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判字號】103,行商訴,5

【裁判日期】1030529

【裁判案由】商標註冊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3年度行商訴字第5號

                                民國103年5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吳振興

訴訟代理人　黃秀珠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

訴訟代理人　林淑靜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02 年

11月6 日經訴字第1020610819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申請第101067722 號「蜜蜜坊及圖」商標註冊申請案，

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分。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101 年11月29日以「蜜蜜坊及圖」商標（下稱

   系爭申請註冊商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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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類「甜點、糕餅、糕點、鳳梨酥、

   爆米花、馬卡龍糕點、麻糬、冰淇淋麻糬、甜甜圈、蛋糕、

   銅鑼燒、鬆餅、派餅、布丁、蛋黃酥、鳳眼糕、冰淇淋蛋糕

   、海綿蛋糕、法式鹹派、布丁粉」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

   經被告審查，認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之註冊第4593

   2 號、第1290411 號「蜜蜜」商標（下稱據以核駁商標1 、

   據以核駁商標2 ，合稱據以核駁商標）構成近似，復指定使

   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以

   102 年7 月31日商標核駁第349031號審定書為核駁之處分（

   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濟部以102

   年11月6 日經訴字第10206108190 號訴願決定駁回之，遂向

   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貳、原告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定，暨被告就系爭申請註

   冊商標應為核准註冊之處分，並主張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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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以獨具創意之圖形結合中文字「宓蜜坊」

   ，所構成整體之商標圖樣，就其中文「宓蜜坊」之首字宓字

   而言，為安或安寧之意，坊字有房屋、店鋪或工作室之意涵

   。其整體中文為安住甜蜜地方之意，亦有引喻守住甜蜜處。

   原告以宓字巧妙搭配卡通化之蜜蜂圖形，構成商標圖樣，具

   有獨特之創意，同時在第二個蜜字貼上花圖，並與坊字背景

   結合二個花圖，構成商標圖形，使人有甜蜜開心之感受。系

   爭申請註冊商標中坊字雖為不專用，然在與其他商標間判斷

   近似與否時，仍應就包括聲明不專用之部分為整體比對，此

   乃為整體觀察原則之展現，是系爭申請註冊商標圖樣與據以

   核駁商標相較，在外觀上明顯不同，且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有

   創意及設計特色。況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為三個字，據以核駁

   商標則為二個字，顯可區別字數之不同，兩者非屬近似商標

   甚明。

二、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以宓字巧妙搭配卡通化之蜜蜂圖形，構成

   該圖樣，同時在第二個蜜字貼上花圖與坊字背景，並結合二

   個花圖，整體予人寓目印象為溫馨之家前有條小路，小路旁

   有花與蜜蜂，呼應商標中文「宓蜜坊」所含安住甜蜜與守住

   甜蜜地方，原告欲以系爭申請註冊商標引出品牌故事與性質

   ，相較據以核駁商標1 僅為單純文字之蜜蜜，具有識別性。

   職是，坊字雖為不專用聲明，然其字體經原告用心設計，將

   坊字最後一筆畫往左拉長延伸，並於端點搭配一朵小花，予

   人寓目印象為一條通往家之溫馨開花小路，坊字背景佐以房

   屋圖案作為呼應，是坊字已因特殊設計而具有識別性，給予

   相關消費者寓目印象深刻，將兩商標異時異地隔離整體觀察

   ，不成立近似。

三、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使用於甜點、糕餅、糕點、鳳梨酥、爆米

   花、馬卡龍糕點、麻糬、冰淇淋麻糬、甜甜圈、蛋糕、銅鑼

   燒、鬆餅、派餅、布丁、蛋黃酥、鳳眼糕、冰淇淋蛋糕、海

   綿蛋糕、法式鹹派、布丁粉等商品，而據以核駁商標使用於

   果凍、蜜餞、果醬、糖果、口香糖、泡泡糖等商品。顯見系

   爭申請註冊商標用於糕點類商品，其與據以核駁商標用於糖

   果、果醬類商品，容有區別。再者，相較系爭申請註冊商標

   與據以核駁商標，兩者有相當差異性，未致相關消費者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以現有併存之商標可知，除蜜蜜外，另有搭

