所稱識別性，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

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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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而理應得獲准註冊148，但由於內容含有貶抑（disparage）或不實聯想現仍在

世或已故之人或制度（institutions）、信仰、國家象徵；或使人對之輕蔑（contempt）

或損害其名譽（disrepute）149。 

圖 3-1：商標是否違反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規定流程圖（本文自行整理） 

 

 仔細觀察，無論法條用語是使用「不道德」150、「誹謗性」151、「貶抑」、

「輕蔑」或「損其名譽」等文字，雖然解釋上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其實都具有冒

犯的意涵。目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經確定商標內容含有貶抑現仍在世或已故

之人、制度、信仰、國家象徵；或使人對之輕蔑或損害其名譽之情形，是一種冒

犯性商標；至於其他具有例如不道德、誹謗性等商標可否歸類為冒犯性商標以及

其合憲性，實務上仍有爭論152。 

                                                
148 Graeme B. Dinwoodie, Mark D. Janis,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 law and policy (2007), 
p315-316. 
149 同註 115。 
150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Apr2017) 1203.01:「Although the words “immoral” 
and “scandalous” may have somewhat different connotations, case law has included immoral matter in 
the same category as scandalous matter.」 
151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Apr2017) 1203.01:「In affirming a refusal to register a 
mark as scandalous under §2(a), the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noted dictionary entries that 
defined “scandalous” as, inter alia, shocking to the sense of propriety, offensive to the conscience or 
moral feelings or calling out for condemnation. McGinley, 660 F.2d at 486, 211 USPQ at 673 (holding 
scandalous a mark comprising a photograph of a nude, reclining man and woman, kissing and embracing, 
for a “newsletter devoted to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opics” and for “social club services”). 
The statutory language “scandalous” has also been considered to encompass matter that is “vulgar,” 
defined as “lacking in taste, indelicate, morally crude.” In re Runsdorf, 171 USPQ 443, 444 (TTAB 
1971).」 
152 In re Brunetti, 877 F.3d 1330 (Fed. Cir. 2017).  

 

商標

是否具有不道德、
欺騙性、或誹謗性
的內容；或由其所
組成？

是 不得註冊

否

是否含有貶抑、不實聯
想現仍在世或已故之人
或制度、信仰、國家象
徵或使人對之有輕蔑或
其損害名譽之內容；或
由其所組成？

是 不得註冊

否 得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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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是採取與歐盟商標法制相同設計，僅概括規定商標

如果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法取得註冊，詳細內涵則規範在由行政機關訂

定之「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審查基準對於「冒犯」的詮釋，

認為「商標是否對相關公眾產生明顯之冒犯衝擊，應以可能被冒犯『相關公眾』

之認知為考量，而非僅立於一般多數人或社會主流人士的立場。基於尊重少數及

維護少數人利益，有利於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國家社會多數人的利益固然

應加以保護，特定人或團體的利益亦應等同受到尊重，尤其對於國家、種族、地

區、宗教、團體、族群或個人表示侮辱、戲謔、歧視、不尊重者，可能引發國際

爭端、激起種族仇視，或有使人產生歧視宗教、詆毀特定人、侮蔑特定族群等印

象時，易引起特定人/族群被冒犯的負面感受」153。故本文認為我國實務目前對於

冒犯性商標之說明，是因為基於冒犯性商標會給予國家、種族、地區、宗教、團

體、族群或個人表示侮辱、戲謔、歧視、詆毀或不尊重之負面感受，故拒絕予以

註冊。 

依照目前我國審查基準，認為商標是否妨害公序良俗之觀察方式有兩種，第

一種方式是僅從商標本身之文字、圖形等方面觀察，探究是否具有負面含義，例

如偏激、粗鄙、歧視、或給予他人有明顯冒犯印象，並且不論其指定使用商品或

服務為何154；第二種方式是除了從商標本身之文字、圖形等方面觀察，縱使具有

正面意涵，但如果指定使用於相關商品或服務時，有使相關公眾產生冒犯衝擊，

引起社會相當之動盪及關注；或明顯違反社會經濟活動之競爭秩序或公共利益

155。換言之，本文認為目前我國實務認為「商標」的意涵，除了是指單純商標本

身的文字、圖形等，尚包括結合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 

綜上所述，本文所要探討的冒犯性商標156，是指單純從商標本身的文字、圖

                                                
153 經濟部，同註 8，頁 6。 
154 同前註。 
155 同前註，頁 6-7。 
156 假設已符合商標法第 18條需具有識別性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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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等方面觀察；或者從商標本身的文字、圖形等方面與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

一起觀察，會有給予國家、種族、地區、宗教、團體、族群或個人表示侮辱、戲

謔、歧視、詆毀或不尊重之負面感受。 

第二節、冒犯性商標類型 

當行政機關判斷商標之註冊是否妨害公序良俗時，應就商標本身並參酌註冊

當時社會環境、經濟活動及其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等因素綜合判斷157。根據審查

基準，我國將商標具有妨害公序良俗的情形歸納為十種類型158： 

1、有散布犯罪、暴力、恐怖主義、叛亂或擾亂社會秩序之虞； 

2、冒犯國家民族尊嚴； 

2.1、對本國國家民族具有貶抑或負面聯想； 

2.2、對國內各民族有貶抑或負面聯想； 

2.3、對外國民族有貶抑或負面聯想； 

3、冒犯宗教尊嚴； 

4、冒犯特定社會族群或團體尊嚴； 

5、冒犯特定人尊嚴； 

6、使人心生恐怖或提倡迷信，影響身心健康； 

7、敗壞風化、淫穢、粗鄙不雅之語言或圖形； 

8、著名歷史人物或近代已故著名人物之肖像或名稱； 

9、著名歷史小說虛構人物名稱； 

10、其他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破壞倫理道德觀念。 

而本文所定義之冒犯性商標，似乎形式上僅指審查基準中例釋之第 2、3、

4、5 種類型之商標，但是仔細觀察例如審查基準對於第 7 種商標類型（敗壞風

                                                
157 同註 22。 
158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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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淫穢、粗鄙不雅之語言或圖形）的定義，其中有指明「……若任其在市面上

流通，不僅毫無詼諧之意，反而有使人情緒上被冒犯或羞辱感……」159，又例如

審查基準對於第 9種商標類型（著名歷史小說虛構人物名稱）的定義，其中也有

說明「……人物角色定位為偏激、粗鄙、歧視、或給予他人明顯負面觀感，經考

量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性質，使人產生心生醜惡、羞辱等明顯冒犯印象……」160，

都可以觀察到「冒犯」的含義除了出現在第 2、3、4、5種類型之商標外，其他

種類型之商標亦可能含有「冒犯」的含義。故本文所指的冒犯性商標並無法單獨

歸類於目前審查基準中任一類型，因為每種商標類型的情況都有可能包含冒犯性

商標。因此，本文討論的冒犯性商標，參考審查基準所列舉相關類型，並且結合

前一節關於商標是否妨害公序良俗之觀察方式，重新整理與歸納為三種型態。 

第一種類型冒犯性商標161，是指商標含有淫穢、粗鄙不雅或其他敗壞風化之

語言或圖形而使人有情緒上被冒犯或羞辱感。雖然審查基準將「淫穢」、「粗鄙

不雅」與「敗壞風化」列為三種型態，但本文認為「淫穢」、「粗鄙不雅」僅是

「敗壞風化」的具體化概念，故將「敗壞風化」此ㄧ要件視為概括要件來看待；

至於何謂「淫穢」162、「粗鄙不雅」163或「敗壞風化」164，審查基準並未給予明

確定義，而是僅舉數則核駁案例供未來具體個案參考。 

第二種類型冒犯性商標165，是指商標本身不含有淫穢、粗鄙不雅或其他敗壞

風化之語言或圖形，但有可能單純從商標本身的文字、圖形等方面觀察，會有給

                                                
159 同前註，頁 14。 
160 同前註，頁 16。 
161 主要參考審查基準第 7種類型之商標。 
162 例如審查基準指出：「古墓春宮」使用於電子出版服務。「古墓」為古代墳墓之意，「春宮」
依教育部國語辭典解釋有「淫穢的圖畫或畫面」之意，故「古墓春宮」一詞，在觀念上，其古代

墳墓內淫穢畫面之印象，有引人恐懼不安並違反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應不得註冊。經濟部，同註

8，頁 15。 
163 例如審查基準指出：「精淫島」指定使用於育樂用品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醫療器材零
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等服務。中文「精」、「淫」、「島」分別有心神、貪色放蕩、島嶼

之意，依一般社會通念，「精淫島」本身為粗鄙不雅的文字組合，明顯予人有冒犯衝擊及不愉快

之負面印象，應不得註冊。經濟部，同註 8，頁 15-16。 
164 審查基準並未明確、清楚地指出此類型相關釋例。 
165 主要參考審查基準第 2、2.1、2.2、2.3、3、4、5、8、9種類型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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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國家、種族、地區、宗教、團體、族群或個人表示侮辱、戲謔、歧視、詆毀或

不尊重之負面感受166。 

第三種類型冒犯性商標167，是指從商標本身的文字、圖形等方面與所指定使

用之商品或服務一起觀察，即便商標本身不含有淫穢、粗鄙不雅或其他敗壞風化

之語言或圖形，會有給予國家、種族、地區、宗教、團體、族群或個人表示侮辱、

戲謔、歧視、詆毀或不尊重之負面感受168。 

 

圖 3-2：冒犯性商標類型判斷流程圖（本文自行整理） 

 

 

 

 
 
 
 
                                                
166 例如審查基準指出：「東亞病夫」使用於維他命製劑等商品。「東亞病夫」一詞源自清末，
因國人吸食鴉片，導致身體羸弱，所以遭外國人輕視，係清朝末年中國知識分子自稱、自辱的貶

抑詞，使用該等文字作為商標，可能使人產生詆毀我國人民的負面觀感，應不得註冊。經濟部，

同註 8，頁 8-9。 
167 與第二種類型冒犯性商標相同，主要參考審查基準第 2、2.1、2.2、2.3、3、4、5、8、9種類
型之商標。 
168 例如審查基準指出：「撒奇萊雅 SAKIZAYA」使用於避孕器、麻將等商品。「撒奇萊雅
SAKIZAYA」為原民會 2007 年 1 月正式認定的第 13 族原住民族族名，指定使用於避孕器、麻
將等商品，有使人心生侮蔑負面之聯想，為顧及原住民族人感受，兼顧族群文化認同及民族情感，

應有本款之適用。經濟部，同註 8，頁 10。 

商標

本身是否具有淫
穢、粗鄙不雅或
其他敗壞風化之
語言或圖形？

是 第一種類型

否

單純從商標本身的文字、
圖形等方面觀察，會給予
人冒犯之感受

第二種類型

從商標本身的文字、圖形
等方面與所指定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一起觀察，會給
予人冒犯之感受

第三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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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冒犯性商標司法實務案例 

第一項、國外案例：Matal v. Tam案 

一、案例事實 

The Slants是一支由 Simon Shiao Tam（亦為本案商標申請人，下稱「原告」）

組成的美國亞裔搖滾樂團，西元 2006年時成立在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Oregon, 

Portland）169。原告於西元 2010年 3月 5日向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提出第 77952263號「THE SLANTS」商標申請

案，並指定使用於娛樂，樂團現場表演服務170；同時於申請時附上具有亞裔色彩

的樂團宣傳品作為商標使用證據（specimen）171。 

USPTO商標審查律師（examining attorney）透過二階段測試（two-part test）

172，考量相關證據後認為「THE SLANTS」一詞具有貶抑（disparaging）亞裔族

群之意涵，故最後依蘭哈姆法第 2 條第 a 款禁止貶抑之規定173（下稱「貶抑條

款」）駁回其註冊申請174。原告雖曾向商標訴願暨上訴委員會（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TTAB）尋求救濟，但因未附上訴理由而於西元 2011年 9月

                                                
169 Wikipedia, The Slan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Slants,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170 Goods and Services : IC 041. US 100 101 107; G&S : Entertainment, namely, live performances by 
a musical band. 
171 請參考本文文末附錄一之附件。 
172 為了判斷系爭商標是否具有貶抑性，美國商標審查基準（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Apr2017）1203.03(b)(i)規定判斷時需要適用二階段測試：第一階段是確定系爭事物之
可能意涵，不僅考量字典定義，也要考量該事物與該商標其他部分的關係、商品或服務的性質、

以及該商標用於該等商品或服務市場上的方式；第二階段是如果發現當該等意涵指涉特定人、制

度、信仰或國家象徵時，則該等意涵是否會貶抑大部分特定族群。參考連結：

https://tmep.uspto.gov/RDMS/TMEP/current#/Apr2017/TMEP-1200d1e3042.html（最後瀏覽日：
2018/4/29）。 
173 15 U.S.C. §1052：「No trademark by which the goods of the applicant ma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goods of others shall be refused registration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on account of its nature unless 
it— (a) Consists of or comprises…matter which may disparage…persons, living or dead, institutions, 
beliefs, or national symbols, or bring them into contempt, or disrepute…」 
174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aseId=sn7795226
3&docId=SPE20100309081312#docIndex=10&page=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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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遭 TTAB駁回175。 

西元 2011 年 11 月 14 日，原告再次向 USPTO 提出第 85472044 號「THE 

SLANTS」（下稱「系爭申請商標」）商標申請案，並同樣指定使用於娛樂，樂

團現場表演服務176。為了避免使 USPTO商標審查律師就「THE SLANTS」一詞

與亞裔產生聯想，因此這次原告附上與亞裔無關之宣傳品作為商標使用證據177，

惟 USPTO商標審查律師經過二階段測試後，仍以系爭申請商標具有貶抑亞裔美

國人（a substantial composite of Asian-Americans）之意思，於西元 2012年 12月

20日依貶抑條款駁回原告商標申請案178。 

案件經原告上訴至 TTAB，TTAB適用二階段測試後亦認為「Slants」是一個

貶抑亞裔族群的字眼，於西元 2013年 9月 26日仍維持駁回決定179，原告遂向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提起訴訟。 

 

                                                
175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caseviewer/pdf?caseId=77952263&d
ocIndex=1&searchprefix=sn#docIndex=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176  Goods and Services : IC 041. US 100 101 107; G&S : Entertainment in the nature of live 
performances by a musical band. 
177 請參考本文文末附錄二之附件。 
178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aseId=sn8547204
4&docId=OOA20120106141418#docIndex=16&page=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179 USPTO, THIS OPINION IS A PRECEDENT OF THE T.T.A.B, http://ttabvue.uspto.gov/ttab
vue/v?pno=85472044&pty=EXA&eno=1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Word Mark 
 

表 3-1：THE SLANTS（Serial Number：77952263） 
 

Word Mark  

表 3-2：THE SLANTS（Serial Number：8547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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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一）合議庭見解（Panel decision） 

由於原告在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除了主張 TTAB錯誤地認為「THE SLANTS」

一詞具有貶抑含義，同時也針對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之合憲性提出挑戰180，所

以法院分成兩部分做探討。 

法院首先就系爭申請商標以二階段測試進行貶抑性分析181。在第一階段測試

中法院認為「slants」在字義上雖有多種解釋，但無論是從 TTAB 曾引用傳統字

典及俚語字典（slang dictionaries）之定義，或者是由原告自己所提出的字典中，

皆包涵將「slants」這個詞解釋為貶抑亞裔出生或祖先來自東方的亞洲族群182；又

同時考量原告在市場上使用此商標之方式，法院認為在本案中「slants」一詞確實

是指涉亞裔之涵義183。在第二階段測試中法院依相關證據，包括原告自己所提供

之字典，皆認為當「slants」指涉亞裔時，有輕蔑、冒犯或汙辱種族之意184。最後

法院支持 TTAB認定「THE SLANTS」字義上對於亞裔族群會構成貶抑的見解，

並維持不予系爭申請商標註冊之決定185。 

至於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合憲性探討，法院首先根據 In re McGinley案186

