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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味」也能申請商標?-淺談「 氣 味 商 標 」 之 審 查
前言

文˙章芳慈

現今商業活動發展多元化，傳播媒體及廣告設計日新月異，傳統商標之型態已
不敷實際交易市場所需，為保障商標權益、順應國際潮流，100年6月29日修正公布
之商標法開放任何足以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皆能成為註冊保護之客體，舉
凡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甚或其他聲音、氣味等可感知之標識在內，只
要符合商標法識別性規定者，皆能申請商標。
其中較具爭議性之「氣味商標」，因為無法以圖片表示，亦無法存載於電子載
體中，以輔助審查並明確公告其權利內涵，故可說是非傳統商標中審查最為困難之
客體。本文以下將就106年9月12日最新修正公布之「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中「氣
味商標」之審查為概略之介紹。
一、氣味商標之定義
氣味商標指以「特定氣味」作為
標識，且該氣味本身已具備商標指示
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氣味商標之
形式可由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本身或其
包裝容器、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或服
務場所等呈現。
二、氣味商標之審查
(一) 商標圖樣與商標描述
氣味商標圖樣應以「商標描述」
作為商標圖樣，而商標描述除了須明
示「本商標為氣味商標」外，其內容
應足以讓相關消費者直接與記憶中之
氣味有所連結，進而能夠清楚認識、
理解到申請註冊之氣味予人之感知為
何。依申請註冊之氣味商標予消費者
之認知，可分為以下兩種呈現方式：
1.以自然界存在之氣味描述
商標申請人申請註冊之氣味，如
果為自然界所存在，且為具有普通知
識之相關消費者所知悉，而有相類似
之「共通印象」者，如柑橘味、薰衣
草味或薄荷味等，即較能透過該等文
字說明，使相關消費者直接、清楚地
與記憶中之特定氣味相連結。
2.以市場上特有名稱或稱呼之氣味描
述
申請註冊之氣味商標，無法以自
然界存在之氣味清楚、明確表現時，
如有具體事證，足資證明已與市場上
存在且普遍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之特
有名稱或稱呼產生連結，多數消費者
並有相類似之共通印象及經驗者，得
以市場上該特有之名稱或稱呼加以描
述。

(二)商標樣本
氣味商標應以商標描述之文字說
明作為商標圖樣，所以商標樣本必須與
商標描述相互一致。具體而言，申請人
可檢送申請註冊之氣味商標實際使用之
商品實物、商品包裝，或是提供服務有
關之物品等，作為氣味商標之樣本。倘
若實際使用氣味之物品為較大體積，或
有其他檢附之困難時，亦得檢送真實呈
現含有該氣味之試紙等作為商標樣本加
以審查。
(三)識別性
氣味商標和其他類型商標一樣，必
須具有識別性方能取得註冊。然而，申
請註冊之氣味，若是源自於指定使用之
商品本身或其本質，則該氣味予消費者
之認知，係為所使用之商品本身，而非
作為指示特定商品來源之標識，例如以
巧克力或香草之氣味指定使用於烘焙產
品，因為巧克力或香草為烘焙之蛋糕、
麵包等商品經常使用之原料，應為該等
商品之原料、成分、口味等特性有關之
說明，不具識別性。又以橡膠味指定使
用於輪胎商品，因輪胎多係由橡膠製
成，橡膠味乃為輪胎商品本身散發之氣
味，係為該商品之本質所致，屬於輪胎
商品通用氣味，不具識別性，且無法透
過舉證已取得後天識別性而獲准註冊。
氣味商標指定使用於服務時，亦可能有
類似情形，如以咖啡味指定使用於咖啡
廳，同樣不具識別性。
此外，無論商品本身、商品包裝容
器或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等客體所散發
出之氣味，均容易讓消費者認為係該特
定物品之特徵，而不會直接將之當作指
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故申請人若
無法舉證該氣味業經申請人使用，在交
易上已成為指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