   配花園、甜心、農夫、熊等常見字詞，被告均准予註冊，顯

   見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不近似，無致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虞。職是，蜜蜜之中文已為業界所喜用之商標

   名稱，非屬強勢商標，舉凡以蜜蜜搭配其他具有識別性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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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者，即可供相關消費者區辨，無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四、參諸註冊第1488906 號「甜蜜蜜」商標，其與本件據以核駁

   商標，同時併存於糖果產品，顯然較本件兩造商標之近似度

   為高，被告雖稱蜜蜜僅為單純疊字所構成，甜蜜蜜則有親愛

   幸福美滿之意云云。然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有蜜蜂之設計、房

   屋圖案及花朵之點綴，整體予人甜蜜、溫馨之感覺，其與單

   純疊字所構成之蜜蜜更有明顯可見之區別，被告對本件審查

   事項應受其之前見解拘束，認定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有安住甜

   蜜及守住甜蜜地方之涵義。故被告審定顯有失偏頗，判斷標

   準有失公正，違反平等原則，即有違誤。準此，相較系爭申

   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兩者有相當差異性，無致消費

   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況自原告所舉之商標併存案例可知，

   僅需設計或特色足以供相關消費者所辨識者，即無混淆誤認

   之虞，均得以併存，故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無違反商標法第30

   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

參、被告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答辯略以：

一、比對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圖樣，可知兩者主

   要識別部分均有相同之起首蜜蜜二字，是系爭申請註冊商標

   與據以核駁商標，整體予相關消費者之印象外觀近似，以具

   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消費者，在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

   可能會誤認兩商品來自同一來源，或不相同而有關聯之來源

   ，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且其近似程度不低。參諸系爭申請

   註冊商標指定使用於甜點、糕餅、糕點、鳳梨酥、爆米花、

   馬卡龍糕點、麻糬、冰淇淋麻糬、甜甜圈、蛋糕、銅鑼燒、

   鬆餅、派餅、布丁、蛋黃酥、鳳眼糕、冰淇淋蛋糕、海綿蛋

   糕、法式鹹派、布丁粉等商品，其與據以核駁商標所指定使

   用於果凍、蜜餞、果醬、糖果、口香糖、泡泡糖等商品相較

   ，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提供之功能、用途相同

   或相近，且常來自相同之產製業者，倘標示相同或近似之商

   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商品之相關消費

   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不相同而有關聯之來源，足認所指

   定使用之商品間，屬存在高度之類似關係。

二、本件據以核駁商標之中文蜜蜜為任意性商標，具相當識別性

   ，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以近似之中文蜜蜜坊申請註冊，易對其

   表彰來源或產製主體產生混淆誤認。故綜合判斷商標在圖樣

   近似、商品類似程度及識別性等因素，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

   據以核駁之商標之近似程度不低，而指定商品類似程度高，

   且據以核駁商標具相當識別性，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

   者，在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兩商

Page 3 of 13



   品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而有關聯之來源，應有致相關消

   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系爭申請註冊商標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

   1 項第10款之規定。

三、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於商標申請書之商標名稱填寫「蜜蜜坊及

   圖」，商標名稱雖非商標權範圍所及，惟應記載於商標註冊

   簿，其目的除俾於被告行政管理外，亦有探求申請人真意，

   瞭解商標申請圖樣中，申請人所欲表達之文字與圖形，以利

   商標後續審查工作，並建置檢索資料。原告雖強調系爭申請

   註冊商標圖案，為獨具創意之圖形結合中文字「宓蜜坊」，

   且其中文整體具有安住甜蜜地方之意。然起首蜜字經過設計

   ，予消費者之印象仍是蜜字，非原告所提之宓，故參考商標

   名稱與商標圖案整體觀之，應為蜜蜜坊及圖。無須聲明不專

   用例示事項，係歸納實務所常見，而未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

   義之虞之文字，所謂坊者，係指表示商店名號、場所或匯集

   商品之文字，常為商標申請人使用，且無致商標權產生疑義

   ，其與聲明不專用情形相同，均無專用權利。在商標混淆誤

   認比對時，雖列入商標整體比對，然不具識別性部分，並非

   作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故在比對時，不具識別性

   之部分，會施以較少注意。綜觀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為文字與

   經設計之背景房屋圖案結合，使用於指定之商品，整體予相

   關消費者之印象為蜜蜜之商店，相較據以核駁商標圖樣，均

   指向蜜蜜產製業者之商品，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四、原告所提關於蜜蜜併存之案例，其中註冊第45932 號「蜜蜜