所做出之先例，拒絕原告主張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對言論自由產生違憲之限制

187。該先例認為當 USPTO以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為由拒絕商標註冊時，因為

並不影響商標申請人仍得自由使用該商標，所以並未侵害憲法第一增補條文

                                                
180 In re Tam, 785 F.3d 567, 569 (Fed. Cir. 2015). 
181 Id. 
182 Id. at 570. 
183 Id. at 570-571. 
184 Id. at 571. 
185 Id. at 573. 
186 In re McGinley, 660 F.2d 481 (C.C.P.A. 1981). 
187 Supra note 180, at 57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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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Amendment）188所保障的權利189。此外，原告主張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

中所指例如「誹謗」（scandalous）與貶抑（disparage）之用語並不明確與過於主

觀，所以因此認為該條文應過於含糊而違憲（unconstitutionally vague），但法院

認為 TTAB 是遵循與操作已發展成熟的二階段測試來判斷系爭申請商標是否具

有貶抑性質，所以並不認為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過於含糊而違憲190，同時原告

已享有一個完整的機會得向 USPTO陳述意見以及向 TTAB提出申訴，因此法院

拒絕關於違反正當程序（due process）之主張191。法院更依照相關證據指出 USPTO

拒絕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是基於原告使用方式，而不是基於歧視原告身分，所以

並沒有支持原告所稱 USPTO拒絕系爭申請商標註冊是違反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的見解192。綜合以上理由法院認為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未構

成違憲情形193。 

雖然西元 2015年 4月 20日由三人組成的合議庭判決全票支持 TTAB的見

解，並由Moore法官（Kimberly A. Moore）主筆本案判決書，但特別的是Moore

法官同時在判決中另外撰寫了一份「附加觀點」（additional views），質疑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的前身—聯邦海關暨專利上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CCPA）於 In re McGinley案所發展的先例是否合憲194。Moore法官認

為該判決中對於涉及憲法第一增補條文關於言論保障的分析並沒有法理上的支

撐，因此建議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於 In re McGinley 案的見解進行重新審查

                                                
188 U.S. CONST. amend. I：「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189 Supra note 185. (“With respect to appellant’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it is clear that the PTO’s 
refusal to register appellant’s mark does not affect his right to use it. No conduct is proscribed, and no 
tangible form of expression is suppressed. Consequently, appellant’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would not 
be abridged by the refusal to register his mark.”) 
190 Supra note 180, at 572. 
191 Id. at 572-573. 
192 Supra note 185. 
193 Id. 
194 Id. at 57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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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195。 

（二）聯席庭見解（En banc decision） 

西元 2015年 4月 27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主動撤銷（vacate）合議庭做出

的判決，同時依職權（sua sponte）命全院審理（en banc hearing），嚴格限制只

針對「禁止貶抑性的文字或圖形等做為商標註冊」的法律規定是否違憲進行審判

196。西元 2015年 12月 22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駁回了 TTAB的決定197。 

1. 貶抑條款適用且無法通過嚴格審查 

法院認為貶抑條款是基於「訊息不被贊同（disapproval of the message）」而

予以歧視，並非是與言論內容無關（content neutral）或者觀點中立（viewpoint 

neutral）的限制198。儘管政府199認為貶抑條款僅消除了特定的詞（words）而非抹

除任何特定的觀點，因此認為貶抑條款是觀點中立200。但法院發現當 USPTO審

查商標時，認為商標申請人的商標以相關團體的角度檢視所接受到的訊息，如果

是負面的（negative）則拒絕予以註冊201；如果商標申請人證明得使相關團體能

感受到正面的訊息，即便該商標含有在另一種脈絡下產生令人冒犯的語言，商標

申請人也可以取得該商標註冊。在這種情況之下，法院認為貶抑條款並非平等對

待一個商標，而是基於一個「冒犯觀點」而造成政府將言論課予負擔（burden）

                                                
195 Id. at 585. (“It is time to revisit the holding in McGinley in light of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and the trademark registration funding regime.”) 
196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IN RE: TAM [ORDER], 
http://www.cafc.uscourts.gov/content/re-tam-order,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The briefs should 
address the following issue: Does the bar on registration of disparaging marks in 15 U.S.C. §1052(a) 
violate the First Amendment? ”) 
197 In re Tam, 808 F.3d 1321 (Fed. Cir. 2015). 
198 Id. at 1334. (“The Disparagement Provision, Which Discriminates Based on Disapproval of the 
Message, Is Not Content or Viewpoint Neutral.”) 
199 在判決書中聯席庭是以政府（Government）一詞為主詞，用來代表 USPTO 對於貶抑條款主
張合憲之見解。 
200 Supra note 198, at 1337. (“The government argues that §2(a) is viewpoint neutral because it does not 
eliminate any particular viewpoint—only particular words.”) 
20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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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法院認為這種形態的管制並不能因此被合理化視為內容中立或者觀點中立的

限制手段203。 

法院更進一步說明，具有「對一個特定群體冒犯或敵意」的言論其實傳達了

一個特殊的觀點，這個觀點來自於言論中傳達出關於該群體的積極（positive）訊

息204，例如「STOP THE ISLAMISATION OF AMERICA」與「THINK ISLAM」

這兩個商標分別表達兩種不同的觀點，但是根據貶抑條款，其中一個觀點

（THINK ISLAM）獲得了可以註冊的利益，而另一個觀點（STOP THE 

ISLAMISATION OF AMERICA）則無法取得註冊。因此法院認為貶抑條款是具

有觀點歧視的言論管制規定，為了扼殺人民使用某些不受歡迎的訊息205。此外，

雖然商標有時可能被視為是商業言論，因而受到的保護程度低於非商業言論，但

法院認為貶抑條款所管制的是商標表達方面（expressive aspects of the mark），並

非商業言論的功能206。 

基於上述理由，法院認為貶抑條款是政府因為「所傳遞的訊息不被贊同

（disapproval of the message conveyed）」，而否認關於私人言論之重要法律權利，

所以應先推定該條款是違憲而無效，除非能通過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但

在本案中法院指明政府並未主張貶抑條款是如何滿足嚴格審查207。 

 

                                                
202 Id. (“Section 2(a) does not treat identical marks the same. A mark that is viewed by a substantial 
composite of the referenced group as disparaging is rejected. It is thus the viewpoint of the message 
conveyed which causes the government to burden the speech.”) 
203 Id. 
204 Id. (“Speech that is offensive or hostile to a particular group conveys a distinct viewpoint from speech 
that carries a positive message about the group.”) 
205 Id. (“Section 2(a) is a viewpoint-discriminatory regulation of speech, created and applied in order to 
stifle the use of certain disfavored messages.”) 
206 Id. 
207 Id. at 1339. (“Because §2(a) discriminate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conveyed by 
the speech, it follows that it is presumptively invalid, and must satisfy strict scrutiny to be found 
constitutional. ‘In the ordinary case it is all but dispositive to conclude that a law is content-based and, 
in practice, viewpoint-discriminatory.’ Sorrell, 131 S. Ct. at 2667. The government here does not even 
argue that §2(a) satisfies strict scru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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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貶抑條款無法豁免於憲法第一增補條文之限制 

政府在此提出三大理由認為貶抑條款並未違反憲法第一增補條文的保障。第

一，貶抑條款完全不涉及憲法第一增補條文，因為貶抑條款並沒有禁止任何言論

表達，即便無法取得註冊，在本案原告仍可自由地在商業環境中使用系爭申請商

標；第二，「商標註冊」應是一種政府言論，因此政府可以授予（grant）或拒絕

商標註冊而與憲法第一增補條文無關；第三，貶抑條款只是保留讓政府對原告之

言論行使補貼（government subsidy），在政府補貼計劃（government subsidy 

program）的框架下是合法的規範208。 

對於政府第一個論點，法院認為商標所有人雖然於商業上仍然可以使用被聯

邦政府拒絕註冊之商標，但不可否認註冊聯邦商標後商標所有人被賦予「真正顯

著和具經濟價值」的利益209。換言之，儘管貶抑條款沒有壓迫或懲罰言論的表達，

但相較於已註冊商標所獲得實質上權利，如果 USPTO僅因認定某些商標可能具

有冒犯或貶抑的意味而不予註冊，亦即僅因為基於該商標表達的內容而剝奪了商

標申請人的實質利益，法院認為此時足以歸納貶抑條款將會對於言論造成寒蟬效

應（chilling effect）210。 

對於政府第二個論點，法院認為「商標註冊」不是政府言論，因為商標是用

以作為商品或服務來源標識為目的，並且這個目的與「商標與政府依附相關」的

概念是對立的211。政府登記的表現形式（例如商標註冊）並不會將基礎言論

（underlying speech）轉化為政府言論，當政府註冊一個商標時，它表達的唯一訊

                                                
208 Id. (“First, the government suggests that §2(a) is immune from First Amendment scrutiny because it 
prohibits no speech, but leaves Mr. Tam free to name his band as he wishes and use this name in 
commerce. Second, the government suggests that trademark registration is government speech, and thus 
the government can grant and reject trademark registrations without implicating the First Amendment. 
Finally, the government argues that §2(a) merely withholds a government subsidy for Mr. Tam’s speech 
and is valid as a permissible definition of a government subsidy program. We reject each of the 
government’s arguments.”) 
209 Id. at 1340. 
210 Id. at 1341-1342. 
211 Id. at 1345. (“A mark’s purpose—to identify the source of goods—is antithetical to the notion that a 
trademark is tied to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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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就是「該商標已註冊」212。此外，商標是私人所持有的，並不是由政府創造、

擁有、壟斷、規模化或格式化，而且也不會立即被理解為用來執行任何政府功能

（例如獨特可見的車輛識別），或者被用作為傳達政府言論的平台213；因此，法

院認為當 USPTO註冊一個商標時就是在管制私人言論214。 

對於政府第三個論點，法院並不認同貶抑條款的存在是基於政府所形塑

（shaping）的一種補貼計畫（subsidy program），並且認為這與長久以來建立的

違憲條件原則（un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doctrine）相反215。根據違憲條件原則，

儘管一個人沒有權利獲得有價值的政府利益（governmental benefit），或者政府

可能因為許多理由而拒絕給他這些利益，但同時也存在有些理由政府無法主張拒

絕給予這些利益，至少這些理由不能是基於侵害人民憲法上所保障的利益—尤其

是言論自由216。 

法院認為「商標註冊」是一個管制措施（regulatory regime），而不是一種政

府補貼計畫，因為商標權人雖然從商標註冊所獲得到的利益是有價值的，但該利

益並非包含給予金錢，所以並不直接與國庫有關217。而且從立法背景觀察，蘭哈

姆法是源自於憲法的商業條款218（Commerce Clause）而非支出條款219（Spending 

Clause）220；其立法目的更說明蘭哈姆法是規範用於州際貿易的商標避免消費者

                                                
212 Id. at 1346. 
213 Id. 
214 Id. at 1348. 
215 Id. at 1348-1349. 
216 Id. at 1349. (“Under the un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doctrine: [E]ven though a person has no ‘right’ 
to a valuable governmental benefit and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may deny him the benefit for any 
number of reasons, there are some reasons upon which the government may not rely. It may not deny a 
benefit to a person on a basis that infringes his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interests—especially, his 
interest in freedom of speech.”) 
217 Id. at 1354. 
218 Supra note 109. 
219 U.S. CONST. art. I, § 8, cl. 1：「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lay and collect Taxes, Duties, 
Imposts and Excises, to pay the Debts and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ce and general Welfa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l Duties, Imposts and Excises shall be uniform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220 Supra note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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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誤認，並且保護商標所有人的商譽，而非補貼商標所有人221。 

3. 貶抑條款即便受 Central Hudson Test檢驗仍是違憲 

法院承認商標時常被視為商業言論，但並不表示當政府管制商標時法院必須

依照 Central Hudson案222發展的中度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ecrutiny standard）

223去檢視。正如同本案所面對的貶抑條款是基於言論表達的限制，法院認為應該

以憲法第一增補條文的標準去檢視其合憲性，並且適用嚴格審查去檢視貶抑條款

224。此外，即便認為貶抑條款所管制的是商業言論，因而必須去適用 Central 

Hudson 案所揭示的中度審查架構檢視管制貶抑條款的合憲性，法院認為結論仍

是違憲225，因為貶抑性商標（如同系爭申請商標）並沒有任何非法交易或誤導的

情況發生226，並且認為在本案中 USPTO無法說服法院有具體實質的政府利益，

正當化政府的管制行為227。 

最後法院撤銷 TTAB 拒絕註冊系爭申請商標的決定，並將本案發回 TTAB

重新審理。 

三、聯邦最高法院 

西元 2016 年 4 月，USPTO 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在其請求移送令狀

                                                
221 15 U.S.C. §1127：「… The intent of this chapter is to regulate commerce within the control of 
Congress by making actionable the deceptive and misleading use of marks in such commerce; to protect 
registered marks used in such commerce from interference by State, or territorial legislation; to protect 
persons engaged in such commerce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to prevent fraud and deception in such 
commerce by the use of reproductions, copies, counterfeits, or colorable imitations of registered marks; 
and to provide rights and remedies stipulated by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respecting trademarks, trade 
name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nations.」 
222 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rp.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New York, 447 U.S. 557 
(1980). 
223 在西元1980年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rp.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New York案
中，聯邦最高法院針對政府管制商業言論時建立相關審查標準。此標準適用的前提是廣告必須以

合法交易為目的，且內容不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一旦符合這個前提，舉證責任則轉換到政府，

此時政府必須證明：一、政府追求之利益為具體實質；二、管制本身能直接增進該利益之達成；

三、手段未逾越增進該利益所必要之程度。 
224 Supra note 197, at 1355. 
225 Id. 
226 Id. at 1355-1356. 
227 Id. at 1356-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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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中提問貶抑條款本身是否有違反了憲法第一增補

條文保障言論自由之違憲疑義（facially invalid）228。同年 9月，聯邦最高法院同

意受理上訴並於隔年 1月 18日聽取了口頭辯論。西元 2017年 6月 19日，聯邦

最高法院判決認為貶抑條款因為違反了憲法第一增補條文的基本精神—言論不

該因表達冒犯的意見而被禁止，所以宣告違憲229。 

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政府230主張「貶抑條款與憲法第一增補條文無關」最主

要的理由有三個：第一，商標是一種政府言論（government speech），並非私人

言論（private speech）；第二，商標是一種政府補助（government subsidy）的形

式；第三，貶抑條款的合憲性應適用於一種新的政府計畫原則（government-

program doctrine）來做檢視231。然聯邦最高法院並不同意這些看法。 

首先，聯邦最高法院說明言論自由條款（Free Speech Clause）並不規範政府

言論，因為當一個政府單位（government entity）開始採取行動時，它必然需要一

個特定的觀點並拒絕其他觀點，所以政府並不需要維持觀點中立，此即為政府言

論原則（Government-speech doctrine）232。雖然政府言論原則是必要且重要的，

但當法院在擴大政府言論先例（Government-speech precedents）時要特別謹慎，

否則輕易地認為當私人言論添上（affixing）「政府核准」就可以變成政府言論，

                                                
228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15-1293, https://www.supremecourt.gov/search.aspx?
filename=/docketfiles/15-1293.htm, last visited April 19, 2018. 
229 在聯邦最高法院宣告貶抑條款違憲後，美國專利商標局已修改其商標審查基準（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依照目前版本（October 2017）的商標審查基準已刪除審查商
標是否具有貶抑性之規定（“… Consists of or comprises immoral, deceptive, or scandalous matter; or 
matter which may disparage or falsely suggest a connection with persons, living or dead, institutions, 
beliefs, or national symbols, or bring them into contempt, or disrepute; …”）。參考連結：
https://tmep.uspto.gov/RDMS/TMEP/current#/current/TMEP-1200d1e3042.html（最後瀏覽日：
2018/3/30）。 
230 在判決書中聯邦最高法院是以政府（Government）一詞為主詞，用來代表 USPTO 對於貶抑
條款主張合憲之見解。 
231 Supra note 3, at 1757. (“Specifically, the Government contends (1) that trademarks are government 
speech, not private speech, (2) that trademarks are a formof government subsidy, and (3) that the 
constitutionalityof the disparagement clause should be tested under a new ‘government-program’ 
doctrine.”) 
232 Id. (“When a government entity embarks on a course of action, it necessarily takes a particular 
viewpointand rejects others. The Free Speech Clause does not require government to maintain viewpoint 
neutrality when it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speak about that 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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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政府就可以藉此消除異見233。此外，商標審查人員並不會基於商標表達的觀