別標識，而具有後天識別性者，應不
得註冊。
換言之，氣味要單獨具有指示商
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功能，一般需要
能「獨立於商品或服務之本質」或「
被期待之商品或服務特徵之外」，屬
於「額外且特別附加」之氣味，例如
以雞蛋花香味之刺繡用紗線、櫻桃味
之機油、苦澀啤酒味之飛鏢等，皆為
國外核准註冊之案例。這些案例之氣
味並非指定商品天然具備之香味，或
為被期待應該具備之氣味，而係額外
附加使用在商品或服務，以作為與競
爭同業類似商品或服務相互區別之標
識。
(四)功能性
申請註冊之氣味對於指定商品或
服務之用途或使用目的，為不可或缺
，抑或是會影響商品或服務之成本或
品質，便具有功能性，不得註冊。而
在氣味商標是否具功能性之判斷上，
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型，
是一個重要之影響因素。例如香水、
芳香精油、空氣清新劑、提神藥油
等，其商品本質之功能即提供使用者
不同之氣味，讓使用者能夠因散發自
己所喜歡之氣味而舒緩、愉悅心情，
或達到提神醒腦等效果。故氣味對於
此類商品，應具有實用目的而具功能
性，不得註冊。
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產業相關之
運作實務，亦為判斷是否具有功能性
之重要因素，亦即氣味對於商品或服
務競爭上之重要影響，是否具有緊密
關聯性。若該氣味使用於所指定之商
品或服務，為市場交易實務上所普遍
習用，這樣之氣味不僅不具有識別性，
並應被認定為具有功能性而不得註
冊。因為交易上普遍被使用之氣味通
常能夠讓商品更加宜人而具吸引力，
例如使用於洗碗精、洗潔精等非人體

用清潔劑之檸檬香，對於這些商品之
清潔效能及產製成本雖沒有實質助益
，卻已為相關商品業者所普遍習用，
倘若這樣之氣味由一人所獨占，將明
顯具有效能與成本以外之其他競爭優
勢，進而產生抑制合理競爭之結果，
故特定商品或服務業者所普遍習用之
氣味，應認為具有美感功能性，不得
註冊。
申言之，在個案中判斷申請註冊之
氣味是否具有功能性時，應先判斷該
氣味使用於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用
途」或「使用目的」是否為不可或缺
，或是會影響商品或服務之「成本」
或「品質」。倘若不具前揭情事，則
應進一步判斷該氣味是否提供其他真
實且顯著之「競爭上優勢」，因而應
該被保留於公共領域。若考量該氣味
由一人取得專屬及排他之權利，將造
成競爭者陷入顯著之非聲譽相關劣勢
，則該氣味應被認定具有功能性。
而市場上之業者之所以在商品、商品
包裝或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服務
提供場所使用特定之氣味，或可能為
了要遮蓋物品或場所中難聞或刺鼻之
氣味，或是透過添加宜人之氣味，增
加商品或服務之吸引力，讓消費者更
願意進行消費。此類氣味雖存有遮蓋
功能，並不必然代表該氣味具有商標
法範疇下之「功能性」，如以櫻桃或
其他水果之香味，指定使用於汽車用
之燃料油商品，儘管水果之香味應能
夠降低油品本身所具有之刺鼻味，卻
不會提升油品之運作效能，或有助於
成本之減少，亦非汽車油品業者普遍
習用之做法，若申請人能夠舉證其已
就該氣味取得後天識別性，且該氣味
商標之註冊，並不致對市場競爭秩序
帶來不利影響，亦不會使其競爭者陷
入顯著非關聲譽之競爭劣勢，即非屬
具功能性之情形。

四、結論
我國目前對於氣味商標或其他新型態之非傳統商標之保護，相較於傳統
商標而言，不僅實務審查經驗較缺乏，其審查之標準亦有許多規範未詳盡之
處，然而隨著現今商業類型及市場需求日趨多元，如何給予非傳統商標更完
善之保護，將是我國商標制度有待思考之問題。
參考資料
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中華民國106年9月12日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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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瑞伶