   」為疊字所構成，有甜美動人之意思；註冊第1488906 號「

   甜蜜蜜」有親愛幸福美滿之意涵；註冊0000000 號「蜜蜜甜

   心」有對叫蜜蜜之戀人或兒女暱稱之意涵；註冊第1427628

   號與第1520054 號「台秝及其設計Tai Li蜜蜜花園」為台秝

   Tai Li牌之可供遊憩之蜜蜜園子。上揭商標予人之印象均不

   相同，而註冊第190261號「意蜜蜜」、註冊第486562號「優

   蜜蜜」、註冊第623657號「蜜蜜熊」、註冊第878172號「蜜

   蜜達MON-VITA」、註冊第1024469 號「甜蜜蜜」、註冊第12

   90542 號「甜蜜蜜HONEY 及圖」及註冊第1410710 號「蜜蜜

   農夫及圖」，均與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指定之商品有別，原告

   不得執為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應核准註冊之論據。倘原告主張

   「蜜蜜」中文已為業界所喜用之商標名稱，原告應將「蜜蜜

   」結合其他具有識別來源之文字，而非以60年及96年註冊之

   據以核駁商標，結合相關消費者非將之視為商標來源之「坊

   」字申請註冊，而有混淆誤認之虞之情事。準此，被告依法

   核駁原告之註冊申請，即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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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整理當事人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按受命法官為闡明訴訟關係，得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民事

   訴訟法第270 條之1 第1 項第3 款及第463 條分別定有明文

   。行政訴訟法第132 條準用之。本院於103 年3 月11日之準

   備程序期日，依據兩造主張之事實與證據，經整理不爭執與

   爭執事項，作為本件訴訟中攻擊與防禦之範圍。

(一)不爭執事項：

   原告前於101 年11月29日以「蜜蜜坊及圖」商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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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類之甜

   點、糕餅、糕點、鳳梨酥、爆米花、馬卡龍糕點、麻糬、冰

   淇淋麻糬、甜甜圈、蛋糕、銅鑼燒、鬆餅、派餅、布丁、蛋

   黃酥、鳳眼糕、冰淇淋蛋糕、海綿蛋糕、法式鹹派、布丁粉

   等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認系爭申請註冊商

   標與據以核駁之註冊第45932 號、第1290411 號「蜜蜜」商

   標構成近似，復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有致相關消

   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被告於102 年7 月31日作成核駁處分。

   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濟部訴願委員會以相同理由

   ，作成駁回原告之訴願（見本院卷第15至20頁）。原告不服

   訴願決定，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被告主張系爭申請註冊

   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指定商品，構成類似商品，原告並無

   意見。職是，上揭當事人不爭執之事實，將成為本件判決之

   基礎（見本院卷第46、47頁）。

(二)主要爭執事項：

   本件當事人主要爭點厥在（見本院卷第46至48頁）：1.系爭

   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是否近似？2.系爭申請註冊商

   標識別性之強弱？3.相關消費者對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

   核駁商標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4.原處分是否符合行政自我

   拘束之原則？

二、本件訴訟類型與裁判基準時：

(一)本件商標註冊事件為課予義務之訴：

   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

   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

   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

   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 條第2 項定有明文

   。是為行政訴訟之課予義務訴訟制度規定，而關於課予義務

   訴訟事件，行政法院係針對法院裁判時，原告之請求權是否

   成立與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所作成法律之判斷，

   故其判斷基準時點，非僅以作成處分時之事實與法律狀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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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倘事實審法院言詞辯論程序終結前之事實狀態有變更，