點而予以核駁註冊，主要考量仍是蘭哈姆法第 2條第 a款的要件，如果符合要件

就應核准註冊；一旦完成商標註冊，USPTO就無法擅自將商標從註冊簿中刪除，

除非發生商標申請人撤回申請、商標註冊期滿未延展等法定事項234。基此，聯邦

最高法院表示難以認同「已註冊商標的內容」是政府言論235，而且並沒有證據顯

示公眾會將商標的內容與聯邦政府聯想在一起236，甚至 USPTO亦已曾明確表示

「商標註冊」並非代表 USPTO贊同（approve）這個商標237。如果「商標註冊」

這個行為會使商標轉化為政府言論的一種，將巨大且危險地延伸政府言論原則，

因為如果商標註冊可以構成政府言論，政府的其他註冊制度將可以輕易地以同樣

方式歸納成為政府言論238。 

而政府認為貶抑條款的合憲性是基於商標註冊制度為一種政府計劃

（government programs），補助（subsidize）言論表達某個特定的觀點239，例如

在 Rust v. Sullivan 案240中，政府為私人提供計畫生育服務的資金、在 National 

Endowment for Arts v. Finley案241中，政府捐贈現金給予藝術家；但聯邦最高法院

認為商標註冊和這些情況不可相提並論242，因為政府並未支付現金給予商標申請

人，相反地，商標申請人必須向政府繳納註冊費才得註冊商標。此外，往後商標

權人為了維持已註冊商標的存在，必須每十年向政府再付一筆延展註冊申請費；

                                                
233 Id. at 1758. (“If private speech could be passed off as government speech by simply affixing a 
government seal of approval, government could silence or muffle the expression of disfavored 
viewpoints. For this reason, we must exercise great caution before extendingour government-speech 
precedents.”) 
234 Id. 
235 Id. 
236 Id. at 1760. 
237 Id. at 1759. 
238 Supra note 236. 
239  Id. (“… this case is governed by cases in which this Court has upheld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government programs that subsidized speech expressing a particular viewpoint.”) 
240 Rust v. Sullivan, 500 U.S. 173 (1991). 
241 National Endowment for Arts v. Finley, 524 U.S. 569 (1998). 
242 Supra note 3, at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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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費用已經足以支撐過往近 27年的商標註冊制度243。 

至於政府敦促聯邦最高法院能夠創造一個能夠適用於政府計畫

（government-program）案例的新原則，用以維持貶抑條款合憲性之主張244。聯

邦最高法院認為這個論點僅新加入兩則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見解245，簡單地將法院

關於政府言論先例和政府補貼先例合併，並且試圖構建一個更可以廣泛適用於

「商標註冊」的理論246，但這個理論仍與「商標註冊」無關；另外指出較為相關

的情況應該是政府為私人言論創造一個有限制的公共論壇（limited public forum）

時所涉及關於言論自由之議題247。當政府創建這種論壇時，無論是從字面上意義

或是從形上學觀點（“metaphysical” sense）來探究，政府所為某些「基於內容或

身分」之限制或許可以被允許248，但在這種情況下「觀點歧視（viewpoint 

discrimination）」也是被禁止的249。聯邦最高法院說明本案是使用較為廣義的詞

—觀點歧視，從這個意義上探討，貶抑條款是禁止「帶有冒犯任何團體中相當比

例成員之商標」註冊，但這本身就是一種歧視，因為「提出冒犯的言論」本身也

是一種觀點250，換言之，貶抑條款是基於「觀點」本身而予以歧視251。 

當聯邦最高法院確認完貶抑條款是與憲法第一增補條文有關，再來是探討該

使用何種標準去檢視其合憲性252。在此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並沒有必要解決商標是

否是商業言論的爭辯，因為貶抑條款甚至不能通過 Central Hudson review的審查

                                                
243 Id. (“Quite the contrary is true: An applicant for registration must pay the PTO a filing fee of $225–
$600…And to maintain federal registration, the holder of a mark must pay a fee of $300–$500 every 10 
years…The Federal Circuit concluded that these fees have fully supported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the 
past 27 years.”) 
244 Id. (“… the Government urges us to sustain the disparagement clause under a new doctrine that would 
apply to ‘government-program’ cases.”) 
245 Davenport v. Washington Ed. Assn., 551 U.S. 177 (2007)；Ysursa v. Pocatello Ed. Assn., 555 U.S. 
353 (2009). 
246 Supra note 3, at 1761-1762. 
247 Id. at 1763. 
248  Id. (“When government creates such a forum, in either a literal or ‘metaphysical’ sense, see 
Rosenberger, 515 U.S., at 830, some content-and speaker-based restrictions may be allowed, see id., at 
830–831.”) 
249 Id. 
250 Id. 
251 Id. 
252 Id. at 1763-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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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在 Central Hudson案的審查標準下，言論之限制必須為了滿足政府所欲追求

之實質利益，並且其手段必須嚴密剪裁（narrowly drawn）254。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貶抑條款的限制利益可能有兩個，第一，政府有阻止表達冒犯性言論的利益

（prevent speech expressing ideas that offend）255；第二，政府為了保護商業秩序

之運作（the orderly flow of commerce）256。針對第一個利益，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言論表達自由是憲法第一增補條文所要保護的核心，即便是仇恨性（hateful）言

論也應受保護257。針對第二個利益，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所討論的貶抑條款涵

蓋任何商標，無論貶抑任何人、團體或制度都有適用，並沒有限縮範圍達到Central 

Hudson審查標準所要求之嚴密剪裁手段258。 

因此基於上述理由，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貶抑條款違反憲法第一增補條文而違

憲，並且支持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聯席庭的見解259。 

第二項、國內案例：「撿肥皂設計字」商標註冊案 

一、案例事實 

撿肥皂工作室是一家於網路上販售手工皂的國內業者260，而本案商標申請人

                                                
253 Id. at 1764. 
254 Id.  
255 Id. 
256 Id. 
257 Id. (“But no matter how the point is phrased, its unmistakable thrust is this: The Government has an 
interest in preventing speech expressing ideas that offend. And, as we have explained, that idea strikes 
at the heart of the First Amendment. Speech that demeans on the basis of race, ethnicity, gender, religion, 
age, disability, or any other similar ground is hateful; but the proudest boast of our free speech 
jurisprudence is that we protect the freedom to express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 United States v. 
Schwimmer, 279 U.S. 644, 655, 49 S.Ct. 448, 73 L.Ed. 889 (1929) (Holmes, J., dissenting).”) 
258 Id. at 1764-1765. (“A simple answer to this argument is that the disparagement clause is not ‘narrowly 
drawn’ to drive out trademarks that support invidious discrimination. The clause reaches any trademark 
that disparages any person, group, or institution. It applies to trademarks like the following: ‘Down with 
racists,’ ‘Down with sexists,’ ‘Down with homophobes.’ It is not an anti-discrimination clause; it is a 
happy-talk clause. In this way, it goes much further than is necessary to serve the interest asserted.”) 
259 Id. at 1765. 
260 撿肥皂工作室臉書專頁，關於，https://www.facebook.com/pg/SoapPicker/about/?ref=page_inter
nal（最後瀏覽日：201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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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原告」）為撿肥皂工作室的負責人261。原告於民國 103年 11月 5日，

以「撿肥皂設計字」商標（下稱「系爭申請商標」）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

「被告」）申請註冊262，並且指定使用於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9條所定商品及服

務分類表第 035類263。 

在商標註冊審查時，被告認為從文義觀察「撿肥皂」一詞雖然有「拾取肥皂

之意」，但是「依現今流行用語，另有肥皂掉在地上彎腰下去撿的時候會受到同

性背後的攻擊，意指同性男人的性行為，……故依照現今一般社會通念，中文『撿

肥皂』本身之新意易予人負面感受或印象」264。此外，被告認為系爭申請商標是

使用「類似臀部圖形化之中文『撿』結合中文『肥皂』分置上下組合而成，整體

圖樣並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脫離現今對中文『撿肥皂』之前述認知；……以之作

為商標指定使用於廣告……等服務，有可能給予他人不快之負面感受或印

象……」265。最後認為原告將系爭申請商標作為商標並指定使用於前述廣告、網

路購物、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批發等服務，有可能給予他人不快之負面感受或印象，

                                                
261 撿肥皂工作室之登記機關為臺北市商業處，商業統一編號為 34781721，核准設立日期為民國
99年 9月 3日，組織類型為獨資。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https://findbiz.nat.gov.t
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最後瀏覽日：2018/3/17）。 
262 申請案號：103063699，申請日期：103/11/5。 
263 第035類：「廣告；代理進出口服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提供；
網路拍賣；為工商企業籌備商展服務；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商店；購物中心；郵購；電視

購物；網路購物；為消費者提供商品資訊及購物建議服務；量販店；百貨商店；家庭日常用品零

售批發；手工藝品零售批發；化粧品零售批發；化學製品零售批發；藥物零售批發。」 
264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64237號/本文/說明/二/(一)。 
265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64237號/本文/說明/二/(二)。 

商標名稱 撿肥皂設計字 

商標圖樣 

 

表 3-3：撿肥皂設計字（核駁公告日期：10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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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而予以核駁原告商標註冊之申請。 

原告不服向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下稱「訴願會」）提起訴願。訴願會首

先從文義上觀察，認為系爭申請商標中的「『撿肥皂』依其字面文義固為拾取、

挑選肥皂之意，惟經以 GOOGLE、YAHOO 奇摩搜尋引擎查詢結果及百度百科

等網頁資料可知，依現今之流行用法，『撿肥皂』一詞有指沐浴時肥皂掉在地上

彎腰下去撿時，恐遭到他人從背後性攻擊之意，為源自軍中或監獄之詞彙，該用

語予人有強勢者對弱勢者霸凌之負面印象，易令人心生不快、厭惡或被冒犯之感

受」266。此外，訴願會認為系爭申請商標「圖樣之中文『撿』字具有類似臀部圖

形化之設計，結合中文『肥皂』2字後，其整體圖樣實不能免除一般消費者將其

與前述強勢者對弱勢者之霸凌意涵產生聯想，倘核准其註冊，不啻強調該等概念，

自與前揭商標法規範之目的與內涵未合。故予消費者之直接認知，難謂無令人心

生不快、厭惡或被冒犯之感受，而足以影響社會風氣」267，所以亦認為系爭申請

商標有違反公序良俗，於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維持原處分。原告遂向智慧財產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行政判決 

法院整理原、被告雙方之主張後，認為主要爭點在於系爭申請商標有無妨害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而有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之不得註冊事由。 

首先法院先定義何謂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認為是指「商標圖樣本身有

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參照最高法院 91年度判字

第 206 號行政判決）」268，並且說明「因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為不確定之法律概

念，故適用本條款之判斷，應就商標所呈現之文字或圖形，在申請註冊時有關背

                                                
266 經濟部訴願決定書/經訴字第 10406317560號/理由/四/(二)。 
267 同前註。 
268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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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對社會經濟活動之影響等因素，為具體內容之考量」269。因此要先判斷系爭

申請商標是否妨害國家與社會生活之共同要求，或者違反國民之一般倫理與道德

觀念270，才能認定系爭申請商標有無違反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 

法院首先從字面文義觀察，認為「撿肥皂依其字面意義固為拾取肥皂之意，

惟依現今社會流行用法，其有沐浴時撿拾掉落地面之肥皂，恐遭受他人從背後性

攻擊之意。因該詞彙源自於軍隊與監獄，通常係指男性強勢者對弱勢者之性暴力，

屬於一個具冒犯性及有負面感受之詞彙」271，所以法院認為「撿肥皂」這一個詞

彙具有冒犯性，以及會給予人有負面之感受。 

接下來法院觀察系爭申請商標之圖案，認為是「偏激、粗鄙及給予他人不快

印象之文字與圖形組合……有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一般道德觀念，明顯有被冒犯

之負面感受或印象」272，並且說明「商標除具有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外，

亦有維護法律秩序、倫理道德、市場公平競爭、消費者利益等公益考量」273，所

以認為系爭申請商標之圖樣「所客觀傳達者，具有表達負面之印象，且有使人心

生不快、厭惡或有被冒犯之感受，或有其他足以影響社會風氣之事由」274，而因

此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 

法院更從相關消費者立場探討，認為「系爭申請商標圖樣之中文『撿』字，

具有類似臀部圖形化之設計，結合『肥皂』中文後，其整體商標圖樣，益徵相關

消費者將其與強勢者對弱勢者之霸凌間產生聯想，核准其註冊，顯與商標法規範

之目的未合」275，假使允許系爭申請商標註冊，「就相關消費者之認知以觀，系

爭申請商標使人心生不快、厭惡或被冒犯之感受，而足以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

                                                
269 同前註。 
270 同前註。 
271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肆/三/(一)。 
272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肆/三/(二)。 
273 同前註。 
274 同前註。 
275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肆/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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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276，而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發生。 

最後法院從系爭申請商標之文字或圖形意涵綜合判斷，認為「認定商標之文

字或圖形意涵是否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時，除應考量字典定義外，亦需考量

商標整體之設計、商品性質及指定商品之市場使用情形，並應立於一般社會大眾

之角度考量，不得拘泥於申請人自身主觀之想法」277。基於前述理由，法院認為

「系爭申請商標圖樣整體予人之印象，有直接傳達弱者遭受強者性暴力之負面感

受」278，故系爭申請商標有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不得註冊之事由。 

綜上所述，法院認為「系爭申請商標圖樣之中文『撿』字，具有類似臀部圖

形化之設計，結合『肥皂』中文後，其整體商標圖樣，相關消費者將其與強勢者

對弱勢者之霸凌間產生聯想」279，所以認定系爭申請商標違反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判決原告敗訴280。 

第三項、小結 

Matal v. Tam案與「撿肥皂設計字」商標註冊案，皆涉及商標在註冊時面臨

公序良俗條款適用上的爭議，此外，這兩個案件更同時牽涉商標具有貶抑性質的

情況。 

在Matal v. Tam案，可以完整地看到從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到聯邦最高法院，

整理與詮釋商標註冊的意義，並且探討商標的本質，經過多方論證後發現商標註

冊後仍是私人言論，以此為基調進一步納入美國憲法第一增補條文保障人民言論

自由之相關議題作深入探討。 

                                                
276 同前註。 
277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肆/三/(四)。 
278 同前註。 
279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行商訴字第 38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伍。 
280 民國 105年 6月 16日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原告敗訴並經同年 9月 22日最高行政法院以上訴不
合法裁定駁回原告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裁字第 1224號裁定），本案最後敗訴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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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撿肥皂設計字」商標註冊案中，由於是我國智慧財產法院首次面對不