一、何謂「反向混淆」?
一般商標法的混淆，是後註冊的商標為了攀附先註冊商標之商譽，刻意註
冊近似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然而「反向混淆」卻是後商標使用人透
過強而有力的行銷建立商譽使之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先註冊商標成為弱勢，反
倒有攀附後商標名氣與商譽，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的嫌疑，故反向混淆的概念
與傳統意義上的混淆(即正/順向混淆)是相對的。
二、反向混淆構成要件
（一）商標的先使用者的市場地位要
弱於後使用者
商標正向混淆中，在先商標一
般具有較高顯著性和知名度，先商標
權人處於市場強勢地位，而後使用人
往往會以搭便車的方式模仿在先商標
來攀附其消費者市場；但「反向混淆
」如其文義，消費者看到標誌會產生
先商標使用人的產品可能來源於後商
標使用人，或者先商標使用人與後商
標使用人之間存在許可、贊助等某種
合作關係等錯誤認識。
後商標使用人往往處於市場強勢
地位，在反向混淆的案例中，侵權者
大多數都是相關行業的龍頭老大，其
知名度、實力要遠遠強於商標的先使
用者，在市場上充斥著大量的產品並
擁有豐富的市場資源的大公司；而先
商標使用者一般屬於中小企業，在市
場上籍籍無名或者影響較小。後商標
使用人的廣泛宣傳、促銷等商業行為
使該商標具有的知名度越高、市場占
有程度越高，發生反向混淆的可能性
就越大。

也沒必要攀附處於弱勢地位的先商標註
冊人。如果侵權人(後商標使用人)不知
先使用者已經註冊商標，但客觀上卻造
成了反向混淆的結果，仍然是一種侵權
行為。
因此後使用人是否知曉在先註冊商
標的存在和使用，以及是否存在惡意，
並不影響商標反向混淆的成立。只要侵
權行為客觀上造成了「混淆可能」的損
害後果，即構成反向混淆的商標侵權行
為。當然，在確定侵權賠償責任時，侵
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仍是法院考量的因
素之一，主觀過錯對於確定賠償數額仍
具有重要意義。

(四)反向混淆造成先商標權人的損害後
果
反向混淆的損害後果不同於一般混
淆。就正向混淆而言，其損害結果在於
侵權人利用他人的商譽獲利，使消費者
將侵權人的商品誤認為源於先商標權人
，危害先商標權人的商品市場空間和正
常經營活動。
而反向混淆的損害後果，則是擁有
強大經濟實力的後商標使用人企圖將在
先商標占為己有，通過大規模的促銷和
(二)在先商標與在後商標指定使用於 宣傳活動，從而壓縮先商標使用人正常
運行的品牌空間，使先商標權人與註冊
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反向混淆仍屬於混淆誤認的態樣 商標之間的特定聯繫被割裂，其寄予商
之一。參照「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標拓展市場空間的願望受到抑制，導致
5.3.1所述，商品類似之意義係指二個 商譽和企業身份的淹沒、弱化，最終造
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製者 成商標權人的發展權益受到侵害。
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
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 三、反向混淆在美國、中國大陸及我國
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商品 商標審查的實務見解之比較
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 【美國】
目前，美國透過判決的累積已承認
但有關聯之來源，則此二個商品間即
存在類似的關係。同理，服務類似係 反向混淆理論，在實務上聯邦商標法或
指服務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 州法皆可作為主張反向混淆之依據。
務提供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 美國法院對“反向混淆誤認＂的適用予
以嚴格限制，在適用反向混淆理論時高
關聯之處。
消費者之所以對商品產生反向混淆誤 度依賴個案具體事實加以認定。不過值
認，究其原因在於二者有相同或近似 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採「使用主義」
的商品或服務，或者至少兩者的產品 (指要有先使用之事實，才能請准商標註
冊)，判斷反向混淆之順序應以使用先後
存在相關性。
，而非以註冊登記先後判斷之。
(三)不以商標後使用者主觀惡意為構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行商標法未明確規範反
成要件
在反向混淆中，先、後商標使用 向混淆，但學說、實務均肯認應以反向
人雙方往往在經濟實力、企業知名度 混淆為混淆誤認之虞要件之一。
雖然中國大陸商標法採註冊主義，
上相差懸殊；處於強勢地位的後商標
使用人在商品上使用他人之在先商標 但在探討反向混淆時幾乎未見討論到是
並不必然出於惡意，也可能是使用前 否已註冊的問題，反而是以先使用或後
未善盡檢索或注意不周導致，其不會 使用認定，似乎不考慮註冊先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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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我國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
第465號判決則明確表示不接受「反
向混淆誤認」的論點。
最高行政法院是從商標法的基本
原則「先申請註冊原則」出發，不可
以後商標申請案的市場知名度，打擊