   法律審法院裁判前之法律狀態有變更，均應加以考量（參照

   行政法院62年判字第57號、72年判字第1651號判例；最高行

   政法院100 年度判字第1924號判決、102 年度裁字第229 號

   裁定）。準此，課予義務訴訟之判斷基準時點，應以事實審

   法院言詞辯論程序終結前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原告起訴

   聲明請求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撤銷，暨被告應准予註冊之審定

   （見本院卷第7 頁）。故本件商標註冊事件為課予義務之訴

   ，是本件訴訟之判斷基準時點，應以本院言詞辯論程序終結

   前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

(二)本件適用現行商標法：

   原告於本件訴訟中，援用其所提出之證據，以證明系爭申請

   註冊商標應准予註冊。因系爭申請註冊商標前於101 年11月

   29日申請註冊，被告並於102 年7 月31日作成應予核駁之審

   定處分，本件嗣於103 年5 月8 日辯論終結，故系爭申請註

   冊商標之申請，應否准許註冊，應以100 年6 月29日修正公

   布，101 年7 月1 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準此，本件爭點厥

   為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是否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

   規定，而有不應准予註冊之事由。因商標法第30第1 項第10

   款規定之修正，係將92年5 月28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下稱

   修正前商標法）第23條第1 項第13款之條次變更，參諸兩者

   之內容、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未修正，合先敘明。

三、判斷混淆誤認之虞：

   按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

   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

   註冊，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定有明文。所謂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

   使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誤認兩商標為同一

   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而極有可能誤認兩

   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

   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

   似關係而言。簡言之，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表彰之商品

   或服務之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參照最

   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5 號判決）。故判斷有無混淆誤

   認之虞，應參酌商標是否近似與其近似之程度、商品或服務

   是否類似與其類似之程度、商標識別性之強弱、先權利人多

   角化經營之情形、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相關消費者對各商

   標熟悉之程度、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行銷場所及其他混

   淆誤認之因素，就強弱程度、相互影響關係及各因素等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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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原告主

   張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之規

   定等語，被告否認上情。職是，本院應判斷系爭申請註冊商

   標與據以核駁商標間有無混淆誤認之虞，茲分別論述參考相

   關因素如後：

(一)商標是否近似及其近似之程度：

   所謂商標圖樣近似者，係指異時異地隔離與通體觀察，兩商

   標圖樣在外觀、觀念或讀音方面有相似處，具備普通知識經

   驗之相關消費者，施以通常之辨識與注意，有致混淆誤認之

   虞，此為不准商標註冊之消極要件。申言之，兩商標予人之

   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倘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消費者，在購買時施以普

   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兩商品或服務，來自同一

   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之間有所關聯，即構成近似。原告主張

   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間不成立近似，被告抗辯

   稱渠等商標間成立近似云云。職是，本院茲審究兩商標是否

   近似及其近似之程度如後（參照本院整理當事人爭執事項1

   ）：

 1.主要部分觀察之判斷原則：

   主要部分觀察方法為整體觀察原則在判斷商標近似與否時，

   倘認商標圖樣有特定部分特別引人注意，且此部分商標之識

   別功能特別顯著，即可就此部分加以比較觀察，以判斷兩商

   標是否近似（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80 號、103

   年度判字第99號判決；本院102 年度行商訴字第42號、第13

   6 號、第140 號行政判決）。所謂主要部分觀察者，係指商

   標圖樣之某一構成部分特別顯著突出，易引起一般人之注意

   ，因該特定部分之存在而發生或增加商標之識別功能者，該

   部分得取代商標整體而與另一商標之顯著部分加以比對。換

   言之，商標可分主要部分與附屬部分時，應以比較主要部分

   為主，總體觀察為輔，其主要部分近似，致相關消費者發生

   混淆誤認之虞，縱使其附屬部分不近似，亦屬近似之商標。

   故商標以文字、圖形或記號為聯合式者，要判斷兩商標是否

   近似，得就其各部分觀察，以構成主要之部分為標準。原告

   主張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圖樣間不近似等語

   ；被告抗辯稱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圖樣，主

   要識別部分均有相同之起首蜜蜜二字，整體予相關消費者之

   印象外觀近似云云。職是，本院自應審究「蜜蜜」圖樣，是

   否構成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主要部分。

 2.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之主要部分為「蜜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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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以經設計「蜜蜜坊」文字與圖形結合，構