予具有貶抑性質之商標註冊案件，目前法院對於此類商標之見解仍偏向尊重行政

機關。有趣的是，本文觀察到在訴願階段，訴願會曾提及有關言論自由之議題：

「商標除具有表彰商品/服務來源之功能外，因亦有傳達個人理念、願景，或表達

個人言論、思想之作用」281，但可惜的是訴願會接下來即直接探究商標權行使的

限制：「惟商標權之行使並非漫無邊際而完全不受拘束，是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7款規定，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此即基於維繫法

律秩序及倫理道德、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利益等公益考量，以法律明

文規定對其加以限制」282，並未探討商標註冊與針對言論事前限制之關聯性，也

並未考慮「商標」與「商標權的行使」是兩個可以獨立探討的可能性。 

 與Matal v. Tam案相較，我國法院目前尚未將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

相關議題納入討論，或許「撿肥皂設計字」商標註冊案發生的時間點尚未出現「商

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法院對於商標法領域中公序良俗的具體

內涵仍處於初步階段。因此本文於下一章將以我國目前對於商業言論事前限制之

釋憲實務，嘗試分析審查基準限制冒犯性商標註冊之合憲性。 

  

                                                
281 經濟部訴願決定書/經訴字第 10406317560號/理由/四/(一)。 
28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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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冒犯性商標合憲性探討 

第一節、我國言論自由之保障 

第一項、言論自由之意義 

 人性尊嚴的表現，展現於外部在於不受任意之逮捕、拘禁；於內部莫過於其

內心之思想活動不受到干預283。思想為個人意志與人生觀、社會觀、宗教觀與宇

宙觀之總和284，國家權力於任何情況下對於個人思想不應有任何干預與強制之行

為285，正如釋字第 567 號解釋理由書中所說：「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

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

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

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縱國家處於

非常時期，出於法律規定，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皆所不許，

是為不容侵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 

由思想自由所表現於外者乃表現自由286。所謂「表現」是指將思想、觀念或

意見以言行或其他可作為傳達的方法表現於外287。表現自由之價值在於可以實現

個人成就、透過思想自由期待發現真理、促進政治參與、令人民暢所欲言，保持

社會安定並呈現多元化之社會288。我國憲法第 11條即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

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明定保障人民之表現自由。 

 

                                                
283 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184，2012年 9月（六版）。 
284 同前註。 
285 同前註，頁 185。 
286 同前註。 
287 同前註，頁 199。 
288 同註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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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言論自由相關理論 

言論自由必須由憲法加以保障之原因，在於其具有重要價值289。探究關於為

什麼憲法要保護言論自由，較常提及之見解有三，分別是追求真理說（言論自由

市場說）、健全民主程序說與表現自我說。 

一、追求真理說（言論自由市場說） 

國家之所以要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目的在於能夠幫助人民發見真理，增長知

識。因為言論思想的自由競爭如同開放的自由市場競爭，在市場經濟的機能下能

發揮去蕪存菁效果，最終能在自由市場上得以生存者即為優良產品，而劣質品終

將乏人問津290。只要開放言論市場讓所有言論自由競爭，人民如同市場經濟中的

消費者，自然而然地會做出最佳且正確的選擇，同時，在言論自由市場中人民必

須為其所選擇之真理接受其他言論或思想的挑戰；政府對於言論之禁止或予以事

前限制，反而將使市場競爭機制受到扭曲291。簡言之，此說認為經由言論的自由

開放，將可以幫助我們從真理與謬論邪說之競爭中發現真理292。 

二、健全民主程序說 

健全民主程序說之理論前提在於「人民自治」之民主政治，而「人民自治」

之意義在於統治者統治之合法權力源自於被統治者同意；如果缺少了被統治者的

同意，則統治者之權力即非屬合法正當293。言論自由之價值即在其有助於人民健

全民主政治程序的運作，透過保障言論之自由，提供社會大眾在依照民主程序參

與政治決定時所需要的資訊，假使資訊愈豐富則將使社會大眾所做出之政治決定

                                                
289 賴祥蔚，商業言論與憲法的言論自由保障，臺灣政治學刊，第十四卷第一期，頁 178，2010
年 6月。 
290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16-21，2002年 12月。 
291 同前註。 
292 同前註。 
293 同前註，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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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較為正確，此時民主政治的運作亦可更為健全發展294。 

三、表現自我說 

表現自我說主張言論自由之基本價值在於保障個人發展自我，實現自我，完

成自我295。其基本立場在於個人的存在絕非為他人完成某種目的之工具，個人自

身即是目的，乃以尊重個人獨立存在的尊嚴及自由活動之自主權。換言之，個人

本身即是獨立自主之本體，其有權自由決定與其自身相關之一切事宜296。而某種

言論之所以需要受到保護，是因為其對表意者本身具有價值，保障表意者獨立自

主或自由地自我表現，而非因為該言論對他人具有某種功能297。 

第三項、對於言論自由之限制 

言論自由是指人民得將自己的意見、思想內容，藉由語言、文字、圖像、聲

音、符號等媒介自由地表示及傳播，表達出個人價值判斷或轉述事實之自由298。

對於言論自由保障，最為基本之精神表現在「言論價值預斷之禁止」上，因為某

種言論是否有「價值」應由「言論市場」決定，而非由公權力主體加以決定299，

誠如我國第一則涉及表現自由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364 號解釋理由書

中指出「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之基礎」。而言論自由之功能，釋字第 509號解釋

理由書則給予較為完整說明：「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

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

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

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294 同前註。 
295 同前註，頁 34。 
296 同前註，頁 35-36。 
297 同前註。 
298 李惠宗，同註 283，頁 187。 
29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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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言論自由之真諦，在於人民得以藉由言論之表達達成實現自我、溝通意

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之目的，但並不意謂著所有的言論都可以無限

上綱地一律不得限制。國家對於言論自由之限制必須是基於公益之考量，憲法第

23條已有明文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

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換言之，國家對於人民的言論保障是有範圍的。雖然國家對於人民言論自由加諸

於各種限制均可能發生違憲爭議，但得因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目的而以法律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之權

利。 

 對於言論自由之限制，在法制上有事前審查制（prior restraints, prior 

censorship, Vor-/Präventivzensur）與事後追懲制（subsequent punishment）。所謂

事前審查制是指言論的發表或出版品的出版之前，政府以法令禁止或限制其發表

或出版，事先予以干涉300。例如電影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電影片、電影片之

廣告片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分級並核准者，不得映演。但教育行政機關主管之

教學電影片，不在此限。」藥事法第 66條第 1項規定：「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

應於刊播前將所有文字、圖畫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

向傳播業者送驗核准文件。原核准機關發現已核准之藥物廣告內容或刊播方式危

害民眾健康或有重大危害之虞時，應令藥商立即停止刊播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廢止之。」並依照同條第 3項規定：「傳播業者不得刊播未經中央或直轄

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與核准事項不符、已廢止或經令立即停止刊播並限期改善

而尚未改善之藥物廣告。」 

事後追懲制則是指人民言論之發表或出版品的出版，政府事先不予干涉，但

事後如果觸犯法律或或損害他人利益時，則得追究相關法律責任301。例如刑法第

                                                
300 吳庚、陳淳文，同註 18，頁 207。 
301 同前註。 



DOI:10.6814/THE.NCCU.TIIPM.031.2018.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235 條之散佈販賣猥褻物品及製造持有罪302、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關於營業秘密

之侵害方式303。 

英國於十七世紀末完成建立任何出版品須取得官署執照始能公開發行之制

度，應可認其為事前審查制之開端304。從此事前審查制遂成為各國專制君主箝制

言論思想之有效工具，同時亦為反對專制主義者必去之而後快之首要對象305。現

代法治國家多以屏棄事前審查制，因為該制度將會扼殺言論、著作與出版之自由，

其結果將造成只有執政者喜悅的言論才得以公開發表，對自由與多元社會健全發

展之傷害甚劇306。雖然對於言論之事前審查可能將會造成政府得以片面決定何種

資訊得發表或散播，此舉當然即與「表現自由市場」與「經自由辯論形成公益」

之觀念相背馳，阻礙人民獲得資訊並影響人民做出正確的判斷，但政府針對言論

自由採行「事前限制」之管制措施並非當然違憲，況且我國憲法第 11條僅規定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對於言論之管制方法並未明文禁止

事前審查。誠如林子儀大法官於釋字第 64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所說307： 

按會影響人民……言論自由行使之事前限制，並不必然即屬違憲。例如如其限制並
不涉及言論……之內容，而僅對言論表達之時間、地點或方式之合理限制者，即有
可能屬合憲之限制。而如其限制涉及言論……之內容者，則因事前限制之結果，不
僅限制人民表現自我、實現自我，所限制之言論亦無從進入言論思想之自由市場，

而無法為思想、意見或資訊之傳遞與交流，不僅使得思想、言論匱乏，更危險的是

                                                
302 刑法第 235條：「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
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意圖

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303 營業秘密法第 10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侵害營業秘密。一、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
密者。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洩漏者。三、取得營

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款之營業秘密，而使用或洩漏者。四、因法律行為

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漏者。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

洩漏者。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自重製、違反保密義務、引

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他類似方法。」 
30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14 部分不同意見書（大法官吳庚、蘇俊雄、城仲模），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detail.asp?expno=414&showtype=%B7N%A
8%A3%AE%D1（最後瀏覽日：2018/6/13）。 
305 同前註。 
306 吳庚、陳淳文，同註 18，頁 207-209。 
307 林子儀大法官釋字第 64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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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執政者代替大眾選擇，而唯有其喜好或符合其利益之言論或思想方得以呈現

或傳布，與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根本背道而馳。是涉及言論內容之事前

限制，其合憲性即有疑義，惟仍非即當然違憲。例如政府如能舉證證明如不對系爭

言論予以事前限制，將會對國家或一般大眾帶來直接、立即且不可彌補之傷害時，

則採取事前限制即有可能屬合憲之手段。惟事前限制是否必要，應依所涉言論內容

之性質、言論可能產生負面效果之危險性，以嚴格之標準審查其合憲性。 

第三節、我國商業言論之憲法保障 

民國 85年司法院大法官做出釋字第 414號解釋，針對「藥事法等法規就藥

物廣告應先經核准等規定是否違憲」做出合憲之見解。雖然此案申請人釋憲之根

據是主張政府侵害憲法第 15條所保障人民財產權308，但解釋文指出此案同時涉

及言論自由，並說明藥物廣告具有「意見表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

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而在解釋理由書更指出「言論

自由……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

及限制之準則。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能與

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首開商業言論受到我國憲法保護之濫觴。 

到底該如何定義何謂「商業言論」，有學者認為商業言論是指足以促進交易

與消費為目的之言論309；或者認為凡是宣傳或推廣某種商品或服務的言論，而其

目的在「直接」刺激該項物品或服務的交易以獲取商業利益者310。截至民國 106

年底為止，我國針對商業言論作出相關闡釋之大法官解釋共有五則，分別是釋字

第 414、577、623、734與 744號解釋，雖均有使用「商業言論」一詞，但對於

此一概念皆並未給予直接明確的界定。本文在此整理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與商

業言論相關之釋字，藉以嘗試歸納我國憲法對於商業言論的詮釋與看法。 

                                                
308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14 抄百Ｏ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ＯＯ聲請書，https://www.judicia
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detail.asp?expno=414&showtype=%AC%DB%C3%F6%AA%FE
%A5%F3（最後瀏覽日：2018/6/13）。 
309 吳庚、陳淳文，同註 300，頁 215。 
310 林子儀，商業性言論與言論自由，美國月刊，第二卷第八期，頁 25，198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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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釋字第 414號解釋 

釋字第 414號解釋是我國首次處理商業言論相關之爭議，涉及藥事法等法規

就藥物廣告應先經核准等規定是否違憲。雖然在解釋文中僅說明： 

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並具商業上意見表

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

範。…… 

可以觀察到在本號解釋文中並未出現「商業言論」一詞，但在解釋理由書中

卻有提到「商業言論」一詞（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藥物廣告係利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乃為獲得財產而

從事之經濟活動，並具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應受憲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之保

障。言論自由，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

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

之準則。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能與其他言論

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 

故本文認為本號解釋可以被視為是我國探討商業言論之開端，並且承認商業

言論是受到我國憲法第 11條之保障，同時說明「藥物廣告」是商業言論，但保

障程度相較於政治、學術、宗教等言論而言略低，並且認為商業言論是與公意形

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無關。然在本解釋中並未直接定義什麼是商業言論，但

可以推敲商業言論的特性，包括「為了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並「具有

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 

第二項、釋字第 577號解釋 

釋字第 577 號解釋涉及菸害防制法命相關業者標示尼古丁等含量是否違憲

之議題。雖然與釋字第 414號解釋相同，於解釋文中說明：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不表意之自由，其保障之內容包

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應受

言論自由之保障，惟為重大公益目的所必要，仍得立法採取合理而適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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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觀察到在本號解釋文中仍未出現「商業言論」一詞，但在本號解釋理由

書中，大法官卻更進一步說明（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不表意之自由，其保障之內容包

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為商

業言論之一種，有助於消費大眾之合理經濟抉擇。是以商品標示如係為促進合法交

易活動，其內容又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者，其所具有資訊提供、意見形

成進而自我實現之功能，與其他事務領域之言論並無二致，應屬憲法第十一條言論

自由保障之範圍…… 

大法官除了同意「商品標示」是商業言論以及再次確認商業言論的憲法位階

外，更認為商業言論如果具有資訊提供、意見形成進而自我實現之功能，其所受

的保障與「其他言論」並無差別。在此處大法官並未說明「其他言論」是指什麼，

雖然相較於釋字第 414號解釋應可推敲出是指政治、學術、宗教等言論，但似乎

與釋字第 414號解釋對於商業言論的標準有別，因為本號解釋認為商業言論「與

其他事務領域之言論並無二致」，但在釋字第 414號解釋認為「非關公意形成、

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311。

此外，本號解釋說明商業言論的特性應具有「其內容是促進合法交易活動」與「內

容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 

第三項、釋字第 623號解釋  

而在釋字第 623號解釋中探討關於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條是否

違憲時，大法官終於在解釋文中出現「商業言論」一詞，並且敘述其特性（底線

為本文作者所加）：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乃在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

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

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商業言論所提供之訊息，內容為真實，無誤導性，以

合法交易為目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者，應受憲法言論自由

之保障。…… 

                                                
311 李惠宗，同註 283，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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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除了肯認釋字第 577號解釋對於商業言論所描述的特性外，並且認

為於此之外應還要具備「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 

第四項、釋字第 734號解釋  

而在釋字第 734號解釋中探討廢棄物清理法授權公告污染環境行為，主管機

關據以公告未經核准於其所示場所、以所示之方式設置廣告物者為其範圍，是否

違憲之爭議。雖然本號解釋與商業言論並未有直接關聯，但在解釋理由書有提到

（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廣告兼具意見表達之性質，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言論範疇（本院釋字第
四一四號、第六二三號解釋參照），而公共場所於不妨礙其通常使用方式之範圍內，

亦非不得為言論表達及意見溝通。系爭公告雖非為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

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而設，然於具體個案可能因主管機關對於廣告物之內容及設

置之時間、地點、方式之審查，而否准設置，造成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

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之結果。主管機關於依本解釋意旨修正系爭公告時，應通盤考量