已經申請註冊的商標權。該原則就是
在於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避免財力
雄厚的企業藉由龐大的行銷能力，巧
取豪奪先註冊之商標，不僅保護先商
標權人的商譽，更保護其市場地位和
給予正常競爭環境。

四、結論
「反向混淆」的適用看似合理，後商標使用人並未懷有主觀惡意，只是憑
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宣傳、推廣，使得在後商標廣為人知，但事實上，反向混
淆不僅貶損了在先商標之價值，更使得先商標權人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構成
商業上不正當競爭行為。
因此，已擁有註冊商標之商標權人應將商標之使用效益最大化，竭力通過
行銷的手段，讓商標廣為人知，使商標專用權確實受到法律保護，才能避免受
到「反向混淆」得侵害，同時達到搶先佔領市場及建立品牌信譽的效果。
參考資料
1.智慧財產權月刊182期《商標反向混淆之探討》
2.「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法律小學堂
問題：
「外星人股份有限公司」為「外星人」商標之商標權人(專用商品包括
「速食麵」、「麵速食調理包」)，且仍在專用期限內。今有「兩光有限公司」
大量製造並自行銷售一系列之泡麵，其中包括「外星人辣味麵」(單價一包30元)、
「外星人怪味麵」(單價一包40元)、「外星人垃圾麵」(單價一包50元)，因其
上印有「外星人」之文字及圖樣，經法院判斷確實已成立侵害商標權。此時，
「外星人股份有限公司」如主張以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之「商品單價加倍
計算」方式，向「兩光有限公司」請求損害賠償，則法院究應以各項商品單價
之平均數，作為計算零售單價之基礎後，再乘以倍數，作為損害賠償之金額？
或應就各項侵害商品單價分別乘以倍數後，再加總數額，作為損害賠償之金額？

楊理安律師:
一、按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
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三、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一千五百倍以下
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
二、我國實務見解目前針對該款所載之計算方式，於各項侵害商品單價不同時
應如何適用，主要有兩種看法：
(一)將各項商品單價分別乘以倍數後，再加總數額，作為損害賠償之金額：(
分別價格乘以倍數)
該類見解之主要立論在於，侵害商標權之商品品項不同，為各別之商品，商標
權人本得各別起訴請求各項侵害商品之損害賠償。由此以觀，侵權行為人製造
銷售多樣商品之情形，商標權人集中於一案件中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自應以
各項侵害商品單價分別乘以倍數後，再加總數額，作為損害賠償之金額。
(二)以各項商品單價之平均數，作為計算零售單價之基礎，再乘以倍數，作為
損害賠償之金額：(平均價格乘以倍數)
該類見解之主要立論基礎在於，多項侵權商品而其零售單價不同時，若以各項
侵害商品單價分別乘以倍數後，再加總數額，以計算損害賠償金額，將易使被
害人獲取遠逾其所受損害之賠償，反而導致商標權人有不當得利之情事，已違
反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之立法目的。故解釋上法院應以各項商品零售單價之平
均數，作為計算零售單價之基礎，再乘以倍數，作為損害賠償金額之方式，較
為妥適。
(三)如採「分別價格乘以倍數」之見解，對於原告原則上較為有利；反之，如
採「平均價格乘以倍數」之見解，原則上對於被告較為有利。而「分別價格乘
以倍數」固有最高法院見解支持，然「平均價格乘以倍數」之見解則由司法院
座談會研討結果之多數說所採，且採用此說之實務見解數量頗多，亦不可忽視。
惟筆者以為，如自民國100年6月29日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修正，已將該款
最低損害賠償即單價500倍之下限刪除(僅留1,500倍之上限)之角度來看，法院
既已得依個案情形分別酌定各項商品所乘倍數低於500倍，則是否「分別價格
乘以倍數」之計算方式，仍將導致被害人獲取不當得利而違反損害賠償目的，
恐有再行商榷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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