   成整體之商標圖樣，就中文「蜜蜜坊」之首字蜜字而言，蜜

   字下方以「蜜蜂圖形」取代「虫字」，為經設計之「蜜字」

   ，搭配卡通化之蜜蜂圖形，係文字結合圖形而具有創意，並

   非單純之文字。並在第二個蜜字貼上花圖，並與坊字背景結

   合二個花圖。而坊字之後有房屋圖形為背景陪襯，即有房屋

   、店鋪或工作室之意涵，且「坊」字最後一筆畫往左拉長延

   伸，並於端點搭配一朵小花，予人寓目印象為一條通往家之

   溫馨開花小路，是坊字與其背景經設計而有創意（見商標核

   駁卷第8 頁）。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之「坊」字雖為不專用部

   分，然在判斷其與據以核駁商標間，是否成立近似性，仍應

   審酌該聲明不專用之部分為整體比對，始符合商標整體觀察

   原則與主要部分觀察方法。

 3.據以核駁商標之主要部分為「蜜蜜」：

   據以核駁商標1 與據以核駁商標2 之商標圖樣，前者為直立

   「蜜蜜」排列，後者為橫式「蜜蜜」排列，均由未經設計之

   「蜜蜜」二字構成，僅為單純之文字商標（見商標核駁卷第

   23頁）。準此，據以核駁商標之整體與主要部分均為「蜜蜜

   」二字（參照本院整理當事人不爭執事項）。

 4.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不成立近似商標：

 (1)相較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間之圖樣，可知系爭

   申請註冊商標以「蜜」字上方，搭配下方呈卡通造型之蜜蜂

   圖形，構成文字與圖形之組合，同時在第二個蜜字貼上花圖

   與坊字背景，並結合二個花圖，其商標圖樣之設計，明顯與

   據以核駁商標僅為單純文字之「蜜蜜」構成圖樣，系爭申請

   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外觀不同。參諸系爭申請註冊商

   標之文字有三，而據以核駁商標則為二個字，渠等文字數目

   之不同，前者讀音為「蜜蜜坊」，後者則為「蜜蜜」，就系

   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間為連貫唱呼，渠等讀音即

   有區別。況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經設計後，其商標圖樣聯合「

   蜜」字、卡通造型蜜蜂、二花朵、房屋圖案及連貫曲折畫條

   等元素，給予相關消費者寓目之印象，有溫馨之甜蜜房屋或

   店鋪涵義，而據以核駁商標圖樣「蜜蜜」則表示甜蜜之事物

   ，兩者之實質意義容有差異。職是，具備普通知識經驗之相

   關消費者，施以通常之辨識與注意，以異時異地隔離方法，

   就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作主要部分與通體觀

   察，足證兩商標圖樣在外觀、觀念或讀音方面，均有不同，

   不成立近似商標。

 (2)被告雖抗辯稱所謂坊者，係指表示商店名號、場所或匯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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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之文字，不具識別性部分，即無專用權利，故在比對時，