其可能造成言論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限制之必要性與適當性，併

此指明。 

可以發現解釋理由書似乎有意強調非內容管制的商業言論事前審查，必須考

量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之必要性與適當性。 

第五項、釋字第 744號解釋 

釋字第 744 號解釋則是探討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

十條第一項就違反同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為處罰之部分是否違憲。雖然在解釋

文中並未出現「商業言論」一詞，但在其解釋理由書中說明（粗體為本文作者所

加）： 

言論自由在於保障資訊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化

粧品廣告係利用傳播方法，宣傳化粧品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具商業上意見

表達之性質。商業言論所提供之訊息，內容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以合

法交易為目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者，應受憲法第十一條言

論自由之保障（本院釋字第五七七號、第六二三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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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除了認為「化粧品廣告」是商業言論外，更說明商業言論的特性是

指所提供之訊息「內容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以合法交易為目的」

與「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 

第六項、小結 

雖然大法官並未針對商業言論正面作出定義，但總結目前大法官對於商業言

論所作出的解釋，本文認為商業言論的內涵目前應該至少具備以下特性：第一，

為了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第二，具有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第三，內

容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第四，以合法交易為目的；第五，有助於消

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 

第三節、商業言論「事前審查」相關釋字脈絡 

目前我國對於事前審查商業言論的釋字有兩則，分別是釋字第 414 號與第

744號解釋，亦分別為合憲與違憲之解釋。在此先整理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針對商

業言論事前審查之見解。 

第一項、釋字第 414號解釋 

在釋字第 414號解釋中，大法官在解釋文中認為： 

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並具商業上意見表

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藥事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有文字、圖

畫或言詞，申請省（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旨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維護國民

健康，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一條……尚屬相符。…… 

而在解釋理由書中說明： 

藥事法第六十六條規定……旨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維護國民健康，其規定藥商
刊播藥物廣告前應申請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係為專一事權，使其就藥物之功能、廣

告之內容、及對市場之影響等情事，依一定程序為專業客觀之審查，為增進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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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相符。…… 

所以認為針對藥事法第 66條之規定等，就藥物廣告此種類型的商業言論應

先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准並不違反憲法第 11條之規定。最後，在解釋理由書末段

提到： 

……惟廣告係在提供資訊，而社會對商業訊息之自由流通亦有重大利益，故關於藥
物廣告須先經核准之事項、內容及範圍等，應由主管機關衡酌規範之必要性，依比

例原則隨時檢討修正，併此指明。 

第二項、釋字第 744號解釋 

然在釋字第 744號解釋中，大法官在解釋文中說明：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

應於事前……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同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
規定：「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係
就化粧品廣告所為之事前審查，限制化粧品廠商之言論自由，已逾越必要程度，不

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 

更在解釋理由中說明： 

言論自由在於保障資訊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化

粧品廣告係利用傳播方法，宣傳化粧品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具商業上意見

表達之性質。商業言論所提供之訊息，內容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以合

法交易為目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者，應受憲法第十一條言

論自由之保障……。 
 
……就化粧品廣告採取事前審查制，已涉及對化粧品廠商言論自由及人民取得充
分資訊機會之限制。按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乃對言論自由之重大干預，原則上應

為違憲。系爭規定之立法資料須足以支持對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係為防免人民

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其

與目的之達成間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且賦予人民獲立即司法救濟之機會，始符

合憲法比例原則及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 

在此標準下大法官認為「廣告之功能在誘引消費者購買化粧品，尚未對人民

生命、身體、健康發生直接、立即之威脅，則就此等廣告，予以事前審查，難謂

其目的係在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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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為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條第 2項之規定等，針對化粧品廣告此種類型

的商業言論應先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准，是違反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

要求。 

第三項、小結 

釋字第 744號解釋對於商業言論在我國釋憲實務上的定位，除了扮演著重新

釐定的功能，其在我國憲政發展史上更為重要的意義，應該是大法官在釋字第

414號解釋後首度重新檢視針對商業言論「事前審查」的合憲性爭議，並且對商

業言論的事前審查改採「嚴格審查標準」，同時也是大法官在我國言論自由史上

的重要轉折，展現出其就事前審查制度對言論自由為害甚強之認知312。因此，釋

字第 744號解釋最重大的意義在於針對商業言論之事前審查規定，建立較釋字第

414號解釋嚴格之「推定違憲」審查標準。 

然而，釋字第 744 號解釋究竟有無實質改變釋字第 414 號解釋之見解？針

對此一問題，大法官之間則有不同看法。但值得觀察的是，誠如黃昭元大法官於

其意見書中表示：「就決定審查標準的考量因素而言，本號解釋應已實質挑戰（或

變更）釋字第 414號解釋有關『商業言論事前審查機制』合憲性之審查標準，甚

至有為『所有言論類型之事前審查機制』，創設一組新的審查標準之延伸意涵。」

313 

第四節、檢視冒犯性商標之合憲性 

本文認為冒犯性商標應符合商業言論之範疇，因為其具有為了獲得財產而從

事之經濟活動、包含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內容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

用、以合法交易為目的以及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之特性，與一

                                                
312 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 74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頁 9。 
313 黃昭元大法官釋字第 74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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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已註冊商標相比，差異僅是因為其具有冒犯性之特色。 

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

註冊。對於商標申請人而言，商標權之取得在我國必須先經過智慧財產局的審查，

而智慧財產局適用「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審查商標是否具有

冒犯性意涵，毋寧是針對商標內容做事前審查，構成言論自由之重大干預，基於

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政府不宜基於言論所表達之訊息、思想、

議題或內容，而異其保護之程度，以防止政府不能容忍異見或不當干預或扭曲公

眾討論，所以原則上應先推定是違憲。 

在本節本文參考「與商標內容事前審查」性質較為相關之兩號釋字—釋字第

414號與第 744號解釋為檢驗標準，嘗試分別以此二標準檢視目前「商標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中，基於「避免冒犯之理由」事前限制冒犯性商標

不予註冊之合憲性。 

第一項、以釋字第 414號解釋之標準檢驗 

在釋字第 414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如果行政機關針對藥物廣告事前限制的

理由是因為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並且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得為一定程序為

專業客觀之審查，而此種事前限制並不違反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 

對於不同類型的冒犯性商標，「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有

不同的訂定目的。針對第一種類型冒犯性商標（本文認為主要是源自於審查基準

4.7，針對商標含有敗壞風化、淫穢、粗鄙不雅之語言或圖形則不予註冊），其訂

定理由指出「敗壞風化、淫穢、粗鄙不雅的語言或圖形，常視為社會善良風俗喪

失的根源，若任其在市面上流通，不僅毫無詼諧之意，反而有使人情緒上被冒犯

或羞辱感，且有讚許不道德、嘲弄善良之負面印象，影響社會倫理與道德觀念之



DOI:10.6814/THE.NCCU.TIIPM.031.2018.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5 

維繫」314，可以了解針對限制第一種類型冒犯性商標最主要理由是因為避免使人

情緒上被冒犯或羞辱感，但此種精神層面的不舒服程度因人而異，該理由無法說

明與國民健康有何重大關係。 

針對第二種與第三種類型冒犯性商標315（本文認為其主要是源自於審查基準

4.2、4.2.1、4.2.2、4.2.3、4.3、4.4、4.5、4.8與 4.9，並且整理審查基準關於限制

此兩種類型的商標不予註冊之訂定理由於表 4-1），雖然審查基準是以冒犯的對

象作為分類標準，但限制此二種類型冒犯性商標的最主要理由，本文認為是出於

尊重他人而禁止商標具有冒犯性言論。這個理由固著眼於公益之考量，但此種精

神層面的不舒服程度因人而異，該訂定理由仍無法說明與保障國民健康之目的有

何重大關係。 

即便這些限制冒犯性商標之訂定理由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但審查商標是

否具有冒犯性無可避免牽涉到主觀意見，並且僅由審查人員一人肩負認定商標是

否具有冒犯性之重責大任，或許審查人員對於商標相關法制有專業的知識，但對

於商標以外的專業知識（例如文字學、社會學、語用學等）或者豐富的生活經驗

是否具備，本文認為並無相關資料顯示能達到「依一定程序為『專業客觀』之審

查」。 

第二項、以釋字第 744號解釋之標準檢驗 

在釋字第 744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針對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因為構成

憲法第 11條言論自由之重大干預，所以原則上認為事前審查應先推定是違憲，

除非認為系爭規定之立法資料，必須足以支持對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係為了防

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

目的，其與目的之達成間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並且賦予人民獲立即司法救濟

                                                
314 同註 159。 
315 第二種類型與第三種類型冒犯性商標，差異僅是在商標是否結合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一
起觀察，故在此合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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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始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及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 

按照本號解釋大法官所揭示的標準，無論是限制第一種類型、第二種類型或

是第三種類型的冒犯性商標都會得到違憲的結論。因為「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審查基準」中對於不予冒犯性商標註冊的訂定理由，皆是避免使人情緒上

被冒犯或羞辱感，完全無法顯示是因為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

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所以會得到目前審查基準限制冒

犯性商標註冊之規定應屬違憲之結論。 

 

 

                                                
316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11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系爭規定 
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之類型 
不予註冊之理由 

審查基準
4.2 

冒犯國家民族尊嚴 國家民族意識為認同國家及民族存在的意

識形態，國民因對其國家的成就和文化感

到自豪；強烈希望保留國家的特色和文化

基礎；以及對國家同胞的認同感，如商標有

冒犯國家民族尊嚴或種族歧視者，將使人

產生詆毀國家或民族的負面感受或印象，

且違背國際間尊重互信之基礎，嚴重影響

國家社會公益，應不得註冊。 
審查基準

4.2.1 
對本國國家民族具有

貶抑或負面聯想 
本國人民對於國家民族具有強烈認同感，

如以冒犯國家民族的文字或圖形作為商

標，有使人產生詆毀本國國家民族尊嚴的

負面感受或印象，嚴重影響國家社會秩序

者，應不得註冊。 
審查基準

4.2.2 
對國內各民族有貶抑

或負面聯想 
我國存在多元族群文化316，基於民族平等

立場，有種族歧視的文字或圖形，或使人產

生詆毀少數民族的負面感受或印象，應認

為對公共秩序或社會善良風氣有負面影

響。商標是否對國內各民族有貶抑或負面

聯想，須考量註冊當時的社會環境、使用商

品或服務市場的相關情況、可能被冒犯少

數群體的立場等參酌因素後綜合判斷。例

如我國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

住民族生存發展，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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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原住民族基本法於 94年 2月 5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774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35條；
並自公布日施行。 
318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0條第 1項：「政府處理原住民族事務、制定法律或實施司法與行政救濟
程序、公證、調解、仲裁或類似程序，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族語、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保障

其合法權益，原住民有不諳國語者，應由通曉其族語之人為傳譯。」 
319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99號、第 486號、第 587號、第 603號、第 656號、第 696號及第 712
號解釋。 

317以保障原住民族權益，該法第 30條第 1
項確立318有關原住民族事務之處理、裁量、

審理等，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族語、傳統習

俗、文化及價值觀，保障其合法權益。如原

住民族文化表達的元素或特徵，立於該原

住民族的觀點，經考量所指定使用的商品/
服務的內容、在商業交易市場上使用特定

商品/服務的方式，可能產生詆毀或歧視的
負面感受或印象，引起該特定族群強烈之

冒犯衝擊時，應有本款之適用。 
審查基準

4.2.3 
對外國民族有貶抑或

負面聯想 
世界上各個國家、種族對其本身所屬國家、

種族或文化，均具有高度認同感及歸屬感，

對於其他國家、種族表示侮辱、戲謔、歧視、

不尊重者，可能引發國際爭端、激起種族仇

視，對國際道義、文化、種族融合、社會善

良風氣有負面影響，應有本款適用。 
審查基準

4.3 
冒犯宗教尊嚴 任何可能含有冒犯宗教情感的商標，或含

有戲謔、嘲諷、不尊重宗教元素的商標，有

使人產生詆毀宗教的印象，破壞宗教價值

及已被接受的道德規範，應有本款之適用。

但商標是否對宗教情感有直接明顯之冒犯

衝擊，應以可能受影響之特定宗教信徒的

認知為考量，依一般社會通念，可能引起特

定宗教信徒被冒犯衝擊的負面感受者，應

不得註冊。 
審查基準

4.4 
冒犯特定社會族群或

團體尊嚴 
對於特定的社會族群或團體(例如區域、職
業、體型、性別、身障等)表示侮辱、戲謔、
歧視、不尊重，可能使特定社會族群或團體

產生貶抑或負面的聯想者，或對社會善良

風氣有負面影響，不論其商品或服務為何，

應有本款之適用。 
審查基準

4.5 
冒犯特定人尊嚴 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個人主體性及人格

的自由發展，受憲法保障319，為維護個人主

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他人的人格權應予

以尊重；以貶損他人人格評價的名稱、姓名

諧音，或可輕易聯想至特定人的名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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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對他人有嘲笑、詈罵或揶揄者，不僅

影響他人的社會評價、個人名譽，甚至影響

社會風氣，不論其商品或服務為何，應有本

款之適用。至於是否有貶損他人人格評價，

應審究該特定人的身分、能力、學識、職業

等個別條件，尤應著重語言使用習慣，依社

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行客觀

之評價。 
審查基準

4.8 
著名歷史人物或近代

已故著名人物之肖像

或名稱 

「著名歷史人物」或「近代已故著名人物」

指已經死亡而具有高知名度之人，包含國

內、外著名人物在內，惟國外之人的知名度

須已廣為我國相關公眾所熟知為限。前者

所稱歷史人物，通常指死亡年代甚久；後者

近代已故人物，則因死亡尚非久遠，其配偶

或繼承人仍存活於同一世代，二者之分野，

需依個案作認定，尚難以距今之死亡時間

作為區分標準。通常著名歷史人物之肖像

或名稱與商品或服務內容有關，或指定使

用於該等人物聞名領域內的商品/服務者，
並無法正確指示及區別商品或服務的來

源，應不具識別性 (請參照本局公告「商標
識別性審查基準」4.6.2)。但以著名歷史人
物肖像或名稱申請商標註冊，且使用於指

定商品或服務，有詆毀歷史人物的名聲，使

人產生不敬或侮蔑等負面聯想者，則有本

款之適用。至於以近代已故著名人物之肖

像或名稱申請商標註冊者，因民眾對其尚

存有鮮明之記憶，申請人若有不正利用近

代已故名人形象，不論指定商品或服務為

何，皆可能影響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公共

利益，甚而引起社會相關公眾的反感，或使

其繼承人或配偶有不被尊重的負面印象，

應先考量有無本款之適用。 
審查基準

4.9 
著名歷史小說虛構人

物名稱 
商標由著名歷史小說虛構人物名稱所構成

者，著名虛構人物名稱由歷史小說創作而

成，對消費者而言，僅僅是作品中特定角色

的內涵，將之使用於海報、照片、書籍等，

相關消費者容易認為其屬商品或服務內容

的說明，通常不具識別性(請參照本局公告
「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4.6.4)。惟著名歷
史小說虛構人物的鮮明形象，角色定位為

正直、善良或誠懇等正面形象，如經考量指

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相關市場情況，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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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小結 

 本文嘗試以釋字第 414號與第 744號解釋之標準，分別檢驗現行審查基準針

對不予冒犯性商標註冊之合憲性，並且皆初步得出應屬違反憲法第 11條保障人

民言論自由之結論。本文理解此兩號解釋雖然皆是針對商業言論所作出的解釋，

但釋字第 414 號解釋的討論客體是藥物廣告，而釋字第 744 號解釋的討論客體

則是化粧品廣告；且雖然都是商業言論，但商標終究不是藥物廣告，亦不是化粧

品廣告，唯一的共同點是行政機關針對言論內容做事前審查。 

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本文認為審查基準的限制目的在釋字第 414號與第 744