   會施以較少注意云云。然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為文字與經設計

   之背景房屋圖案結合，坊字雖為不專用聲明，然其字體經原

   告用心設計，將坊字最後一筆畫往左拉長延伸，並於端點搭

   配一朵小花，坊字背景佐以房屋圖案作為呼應。職是，坊字

   之設計圖樣，應列入本件商標圖樣比較之重要因素，判斷是

   否成立近似。

(二)商品是否類似及其類似之程度：

 1.商品類似之定義：

   所謂商品類似者，係指二個不同之商品，在滿足相關消費者

   之需求、商品提供者或其他因素，具有共同或關聯處，倘標

   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

   一般接受商品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而有關聯之來

   源者。基於先申請先註冊主義，商品是否類似及其類似之程

   度，應比對申請或註冊登記之指定商品，並非商標實際使用

   之商品。

 2.指定之商品構成類似：

   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指定使用於甜點、糕餅、糕點、鳳梨酥、

   爆米花、馬卡龍糕點、麻糬、冰淇淋麻糬、甜甜圈、蛋糕、

   銅鑼燒、鬆餅、派餅、布丁、蛋黃酥、鳳眼糕、冰淇淋蛋糕

   、海綿蛋糕、法式鹹派、布丁粉等商品。而據以核駁商標所

   指定使用於果凍、蜜餞、果醬、糖果、口香糖、泡泡糖等商

   品（見商標核駁卷第8 、23頁）。相較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

   據以核駁商標指定之商品，可知兩者提供之功能、用途或材

   質相同或相近，通常來自相同之產製業者，倘標示相同或近

   似之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消費

   者誤認兩者為來自相同，或不相同而有關聯之來源，是足認

   兩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間，屬存在高度之類似關係。況當事

   人就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指定商品，構成類

   似商品，復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頁）。職是，兩商標指定

   使用之商品範圍，構成類似關係。

(三)商標識別性之強弱：

 1.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為暗示性商標：

   識別性與混淆誤認成正比，故識別性越強之商標，相關消費

   者就商品或服務之印象越深，他人稍有攀附，即可能引起相

   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申言之，創造性或新奇性之商標識

   別性最強，而以習見事物為內容之隨意性商標，或以商品、

   服務相關暗示說明為內容之暗示性商標，其識別性均較創造

   性商標為弱。參諸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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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樣與指定商品，可知兩商標係以間接方式，描述商品之性

   質、功能、品質、用途或其他特點，使相關消費者經由想像

   空間產生商品與商標圖樣間之聯想，兩商標均為暗示性商標

   ，屬弱勢商標（參照本院整理當事人爭執事項2）。

 2.被告認定據以核駁商標為任意性商標：

   綜上所述，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均為暗示性商

   標，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縱有攀附據以核駁商標，然未必致相

   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至於被告雖認據以核駁商標為任意

   商標云云，然本院認據以核駁商標與其指定商品間，具有描

   述與暗示關聯性，既如前述，故本院與被告見解有異，而被

   告審定理由或答辯書亦未詳述其認為據以核駁商標為任意性

   商標之基準（見本院卷第11、35頁）。

(四)相關消費者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

   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在兩商標圖樣在外觀、

   觀念或讀音方面以觀，不成立近似商標，既如前述。參諸現

   有併存之商標可知，除商標圖樣「蜜蜜」文字外，另搭配花

   園、甜心、農夫、熊等常見字詞，構成商標圖樣，指定於諸

   多甜性或含糖食品，被告均准予註冊（見經濟部卷第23至26

   頁）。是「蜜蜜」中文為業界常以間接方式，描述商品之性

   質、功能、品質或用途等特點，使相關消費者經由想像空間

   產生商品與商標圖樣間之聯想，非屬強勢商標，以「蜜蜜」

   文字組合其他具有識別性之圖樣，即可供相關消費者區辨，

   無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參照本院整理當事人爭執事項3

   ）。準此，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間，未致相關

   消費者有混淆誤認。至於被告雖抗辯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為文

   字與經設計之背景房屋圖案結合，使用於指定之商品，相較

   據以核駁商標圖樣，均指向蜜蜜產製業者之商品，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云云，即與事實未符。

(五)原處分不符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1.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之定義：

   按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行政程序法

   第6 條定有明文。此為憲法第7 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要求

   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之事件作相同處理，乃形成行

   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亦導出禁止恣意原則，意指在行政領

   域內，行政機關於作成決定之際，僅能依事理之觀點為行為

   ，且其所作成之一切處置，均應與其所擬規制之實際狀態相

   當。所謂恣意者，係指任性、專斷毫無標準，且隨個人好惡

   之決定。即行政行為欠缺適當、充分事理之理由。禁止恣意

   原則，不僅禁止故意之恣意行為，復禁止任何客觀上違反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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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基本精神及事物本質行為 。

 2.被告准予「蜜蜜」圖樣商標註冊之案例：

   原告主張被告准予之商標註冊登記，結合使用「蜜蜜」商標

   圖樣之案例甚多，並提出商標資料為證（見經濟部卷第23至

   26 頁 ）。準此，本院茲探究被告作成審定系爭申請註冊商

   標之行政處分，有無違反自我拘束原則，以作為判斷原處分

   是否違法之基準（參照本院整理當事人爭執事項4 ）。經查

   ：

 (1)註冊第45932 號「蜜蜜」為疊字所構成，有甜美動人之意；

   註冊第1488906 號「甜蜜蜜」有親愛幸福美滿之意；註冊00

   00000 號「蜜蜜甜心」有對叫蜜蜜之戀人或兒女暱稱之意；

   註冊第1427628 號與第1520054 號「台秝及其設計Tai Li蜜

   蜜花園」為台秝Tai Li牌之可供遊憩之蜜蜜園子。該等商標

   指定使用於糖果、餅乾及蛋糕等商品，其與系爭申請註冊商

   標，均有組合「蜜蜜」文字，予相關消費者之印象，指向提

   供具有甜性或含糖之食品，以可供相關消費者區辨商品之來

   源。其中註冊第1488906 號「甜蜜蜜」商標，其與據以核駁

   商標，同時併存於糖果產品，兩商標圖樣與指定商品，成立

   高度近似與類似性。相較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有蜜蜂之設計、

   房屋圖案及花朵之點綴，整體予人甜蜜、溫馨之意寓，其與

   單純疊字所構成「蜜蜜」商標圖樣，有明顯區別。職是，被

   告對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之審查事項，應受先前之行政處分見

   解拘束，不得違反平等原則。

 (2)註冊第190261號「意蜜蜜」、註冊第486562號「優蜜蜜」、

   註冊第623657號「蜜蜜熊」、註冊第878172號「蜜蜜達MON-

   VITA」、註冊第1024469 號「甜蜜蜜」、註冊第1290542 號

   「甜蜜蜜HONEY 及圖」及註冊第1410710 號「蜜蜜農夫及圖

   」，指定使用於汽水、果汁、食用花粉、蜂王乳及營養補充

   品，均與系爭申請註冊商標相同，有「蜜蜜」組合其他圖樣

   構成商標圖樣，渠等商標予相關消費者之印象，為提供甜性

   或含糖等商品之來源。準此，被告對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之審

   查事項，亦應受該等行政處分見解拘束，始為適法之行政處

   分。

 (3)綜上所述，本院認被告無正當理由，其作成原處分時，對系

   爭申請商標註冊之審查，相較諸多先前性質相同或類似之行

   政處分，容有差別待遇。因行政處分具有存續力與拘束力，

   故原告作成先前之行政處分後，應受該行政處分之拘束。職

   是，為保障原告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被告審查系爭申

   請商標申請案，在無正當理由與個案本質並不同等情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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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同之處分，即與平等原則未合。

四、本判決結論：

(一)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定：

   綜上所述，訴願決定與原處分認系爭申請註冊商標與據以核

   駁商標構成近似，致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云云，容有

   誤會。被告僅審酌商標近似與近似程度、商品類似程度及商

   標識別性等事項，而漏未審酌其餘混淆誤認因素，並有違反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其認定系爭申請註冊商標違反商標法第

   30條第1 項第10款本文規定，而作成「不得註冊，應予核駁

   」之行政處分，其於法尚有未洽。訴願決定未加指摘而予維

   持，並僅以被告認定之相同因素，認定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有

   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亦未敘明何以本件無庸審論其

   餘混淆誤認之輔助因素與是否符合平等原則，即非妥適，而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就上開違誤處，均未見其表明之。職是，

   原告據此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二)被告有第一次判斷權：

   因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是否與據以核駁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或有無其他不應准予註冊之理由，仍待被告

   審查之，況被告是否應受先前行政處分之見解拘束，亦成為

   被告審酌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是否准予註冊之重要因素，故本

   件未達本院可為特定行政處分內容。參諸憲法上權力分立原

   則，核准或核駁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之註冊申請，應由被告先

   為第一次判斷，藉由行政之自我控制，作為司法審查前之先

   行程序。是本件事證未臻明確，有待發回審查，俟被告依本

   院上揭之法律見解，再為審查裁量，本院不得遽予為之。準

   此，原告請求被告應就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之申請案，作成准

   予註冊之審定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毋庸審究之說明：

   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1 條、行政訴訟法第104 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5 　　月　　29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忠行

　　　　　　　　　　　　　　　　法　官　熊誦梅

　　　　　　　　　　　　　　　　法　官　林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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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

241 條之1 第1 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 項但書、第2 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者，得不委任律師│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形之一，經最高行│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亦得為上訴審訴│  。                            │

│  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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