號解釋下都無法得到合憲之結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其訂定理由皆無法達到相關

大法官解釋所闡明之標準。退萬步言，假使以允許事前限制之釋字第 414號見解

為依歸，本文認為行政機關或許可以針對不予冒犯性商標註冊之訂定理由更為具

體明確，或者朝向修訂出符合大法官解釋所要求之情況，例如限制敗壞風化、淫

穢、粗鄙不雅的語言或圖形不予註冊的可能目的是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

全發展或者是保護女性免於淪為性言論之客體等理由，並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具有

重大迫切之公共利益，而非僅以過於抽象使人情緒上被冒犯或羞辱感為理由當作

                                                
320 本表格節錄並整理自經濟部「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經濟部，同註 8，頁
7-21。 

普通知識經驗消費者的包容力為準，其指

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內容與使用方式與角

色定位顯有冒犯衝突，對公共秩序或社會

善良風氣有負面影響者，應有本款之適用；

同樣的，人物角色定位為偏激、粗鄙、歧視、

或給予他人明顯負面觀感，經考量使用商

品或服務之性質，使人產生心生醜惡、羞辱

等明顯冒犯印象者，亦同。 

表 4-1：第二、三種類型冒犯性商標限制理由320（加粗部分為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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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目的321。同時並嘗試設計能夠符合依一定程序為「專業客觀」之審查制度，

降低在判斷的過程中可能參雜商標審查人員片面主觀印象。 

此外，日後如果大法官對於審查基準中限制冒犯性商標不予註冊之規定做違

憲審查，或許會提出其他判斷標準，或者仍依照較為近期之釋字見解為依歸；無

論如何，都是對於商標註冊之言論自由領域給予明確的管制方向，兼顧保障人民

言論自由與追求公共利益之平衡。 

  

                                                
321 林子儀大法官釋字第 617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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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現行管制冒犯性商標之檢討	

 我國商標法立法目的在於保障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

業正常發展322；同時採行註冊保護制度，藉由商標註冊使商標權人得以專用其註

冊商標，並排除他人未經同意而有損害其權益之使用行為。在商標註冊階段智慧

財產局所扮演的角色如同守門員，過濾可能會牴觸立法目的之商標申請，使其無

法取得註冊。雖然智慧財產局肩負著認定何種商標得予以註冊之任務，但是在過

濾的過程中難免可能會涉及主觀判斷（例如商標是否具有識別性、第二意義），

使得商標申請人在註冊階段面臨著許多不確定性，而本文所探討的冒犯性商標，

更能突顯此種不確定性的存在。 

目前智慧財產局管制冒犯性商標主要手段是採取較為嚴格之「事前管制」，

並且由智慧財產局認定申請商標是否具有冒犯性。而商標法對於冒犯性商標之法

律效果就是不予註冊而無法主張商標權，即便商標註冊時並未被評價為冒犯性商

標，多年後變成冒犯性商標，利害關係人或者審查人員仍得依商標法第 57條第

1項規定對其提起評定323，而評定成立時之法律效果即應撤銷其註冊324，實質上

亦是不予其註冊。現行商標法針對冒犯性商標之管制設計或許有其公益之考量，

然而這種「事前管制」模式受到最大的批評與挑戰，仍是政府是否過度干預與箝

制人民言論自由之強烈疑慮。 

第一節、管制冒犯性商標之矛盾 

 以往，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最有爭議之處在於到底行政機關該如何去解釋與

適用，不一致的判斷標準使得商標申請人無所適從。為了釐清妨害公序良俗之適

                                                
322 同註 11。 
323 商標法第 57條第 1項：「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之情形者，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申請或提請商標專責機關評定其註冊。」 
324 商標法第 60條：「評定案件經評定成立者，應撤銷其註冊。但不得註冊之情形已不存在者， 
經斟酌公益及當事人利益之衡平，得為不成立之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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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並使其內涵更加明確，經濟部於民國 104年 5月 11日訂定「商標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基此，現今商標申請人在註冊階段，對於智慧財

產局適用公序良俗條款時有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但伴隨而來的另一個議題，就

是審查基準中限制某些類型的商標不予註冊之合理性。 

第一項、不予註冊之矛盾 

商標核准註冊之意義，在於商標只要滿足法定要件即取得註冊，智慧財產局

所扮演的角色應僅審查是否滿足法定要件，並非認同或否認該商標背後所代表之

任何意義325。舉例而言，目前可以在我國商標檢索資料庫（下稱「資料庫」）中

看到許多知名品牌，例如「蘋果」326、「GOOGLE」327、「adidas」328、「GUCCI」

329、「PANASONIC」330、「CHANEL」331等已註冊商標，我們不會解釋成因為

在商標註冊階段時，智慧財產局比較偏愛或者支持這些商標背後所代表的品牌意

義，所以核准其註冊；同樣地，在資料庫中也可以看到許多與宗教相關之商標，

例如「土地公」332、「聖母瑪莉亞の淚」333、「耶穌和我 JESUS & ME」334、「佛

                                                
325 商標法第 32 條第 1 項：「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無前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者，應予核准審
定。」商標法第 31條第 1項：「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認有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前條
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不得註冊之情形者，應予核駁審定。」 
326 註冊號：商標(原聯合商標)00450858，註冊日期：78/08/16，指定使用：072「電腦、計算機、
收銀機，電腦硬體，電腦軟體；程式卡片」。 
327 註冊號：商標 01552305，註冊日期：101/12/01，指定使用：042「提供網路搜尋引擎」。 
328 註冊號：商標 01814416，註冊日期：106/01/01，指定使用：003「鞋油、鞋膏、鞋清潔劑、鞋
蠟、鞋用乳劑」。 
329 註冊號：商標 01548244，註冊日期：101/11/16，指定使用：035「香水、化粧品、衣服、……；
百貨公司、購物中心、郵購；藉由型錄、電子媒體或網際網路提供香水、化粧品、……」。 
330 註冊號：商標(原聯合商標)00293304，註冊日期：74/08/01，指定使用：099「各種電池；電
瓶；蓄電器；包括各種乾電池；蓄電池；水銀電池；……」。  
331 註冊號：商標 00060711，註冊日期：61/12/01，指定使用：033「各種護膚保養品」。 
332 註冊號：商標 01338570，註冊日期：97/11/16，指定使用：044「樹木蟲害防治、傷腐樹木之
處理、植物育苗、農業蟲害驅除、樹木修護、為農林業及園藝目的消滅害蟲」。 
333 註冊號：商標 01358670，註冊日期：98/04/16，指定使用：032「清涼飲料、礦泉水、蒸餾水」。 
334 註冊號：商標 01269534，註冊日期：96/07/01，指定使用：035「廣告企劃及設計、廣告製作、
廣告代理、廣告宣傳及宣傳品遞送；網路購物（電子購物）、郵購、電視購物；家具及室內裝設

品零售、五金及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文教用品零售、首飾及貴金屬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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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335、「泰國四面佛」336、「媽祖」337等已註冊商標，我們也不會解釋成因為

在商標註冊階段時，智慧財產局比較偏愛或者支持這些商標背後所代表的宗教意

義，所以核准其註冊。同理，在資料庫中也可以查詢到一些具有「創意性」之已

註冊商標，例如「炸遍集團」338、「TMD」339、「靠」340、「The Human Centipede 

Sketch Device」商標之人形蜈蚣圖341、「媽堡」342、「草泥馬」343、「筋疾掰」

344、「笨蛋工作室 STUPID PARTICLE PARTICLE」345等已註冊商標（整理於表

5-1），我們應該也不會解釋成在商標註冊階段時，智慧財產局比較偏愛或者支

持這些商標背後所代表的「獨特」意義，所以核准其註冊。相對地，如果智慧財

產局核駁一個商標註冊時，應被我們理解成該商標申請欠缺法定要件，而非解釋

成智慧財產局討厭或者否定這個商標背後所代表之意義。此外，對於市場上消費

大眾而言，當看到這些已註冊商標時應不會聯想或者解讀成這些商標是受到智慧

財產局的偏愛或支持，而只會認知到是某個品牌的標識。 

                                                
335 註冊號：商標 01750755，註冊日期：105/01/16，指定使用：030「米粉；米；茶飲料；甜點；
便當；速食飯；飯速食調理包；……」。 
336 註冊號：商標 01891376，註冊日期：107/01/01，指定使用：045「籌畫宗教集會，代辦法會」。 
337 註冊號：商標 00594049，註冊日期：82/04/16，指定使用：029「豆餅、豆粉、豆片、米糠、
脫脂糖、動物飼料、……」。 
338 註冊號：商標 01197208，註冊日期：95/02/16，指定使用：043「流動飲食攤」。 
339 註冊號：商標 01716531；註冊日期：104/07/01；指定使用：029「乳製品、豆奶、煉乳、咖啡
奶粉、豆花、奶精、……」，030「茶葉、花茶、紅茶、咖啡、咖啡飲料、冰淇淋、……」，043
「咖啡廳、咖啡館、流動飲食攤、快餐車、泡沫紅茶店、餐廳、……」。 
340 註冊號：商標 01673371；註冊日期：103/11/01；指定使用：024「毛巾、紡織製毛巾、紡織製
洗臉毛巾、浴巾、衣服除外之浴用亞麻布製品、餐巾、……」。 
341 註冊號：商標 01613718，註冊日期：102/12/01，指定使用：009「電影片；電子書及電子出版
品；多媒體光碟及多媒體出版品；……」，016「印刷品；書籍；年報；……」，025「衣服，即
襯衫、……；頭上穿戴物，即有邊帽和無邊帽；服飾用皮帶；足上穿戴物，即靴子、……；造型
服，化裝舞會服裝；戲服」，028「遊戲器具；體操及運動用具；玩具；……」，041「娛樂服務；
電視、電影、廣播及戲劇節目之策劃製作服務；……」。 
342 註冊號：商標 01809441，註冊日期：105/12/01，指定使用：043「冷熱飲料店、飲食店、小吃
店、冰果店、咖啡廳、咖啡館、……」。 
343 註冊號：商標 01610878，註冊日期：102/12/01，指定使用：003「香水、化粧品、美容敷面

劑、面膜粉、敷面膜、敷面粉、……」。 
344 註冊號：商標 01719473，註冊日期：104/08/01，指定使用：005「酸痛跌打損傷敷藥；治療酸
痛藥布」。 
345 註冊號：商標 01805313，註冊日期：105/11/16，指定使用：041「教育服務；培訓服務；娛樂
服務；休閒娛樂資訊；休閒活動資訊；虛擬實境遊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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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智慧財產局「不予冒犯性商標之註冊」的這個行為，解釋上會出

現一個奇特的見解：因為智慧財產局不予冒犯性商標之註冊，所以只要智慧財產

局核准註冊之商標就不是冒犯性商標。雖然這個見解看似合理，但是在實務操作

上屢見爭議，例如「混蛋」指定使用於兒童玩具零售批發等商品或服務346，智慧

財產局因為認定其商標「具有罵人之粗鄙語言之負面意涵」347，所以核駁其註冊，

但是在資料庫中仍可查詢到「混蛋兄弟」348與「奶奶混蛋」349此二件已註冊商標，

是否意謂著智慧財產局認為「混蛋兄弟」與「奶奶混蛋」此二件已註冊商標，並

非冒犯性商標？ 

 

                                                
346 申請案號：106050367，申請日期：106/08/11，指定使用：035「兒童玩具零售批發；育樂用
品零售批發；扭蛋零售批發」。 
347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87209號/本文/說明/二/ (四)。 
348 註冊號：商標 01705367，註冊日期：104/05/01，指定使用：030「泡沫紅茶；茶飲料；咖啡；
巧克力；咖啡飲料；巧克力飲料；……」。 
349 註冊號：商標 01249812，註冊日期：96/02/01，指定使用：043「餐廳、冷熱飲料店、飲食店、
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 

商標

名稱 
炸遍集團

C.K.FOOD.及圖 
TMD 靠 The Human Centipede 

Sketch Device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媽堡及圖 草泥馬及圖 筋疾掰 

笨蛋工作室  
STUPID PARTICLE 

PARTICLE 及圖 

商標

圖樣 

    

表 5-1：具有「創意性」之已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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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將「田道靠北」商標指定使用於芒果乾、酸梅等商品350，智慧財產局

因為認定「田道」與「靠北」之諧音，分別與「甜到」與台語「哭爸」之意思相

近，雖然「有形容甜度高得不得了之意涵」，但是「用詞粗俗不雅而易予人不快

之印象」而核駁其註冊351。但是在資料庫中仍可查詢到「COW杯」已註冊商標

352，是否意謂著即便與台語「哭爸」諧音相像之「COW杯」已註冊商標，智慧

財產局認為並非冒犯性商標？ 

第二項、個案適用之矛盾 

商標代表的是對於一個產品的來源或者品質之識別，在每個商標的背後更蘊

                                                
350 申請案號：104004029，申請日期：104/01/23，指定使用：029「芒果乾、酸梅、蜜餞、泡菜、
果醬、筍絲、……」。 
351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68692號/本文/說明/三。 
352 註冊號：商標 01720063，註冊日期：104/08/01，指定使用：021「杯；碗；筷；碟；盤；壺；……」。 

商標

名稱 
混蛋及圖(彩色) 混蛋兄弟及圖 奶奶混蛋 

商標

圖樣 

  

 

表 5-2：「混蛋」、「混蛋兄弟」、「奶奶混蛋」之商標比較 
 

商標

名稱 
田道靠北 COW杯 

商標

圖樣 

 

 

表 5-3：「田道靠北」、「COW杯」之商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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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著象徵某種精神、特質或是文化特色353，而對於這些內涵的詮釋應是商標所有

人專有之權利。然而在商標註冊實務上，時常可以看到只要一旦申請商標被智慧

財產局認定是冒犯性商標，無論商標申請人主張應如何解釋該商標之內涵，皆一

概被否定。例如在「混蛋」商標核駁案中354，商標申請人雖主張將其指定使用於

扭蛋玩具商品等服務，「意指將多樣扭蛋商品陳列於一販售處所，予人目不暇給

的混淆視覺效果」355，但智慧財產局認為其「有直接傳達罵人之粗鄙語言之負面

感受」而拒絕註冊356。又例如在「啞巴」商標核駁案中357，商標申請人雖主張其

商標代表著「表示對自家商品有信心，毋需廣告推銷，彰顯商品品質之佳，實乃

善意申請」之意358，但智慧財產局認為其「予消費者印象，尚難排除對失去語言

功能，無法說話的人之直接聯想，而有使有身心障礙族群，產生被冒犯的感受」

而拒絕註冊359。 

此外，商標註冊審查本質上是針對言論內容所為之事前限制，行政機關應採

取嚴格、謹慎的態度去面對，並且明確地指出所持依據為何；然而現行實務卻時

常可以觀察到，當智慧財產局認為申請商標有妨害公序良俗時卻並未交代妨害公

序良俗的理由其參考自何處。例如在「KRETIN」商標核駁案360中，雖然於處分

書中有說明核駁理由是因為 KRETIN一詞「德文譯為『呆瓜』，為罵人之習見辭

彙，屬於粗鄙不雅的語言……予人有不愉快或明顯冒犯之負面感受之印象」361，

但未說明參考資料的出處為何，是來自網路資料？訪問專家學者？查詢某個字

                                                
353 孫遠釗，商標／品牌授權策略與實務，元照出版公司，頁 21，2008年 4月。 
354 核駁號：核駁第 T0387209號（核駁公告日期：107/4/1(45-007)），申請案號：106050367（申
請日期：106/8/11），指定使用：035「兒童玩具零售批發；育樂用品零售批發；扭蛋零售批發」。 
355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87209號/本文/說明/二/ (二)。 
356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87209號/本文/說明/二/ (三)。 
357 核駁號：核駁第 T0361723號（核駁公告日期：104/4/16(42-008)），申請案號：101060835（申
請日期：101/10/26），指定使用：005「中藥材，草藥，藥用酒，礦物質食物補充品，靈芝萃取
營養補充品，植物纖維素營養補充品，……」。 
358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61723號/本文/說明/四。 
359 同前註。 
360 核駁號：核駁第 T0388243號（核駁公告日期：107/5/16(45-010)），申請案號：106057887（申
請日期：106/9/13），指定使用：005「人蔘；抗癌劑；治糖尿病藥劑；降膽固醇藥劑；人體用藥
品；西藥；……」。 
361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88243號/本文/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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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或者其他方式？又例如在「鬼島 ghost island」商標核駁案362中，處分書中雖

然有說明「鬼島」一詞「用來在批評自嘲台灣相關事物時指稱台灣，有貶低之意」

363，但是卻完全沒有說明此種解釋的參考依據為何，是來自網路資料？查詢某個

字典？或者其他方式？ 

如此一來，本文認為似乎變成由智慧財產局來決定商標申請人應如何「正確

地」解讀自己的商標。在處分書中省略提及或者根本未完整清楚地指明所憑參考

資料之出處，而僅直接給予認定結論情況下，似乎更加隱含著智慧財產局並非完

全客觀審查商標申請，而是已帶有主觀色彩與支持特定意見之審查364。 

第三項、管制目的之矛盾 

智慧財產局管制冒犯性商標之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利益，避免假使准許冒犯

性商標註冊，可能導致相關公眾失序或增加其他冒犯行為，或者使相關公眾產生

冒犯衝擊之負面感受，進而導致公共秩序或社會善良風氣有負面影響，嚴重者可

能更影響國家社會秩序365。而為了達成此一目的，智慧財產局得藉由商標法公序

良俗條款以及審查基準為法律依據，於商標註冊時肩負起過濾出冒犯性商標而不

予註冊，就源頭把關。此外，商標是否有妨害公序良俗常隨時代變遷而有不同，

現今被認定為冒犯性商標不代表未來仍是冒犯性商標，反之亦然366。針對現今被

認定為冒犯性商標，依照商標法得藉由智慧財產局之審查367、異議制度368與評定

                                                
362 核駁號：核駁第 T0387047號（核駁公告日期：107/4/1(45-007)），申請案號：106052621（申
請日期：106/8/22），指定使用：032「啤酒」，033「威士忌酒」，043「餐廳、酒吧」。 
363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87047號/本文/說明/三。 
364 經濟部，同註 8，頁 5。「商標是否有妨害國家社會利益或國民道德觀念，常隨時代變遷而有
不同，審查時需按照註冊當時的社會思潮、經濟狀況、地區環境等多方面之客觀情事加以考量外，

尚須排除個人的主觀及偏見，亦即，應以註冊當時的社會環境客觀地認定，不應自外於瞬息萬變

的經濟活動，自行設定道德標準或凍結在過時的道德標準……」 
365 經濟部，同註 8，頁 2-7。 
366 同前註，頁 4。 
367 商標法第 31條第 1項：「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認有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前條第一
項、第四項或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不得註冊之情形者，應予核駁審定。」 
368 商標法第 48條第 1項：「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之情形者，任何人得自商標註冊公告日後三個月內，向商標專責機關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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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369來做管制；至於過去不被認為是冒犯性商標，但多年後隨著社會環境之改

變，對於現今通念下被認為是冒犯性商標之情況，依照商標法亦得藉由評定制度

來做管控。換句話說，假設此一管制目的是與公共利益高度相關，並且具有管制

之必要性與急迫性，而且商標法之設計上亦設有完整的制度控制，理論上市場上

不應具有「已註冊」冒犯性商標之存在，然而本文認為目前現行實務並未積極達

成這個目的。 

現行實務針對註冊時已經是冒犯性商標之管制非常嚴格，然而針對註冊當時

並非被認定是冒犯性商標，但多年後隨著社會環境之改變，並且依照現行審查基

準之標準，該已註冊商標極有可能被認定為冒犯性商標之情況，並未做任何實質

之管制。例如前文已討論到之「COW杯」已註冊商標案例，或者是不予「啞巴」

商標註冊，卻可以在資料庫中檢索到「啞巴教練」370、「啞吧媳婦」371之已註冊

商標等情況。此外，本文同時以「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作為關鍵字，於商

標檢索系統進行評定案件檢索372，結果發現共計 18件之評定案件中，並無任何

一件其「申請評定人」是來自智慧財產局之審查人員（整理於表 5-4）。是否意

謂著其實管制冒犯性商標之目的並非絕對必要？或者其實智慧財產局可以容忍

冒犯性商標於我國註冊存在？ 

                                                
369 同註 323。 
370 註冊號：商標 01539544，註冊日期：101/10/01，指定使用：028「羽毛球、桌球、網球、回力
球、乒乓球、高爾夫球、……」。 
371 註冊號：商標 00976628，註冊日期：90/12/16，指定使用：011「電壺、電碗，電火鍋、電油
炸鍋、電咖啡壺、泡茶專用之自動給水茶具機、……」。 
372 檢索時間選自民國 92年 1月 1日至民國 106年 12月 31日止計 15年，最後檢索日期為民國
107年 5月 20日。 

發文日期 爭議號 申請評定人 
92/05/07 中台評字第 H00900073號 宏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07/22 中台評字第 H00900186號 美國‧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 

94/01/25 中台評字第 H00920174號 
魯艾德 先生、 

海耐特戰略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94/04/06 中台評字第 H00920242號 力多保險櫃有限公司 
94/09/26 中台評字第 H00920169號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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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企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之一，而商標對品牌的貢獻則是扮演著表彰品

牌的重要角色。商場如戰場，倘若商標並未註冊，企業已投入大量資源經營品牌

活動所創造出的品牌價值，辛苦營造與累積之成果極有可能因為他人模仿而付之

一炬373。隨著新興傳媒的興起，資訊交流之頻繁與快速是有目共睹，對於文字、

詞句或圖樣之使用更多樣化發展，極有可能在短期內誕生許多新意義，並藉由傳

媒快速地影響社會大眾的認知，顛覆以往對於某些文字、詞句或圖樣之既有印象。

本文認為在現今「極速」動態變遷的社會環境下，「限制冒犯性商標不予註冊」

的管制模式將極有可能發展成商業競爭之操作手段，而非單純「保護消費者利益」

之目的。舉例而言，一家企業若在註冊商標前，假使該商標文字或圖樣被競爭對

手刻意地透過行銷手法，將該商標文字或圖樣大量地冒犯性使用，除了可能加深

原本「商標文字或圖樣」冒犯性內涵，更可能將原本不具冒犯性之「商標文字或

圖樣」轉化成冒犯性商標，如此一來商標申請人將面臨無法向行政機關取得註冊

之窘境。對於已取得商標註冊之企業而言更面臨如同「商標通用化（genericide）

                                                
373 周延鵬，智富密碼：智慧財產運贏及貨幣化，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頁 298，2015年 5月。 

94/10/04 中台評字第 H00930221號 日商‧維斯拉股份有限公司 
94/10/17 中台評字第 H00920170號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94/10/17 中台評字第 H00920167號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94/12/01 中台評字第 H00920168號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95/09/13 中台評字第 H00940119號 百德實業有限公司 
98/02/23 中台評字第 H00970149號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98/04/15 中台評字第 H00960111號 匠運企業有限公司 
98/04/28 中台評字第 H00970166號 普奇服裝有限公司 

102/06/21 中台評字第 H01000348號 普羅格來文理短期補習班 溫曉萍  
102/07/22 中台評字第 H00960352號 欣麗美姿企業有限公司 
105/05/30 中台評字第 H01040036號 故宮晶華股份有限公司 
105/07/27 中台評字第 H01040143號 聯合農民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105/12/29 中台評字第 H01040191號 其凡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表 5-4：評定案件之申請評定人整理（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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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之險境，假使競爭對手刻意地透過行銷手法「合法地」將該已註冊商標之文

字或圖樣，賦予其冒犯性之意涵而融入日常生活中，間接地影響消費者對於該已

註冊商標之認知。長期下來，雖然消費者對於該已註冊商標不會發生有任何混淆

誤認之情事，但會開始對於該已註冊商標萌芽出具有冒犯性的觀感。此時，競爭

對手即可透過商標法異議與評定制度，依照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與審查基準撤銷

該已註冊商標，或者於訴訟中主張該已註冊商標具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7

款不得註冊事由，而無法對其主張任何商標權375。如此一來，本文認為「限制冒

犯性商標不予註冊」的管制模式其實無法有效達到保障消費者利益，反而更是牴

觸商標法所欲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與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之立法目的。 

第二節、放鬆冒犯性商標管制之可能性 

目前智慧財產局管制冒犯性商標是採取較為嚴格之立場，只要申請商標一旦

被發現具有冒犯性即不予註冊，完全否定冒犯性商標日後變成非冒犯性商標之可

能性，並且僅由智慧財產局專攬商標冒犯與否之決定權，而非實際經由消費者之

意見回饋而僅由自行蒐集之相關資料逕自認定。這樣容易發生誤判或者出現與現

實社會情狀有所脫節之解釋，使得商標申請人之創意因為被智慧財產局否定而無

法於競爭激烈之商業環境下，把握關鍵時間及時進入市場中發揚光大。例如「鬼

島 ghost island」商標指定使用於啤酒、威士忌酒、餐廳、酒吧，智慧財產局僅因

為「『鬼島』用來在批評自嘲台灣相關事物時指稱台灣，有貶低之意」376，進而

認定該商標「予人嘲弄善良之負面印象，及影響社會倫理與道德觀念之維繫」所

                                                
374 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4款：「商標註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
請廢止其註冊：四、商標已成為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名稱或形狀者。」 
375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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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

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0條：「第八
條第一項、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於審理第二十三條案件或其附帶民事訴

訟時，準用之。」 
376 同註 363。 



DOI:10.6814/THE.NCCU.TIIPM.031.2018.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1 

以不予註冊377，完全否定商標申請人創意地將「鬼島」一詞定義成專門販賣酒類

之品牌，並且也完全否定日後或許經由商標申請人不斷地努力行銷與產品精進的

可能性，使「鬼島」一詞日後可能成為名揚國際之酒類品牌代名詞，蛻變出不具

冒犯意義之著名商標。 

面臨對於商標申請人商標解釋權之尊重，以及冒犯性商標或許有管制必要性

之兩難，本文認為不妨可以參考經濟部對於公司名稱登記379之相關實務運作。品

牌，是企業重要的無形資產，消費者得藉以辨認出某一賣方的產品或服務，並與

競爭者的產品與服務有所差異380。對於一個品牌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名字，除了商

標是能夠表彰品牌的要角外，公司名稱亦是不可或缺的品牌行銷工具。公司名稱

與商標一樣都是一種商業標識，以其獨特之命名設計吸引消費者並且留下一定之

                                                
377 智慧財產局商標核駁審定書/核駁第 T0387047號/本文/說明/四。 
378 同註 362。 
379 雖然本文僅以公司名稱登記為討論範圍，但是非公司型態之營利組織（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
營之事業）名稱登記亦有類似規範（商業登記法第 28條第 3項：「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於商
業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商業名稱於一定期間內，不得為其他商業使用；其申請程序、

商業名稱與所營業務之記載方式、保留期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商業名稱不得使用下列文字：妨害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並且亦適用經濟部所公布「不宜(不得)使用之公司名稱或商
號名稱一覽表」，故不另予討論。 
380 徐世同，策略品牌管理，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2014年 1月（四版）。 

商標名稱 鬼島 ghost island 

商標圖樣 

 

表 5-5：鬼島 ghost island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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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並且得藉以與他人公司相區別。假設企業使用會冒犯消費者之公司名稱，

合理推論可能會對消費者產生某種程度的負面印象，進而可能影響消費者購買意

願，或者自發性地進行消費抵制，使得企業不得不做出相對應之調整；但是企業

也可以嘗試透過與消費者對話扭轉此一負面印象，重新創造出另一種非冒犯性之

詮釋。 

 在我國，如果要創立一家企業並正式營業基本上應完成「公司、商業或有限

合夥組織名稱預查」、「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組織登記」，並依規定完成「稅

籍登記」（原名稱：營業登記）、「成立勞/健保投保單位」等 4個主要程序；若

所創立的企業有經營商品輸出入業務者則另需同時辦理「英文名稱預查」及「出

進口廠商登記」381。當一家企業要成立或變更名稱之前，為了避免與別家企業名

稱同名，因此必須要做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組織名稱預先審查382。我國對於公

司名稱之登記要求雖然亦設有公序良俗條款383，並且為了避免公司行號使用易於

他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經濟部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公告「不宜(不得)使用之公

司名稱或商號名稱一覽表」384，該表所例釋之情況並未針對公司名稱因具有冒犯

性而不予登記，而大部分限制足以使民眾發生業務混淆之情況，例如使用「名醫」、

「名醫學」、「醫美」、「醫學美容」為公司名稱，因為易使民眾誤認為該公司

營業內容涉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之醫事人員提供之醫療行為有關，故建議不宜作為

公司名稱登記。此外，本文從經濟部公司登記資料385中亦可查詢到許多按照「商

                                                
381 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線上企業開辦，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
lassNAction.do?method=getFile&pk=633（最後瀏覽日：2018/5/20）。 
382 公司法第 18條第 5項：「公司名稱及業務，於公司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一定期間；
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83 公司法第 18條第 4項：「公司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 10條第 2項第 6款：「公司之名
稱不得使用下列文字：其他不當之文字。」 
384 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不宜(不得)使用之公司名稱或商號名稱一覽表，http:
//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getFile&pk=876（最後瀏覽日：2018/5/20）。 
385 經濟部，公司名稱暨所營事業預查輔助查詢，https://serv.gcis.nat.gov.tw/pub/cmpy/nameSearch
ListAction.do?method=first（最後瀏覽日：20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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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極有可能」具有冒犯性意涵之公司名

稱，例如美商鬼島工作室有限公司386、鄉巴佬餐飲有限公司387、黑鬼創意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388、建仁藥品有限公司389、笨蛋工作室有限公司390、三小文創有限公

司391、孟儀有限公司392、盈溢有限公司393、家裡蹲創意印刷股份有限公司394等公

司名稱，更加佐證目前於公司名稱之登記實務並未有意審查其所代表之內涵是否

具有冒犯性。 

本文認為目前實務上並未嚴格否定具有冒犯性意涵之公司名稱登記，並且本

文可以從經濟部公司登記資料中仍可以查詢到許多「極有可能」具有冒犯性意涵

之公司名稱，似乎可以推論政府容許登記這些具有冒犯性意涵之公司名稱，時至

今日亦未發生對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有任何明顯負面影響或與其關聯性，本文

不禁懷疑目前採取嚴格事前管制冒犯性商標之必要性。基此，對於智慧財產局現

行商標註冊審查之態度，本文認為可以參考公司名稱登記實務運作，適度地放寬

事前管制冒犯性商標之註冊。 

第三節、商標法「保護消費者利益」之再思考 

雖然審查基準是以商標法立法目的所指「保障消費者利益」為限制冒犯性商

標不予註冊之依歸，並且說明「基於保護消費者利益，自應拒絕以商標註冊型態

保護……褻瀆宗教、種族歧視、文化衝突等妨害公序良俗商標之使用」395，但本

文質疑這些與商標經濟功能無關之「文化功能」，商標法本身是否有意管制，進

                                                
386 公司統一編號：24804751，預查編號：104067273，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87 公司統一編號：42572732，預查編號：104042700，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88 公司統一編號：24960149，預查編號：104001725，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89 公司統一編號：56076115，預查編號：106005584，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90 公司統一編號：54292497，預查編號：102047663，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91 公司統一編號：54001152，預查編號：101052600，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92 公司統一編號：80586145，預查編號：092064844，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93 公司統一編號：60737102，預查編號：106021399，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94 公司統一編號：12718372，預查編號：098063577，公司狀況：核准設立（最後瀏覽日：2018/5/4）。 
395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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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須動用到強烈干預人民言論自由之事前審查手段？ 

誠如智慧財產局闡明商標法立法目的時所為之介紹，商標往往是消費者在購

買或選擇商品或服務時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若同一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市場中

存在相同或近似商標的商品或服務時，消費者即可能以為是來自同一來源的商品

或服務，或以為二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

似關係，因而發生誤認誤購等情形益396。有鑑於此，商標法除了保障商標或標章

註冊權益外，更應以相關消費者不發生混淆誤認之虞為權利取得或存續之要件，

達到保障消費者利益之目的397。因此，本文認為商標法所稱「保障消費者利益」，

就僅是指「消費者得透過商標避免對於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誤認」此一著眼

於商標「經濟功能」之目的，而無欲管制商標之「文化功能」面向。 

此外從商標法整體體系觀察，商標法對於商標權侵害態樣之相關規定，於民

事救濟上商標法第 68條規定：「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為侵害商標權：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第 70條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

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

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

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

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者。三、明知有第六十八條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

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

                                                
39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逐條釋義，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頁 3，2017年 3月（四版一刷）。 
39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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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刑事救濟上則訂有「仿冒商標與團體商標罪」398、「侵害證明標章罪」399與「販

賣、陳列或運輸仿冒商標、團體商標罪」400。這些侵害態樣都是因為會造成消費

者發生混淆誤認導致影響市場競爭秩序，所以藉由立法明文處罰這些侵害態樣達

到「保障消費者利益」之目的。 

換言之，商標法僅欲管制與商標有關之經濟功能，達到「保障消費者利益」

之目的；假使商標法有意規範與商標經濟功能無關之「文化功能」，應會增訂對

於商標具有「冒犯性」時限制其商標權之行使。故本文認為商標法並無意圖管制

與商標經濟功能無關之「文化功能」，以及授權行政機關審查商標背後所代表之

意義。 

  

                                                
398 商標法第 95條：「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

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

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

或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399 商標法第 96條：「未得證明標章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
相同或近似於註冊證明標章之標章，有致相關消費者誤認誤信之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明知有前項侵害證明標章權之虞，販賣或意圖販賣而製

造、持有、陳列附有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證明標章標識之標籤、包裝容器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400 商標法第 97條：「明知他人所為之前二條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陳列、輸出或輸
入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透過電子媒體或網路方式

為之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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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論 

「公序良俗」是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必須隨著時代變遷加以體察，並且透

過行政、司法實務之應用始得具體化其內涵。在我國商標註冊實務，公序良俗條

款的具體內涵從早期紛亂適用到現今發展出明確可操作之「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審查基準」，並就商標妨害公序良俗情形予以類型化，本文認為行政機

關透過訂定行政規則進一步釐清商標法「公序良俗」這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值

得嘉許與贊同，理由在於能夠增加法律安定性與可預測性，對於商標申請人得事

先了解其商標在何種情況可能會被評價為有妨害公序良俗之情事；對於商標審查

人員得操作統一標準，降低可能因受不同審查人員審查而得到相異之處分結果；

對於法院而言，亦得參考作為判決之論理依據。 

回顧過往實務操作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可以發現行政機關於制定審查基準

之前，在核駁審定書、異議審定書與評定書中對其判斷標準與認定模式呈現多種

敘述，雖然本文整理嘗試予以類型化，但對於三者間為何操作同一商標法公序良

俗條款有不同方式無從得知。於制定審查基準後，此一問題即已解決並統一適用

該審查基準。而在司法實務上對於商標法公序良俗之詮釋，大體而言則是定位為

商標圖樣本身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並於個案中加以判

斷。 

從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414、577、623、734、744	號解釋中對於商業言論之描

述觀察，商標本身應可列為商業言論之一環。此外，對於商業言論事前限制之合

憲性疑義，更於大法官釋字第 744 號解釋中改採嚴格審查，宣示對於商業言論的

管制態度並非僅得中度審查。雖然本文認為行政機關「事前限制」冒犯性商標不

予註冊之相關規定是違反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意旨，並且在適用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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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諸多矛盾之處，但退步而言，縱使例外允許行政機關得於商標註冊階段依照審

查基準審查商標是否具有冒犯性之情事，本文認為目前行政實務仍有改善空間。

時常可以觀察到許多處分書中欠缺明確指明「為何具有冒犯性」之參考資料，僅

簡略帶過該商標可能有某種「冒犯性」意涵而核駁其註冊。本文認為應於處分書

中詳盡指出其參考資料之來源，證明審查人員是因為充分客觀證據之顯示而得出

該商標具有冒犯性結果；此外，由商標審查人員擔負認定商標「冒犯性」與否之

責任過於沈重而與商標專業領域相悖，尚難說服商標申請人與一般大眾信服行政

機關是透過一定程序「專業客觀」之標準為事前審查。本文認為當審查到冒犯性

商標時，宜邀請相關專業學者參與審查，或者組成相關專業諮詢委員會，協助商

標審查人員達到一定程度之「專業」「客觀」審查，並且建立相關審查機制，緩

和行政機關受批評僅憑一人主觀意見而決定人民言論內容之內涵。 

相較於案例豐富的行政實務，我國司法實務目前僅有智慧財產法院一則判決

是與冒犯性商標直接相關，故無法歸納出法院對於處理冒犯性商標之態度為何。

但本文認為，後續法院如果面臨冒犯性商標相關爭議時，或許除了機械性地操作

過度抽象的商標法公序良俗條款外，亦得於判決中也能納入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

由之衡量，進一步質疑限制不予冒犯性商標註冊之實質意義為何，進而討論對於

商標申請人之商標「事前審查」其與商標經濟功能無關之背後內涵，是為了「有

效」達到商標法保護消費者利益之立法目的？或是為了達到具有「反歧視條款」

精神之重要公共利益？抑或僅是淪於「只允許說好話不得有任何冒犯」之觀點歧

視？從中建立起我國法院對於冒犯性商標之評價，探究有無容許冒犯性商標註冊

的可能性。 

第二節、建議 

對於是否允許冒犯性商標之註冊，本文認為可以重新調整目前管制冒犯性商

標之模式，盡量朝向事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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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藉由強化審查冒犯性商標是否具有識別性，過濾掉不具適格性之商標。

一方面可以避免觸及審查人民言論自由之疑慮，一方面也可以篩選出具有識別性

之商標。 

判斷出具有識別性之冒犯性商標後，接下來是針對商標「冒犯性」之審查。

如果該冒犯性商標涉及與公益相關之刑事法規401，則可藉由公序良俗條款援引其

精神而予以核駁；至於其他冒犯性商標，本文認為可以有條件捨棄判斷申請商標

是否具有冒犯性，放鬆取得註冊之消極要件。至於冒犯性商標如何難以回復地影

響公序良俗等情事，除非有明顯客觀證據顯示足以影響經濟秩序，否則不宜與不

適由智慧財產局擔負決定之責，應直接由法院處理相關爭議，例如商標如果有侵

害他人名譽之情事可以循民事侵權402或者刑事妨害名譽救濟403。 

但如果冒犯性商標遇有涉及歧視乃至於仇恨性等言論，本文認為宜先判斷是

否有足以造成市場發生不公平競爭以及致使經濟秩序動蕩不安之高度可能性，並

檢附具體事證。如果有，則應可因為牴觸商標法立法目的而使用公序良俗條款核

駁該冒犯性商標；若無，則依職權移送至反歧視或反仇恨等相關主管單位，負責

統一處理此與人民言論自由相關之高度爭議議題；或者由立法機關授權智慧財產

局擁有審查之權限。同時賦予商標申請人即時之司法救濟。 

然在尚未建立對於冒犯性商標之明確審查機制前，本文認為不宜由智慧財產

局透過僅具命令位階之審查基準擔任「事前審查」冒犯性商標之角色，即便日後

                                                
401 例如刑法第 235條：「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
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

同。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402 例如民法第 18條：「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
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 19條：「姓
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403 例如刑法第 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刑法第 312條：「對於已死之人公然侮辱者，處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對於已死之人犯誹謗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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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冒犯性商標於註冊後在市場上造成不可預期之經濟秩序動蕩不安，智慧財產局

仍得藉由評定制度依職權藉由公序良俗條款「事後管制」。更何況該冒犯性商標

之文字與圖案根本不涉及與經濟秩序相關之商標核心價值，對於商標申請人之商

標價值何妨不同時參酌著作權法制多元價值精神404，予以更包容之角度看待，本

文認為不無值得深思之理。 

  

                                                
404 著作權法第 1條：「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
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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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14抄百Ｏ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ＯＯ聲請書，htt
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detail.asp?expno=414&sho
wtype=%AC%DB%C3%F6%AA%FE%A5%F3（最後瀏覽日：2018/6/13）。 

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14部分不同意見書（大法官吳庚、蘇俊雄、城仲模），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detail.asp?expno=414&s
howtype=%B7N%A8%A3%AE%D1（最後瀏覽日：2018/6/13）。 

5. 經濟部，公司名稱暨所營事業預查輔助查詢，https://serv.gcis.nat.gov.tw/pub/c
mpy/nameSearchListAction.do?method=first（最後瀏覽日：2018/5/4）。 

6.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
yBar/queryInit.do（最後瀏覽日：2018/3/17）。 

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
1.jsp（最後瀏覽日：2018/4/1）。 

8. 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不宜(不得)使用之公司名稱或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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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k=876（最後瀏覽日：2018/5/20）。 

9. 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線上企業開辦，https://gcis.nat.gov.t
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getFile&pk=633（最後瀏覽日：2018/
5/20）。 

1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本局新商標檢索系統已正式上線試營運，歡迎各界多加
運用，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33016&ctNode=7127&mp=1（最
後瀏覽日：2018/4/1）。 

11. 撿肥皂工作室臉書專頁，關於，https://www.facebook.com/pg/SoapPicker/abou
t/?ref=page_internal（最後瀏覽日：2018/3/17）。 

 

（七）行政文書 

1. 商標核駁第 T0288135號審定書。 

2. 商標核駁第 T0295453號審定書。 

3. 商標核駁第 T0298255號審定書。 

4. 商標核駁第 T0314539號審定書。 

5. 商標核駁第 T0331413號審定書。 

6. 商標核駁第 T0338697號審定書。 

7. 商標核駁第 T0354862號審定書。 

8. 商標核駁第 T0361723號審定書。 

9. 商標核駁第 T0362512號審定書。 

10. 商標核駁第 T0364237號審定書。 

11. 商標核駁第 T0368692號審定書。 

12. 商標核駁第 T0384641號審定書。 

13. 商標核駁第 T0384803號審定書。 

14. 商標核駁第 T0387047號審定書。 

15. 商標核駁第 T0387209號審定書。 

16. 商標核駁第 T0388243號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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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台異字第 G00930413號商標異議審定書。 

18. 中台異字第 G00931016號商標異議審定書。 

19. 中台異字第 G00950420號商標異議審定書。 

20. 中台異字第 G00980281號商標異議審定書。 

21. 中台異字第 G00990941號商標異議審定書。 

22. 中台評字第 H00920242號商標評定書。 

23. 中台評字第 H00940119號商標評定書。 

24. 中台評字第 H00960111號商標評定書。 

25. 中台評字第 H00960352號商標評定書。 

26. 中台評字第 H01000348號商標評定書。 

27. 中台評字第 H01040143號商標評定書。 

28. 中台評字第 H01040191號商標評定書。 

29. 經濟部訴願決定書經訴字第 10406317560號。 

 

（八）其他 

1. 林子儀大法官釋字第 617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2. 林子儀大法官釋字第 64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3. 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1 日經濟部
經授智字第 10420030321號令訂定發布，並自即日生效）。 

4. 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 74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5. 黃昭元大法官釋字第 74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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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eriodicals 

1. John W. Sherman, Registration of Trademarks under State Law, AMERICAN BAR 
ASSOICATION JOURNAL (May 1973). 

 

（三）Cases 

1. Canal Company v. Clark, 80 U.S. 311 (1871). 

2. 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rp.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New York, 
447 U.S. 557 (1980). 

3. Davenport v. Washington Ed. Assn., 551 U.S. 177 (2007). 

4. In re Brunetti, 877 F.3d 1330 (Fed. Cir. 2017). 

5. In re McGinley, 660 F.2d 481 (C.C.P.A. 1981). 

6. In re Tam, 785 F.3d 567 (Fed. Cir. 2015). 

7. In re Tam, 808 F.3d 1321 (Fed. Cir. 2015). 

8. Matal v. Tam, 137 S.Ct. 1744 (2017). 

9. National Endowment for Arts v. Finley, 524 U.S. 569 (1998). 

10. Rust v. Sullivan, 500 U.S. 173 (1991). 

11. Taylor v. Carpenter, 23 F.Cas. 742 (C.C.D. Mass. 1844). 

12. Thomson v. Winchester, 36 Mass. (19 Pick.) 214 (1837). 

13. Trade-Mark Cases, 100 U.S. 82 (1879). 

14. Ysursa v. Pocatello Ed. Assn., 555 U.S. 353 (2009). 

 

（四）Internet 

1. European Union, Office for Harmonis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agencies/ohim_
en,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2.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15-1293, https://www.supremecourt
.gov/search.aspx?filename=/docketfiles/15-1293.htm, last visited April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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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About Us, https:/
/www.uspto.gov/about-us,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4.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1203 Refusal on Basis of     
Immoral or Scandalous Matter; Deceptive Matter; Matter which May      
Disparage, Falsely Suggest a Connection, or Bring into Contempt or      
Disrepute, https://tmep.uspto.gov/RDMS/TMEP/current#/Apr2017/TMEP-1200d
1e3042.html, last visited April 29, 2018. 

5.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IN RE: TAM    
[ORDER], http://www.cafc.uscourts.gov/content/re-tam-order,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6. USPTO, THIS OPINION IS A PRECEDENT OF THE T.T.A.B, http://ttabv
ue.uspto.gov/ttabvue/v?pno=85472044&pty=EXA&eno=1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7.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
aseId=sn85472044&docId=OOA20120106141418#docIndex=19&page=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8.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caseviewer/pdf?cas
eId=77952263&docIndex=1&searchprefix=sn#docIndex=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9.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
aseId=sn77952263&docId=SPE20100309081312#docIndex=10&page=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10.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
aseId=sn85472044&docId=OOA20120106141418#docIndex=16&page=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11.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
aseId=sn77952263&docId=SPE20100309081312#docIndex=12&page=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12. Wikipedia, The Slan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Slants,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13. WIPO, Members of the Madrid Union, http://www.wipo.int/madrid/en/membe
rs/,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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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15. WIPO, WIPO-Administered Treaties,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ShowRes
ults.jsp?lang=en&treaty_id=2, last visited March 13, 2018. 

16. WTO, Members and Observers,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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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THE SLANTS（Serial Number：77952263）申請時所附之使用證據405 

                                                
405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aseId=sn7795226
3&docId=SPE20100309081312#docIndex=12&page=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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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HE SLANTS（Serial Number：85472044）申請時所附之使用證據406 

 

                                                
406 USPTO, USPTO TSDR Case Viewer,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aseId=sn8547204
4&docId=OOA20120106141418#docIndex=19&page=1, last visited March 30, 2018.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