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判字號】104,行商訴,157

【裁判日期】1050707

【裁判案由】商標異議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4年度行商訴字第157號

原　　　告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羅智先（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桂齊恒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複  代理人　廖正多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洪淑敏（代理局長）

訴訟代理人　盧耀民　　　　  

參　加　人　黃逸蓁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04 年

11月4 日經訴字第1040631628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

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註冊第1680345 號「阿里王Ali ONE 」商標，應作成「

異議成立，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之審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代表人原為王美花，於民國（下同）105 年7 月1 日變

   更為洪淑敏，經其於同年月11日具狀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緣參加人前於102 年11月20日以「阿里王Ali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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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類之「茶杯、茶杯盤、茶壺、茶盤、茶盤架、茶桶、紅茶

   濾泡器、茶杯固定放置盤、茶調製器、茶具（餐具）、濾茶

   器、濾茶球、茶葉罐」商品及第30類之「茶葉、紅茶、綠茶

   、清茶、茶磚、香片茶、包種茶、普洱茶、烏龍茶、龍井茶

   、鐵觀音茶、茶、金萱茶」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

   審查，准列為註冊第1680345 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

   圖一所示），權利期間自103 年12月1 日至113 年11月30日

   止。嗣原告以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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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1 項第10款、第11款之規定，對之提起異議。經被告審

   查，以104 年7 月1 日中台異字第G01040095 號商標異議審

   定書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濟部以

   104 年11月4 日經訴字第10406316280 號訴願決定書作成訴

   願駁回之決定，原告仍未甘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聲

   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撤銷系爭商標於第30類

   商品之註冊。本院認本件判決之結果，若認定應撤銷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將影響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遂依職

   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聲明求為判決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撤

   銷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並主張：

 (一)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規定之適用係以商標構成相同或

   近似、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係屬同一或類似為要件

   ，同時判斷系爭商標是否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原

   處分既同意由3 個中文字組成主要部分之兩造商標包含「讀

   音相同之『裏王』、『里王』2 字」，已難謂二者在連貫唱

   呼之際，未造成混淆。又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之茶葉

   等商品與據以異議之註冊第972529、1630480 號商標（分別

   如附圖二、附圖三所示，以下合稱據以異議商標）指定使用

   之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等商品，二者皆為茶葉、茶飲商品

   ，構成同一或高度類似亦已經原處分肯定，而原處分另亦同

   意據以異議商標「經異議人長期使用，予消費者印象深刻，

   亦具有相當之識別性」。遑論參加人雖聲稱「我們要賣阿里

   山茶，將品牌命名為阿里王」，卻無任何系爭商標商品之行

   銷或廣告資料可供參酌，難以排除相關消費者在交易市場上

   無法區辨二商標之來源，且有致混淆誤認之可能性。則綜合

   本件所呈現之參考資料可知：二商標圖樣高度近似，指定商

   品高度類似，又據以異議商標經長期使用、已為相關消費者

   所熟悉，而系爭商標則未舉證已因實際使用得以排除誤認之

   疑慮，是足可判斷系爭商標於第30類茶葉、紅茶、綠茶、烏

   龍茶、茶等商品之註冊確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已然構成前

   述法條之適用，依法自應予以撤銷，惟被告在如是客觀前提

   之下，竟仍為「異議不成立」之審定，原處分殊不值維持，

   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有違法之處，自應一併予以撤銷。

 (二)被告形式上援引「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據為處分理由，

   卻未依審查基準4 所臚列之相關參考因素詳加考量，是其推

   斷系爭商標之註冊無致混淆誤認之虞，自難謂允洽：

 1.據以異議商標出自獨創，具相當識別性：

   據以異議商標之中文「茶裏王」並非一般常見之文字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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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基於特殊創意設計而來，其獨創性強，具相當識別性，而

   在茶葉、茶商品中，以「裏王」或「里王」作為商標文字一

   部分獲准註冊者，僅本件之二商標，則參加人既以高度近似

   之「阿里王Ali ONE 」作為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於第30類之茶

   葉、茶等商品，在交易上自足致生混淆誤認之可能。

 2.系爭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相較，二者無論外觀、讀音、觀念

   及予人印象相彷，確屬構成高度近似之商標，析言之，由外

   觀觀之，二商標中文部分均為橫書排列之3 個字，且第2個

   字「裏」、「里」之字形上皆有「里」字，又字尾同為「王

   」字，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時，予相關消費者所生之寓目印

   象極為相彷，自有致生混淆誤認之可能，已屬構成高度近似

   ；在讀音方面，二商標中文包含讀音完全相同之「裏王」、

   「里王」2 字，起首之「茶（ㄔ丫' ）」與「阿（丫）」讀

   音之韻母相同，於連貫唱呼之際實難以分辨，再加上系爭商

   標之外文「Ali ONE 」，與據以異議商標之中文「茶裏王」

   讀音亦極為相近，構成近似程度極高；另在觀念方面，二商

   標均具有自我標榜之意涵，皆強調提供最好的茶、為茶品牌

   的第一名，二者傳達之觀念相似，亦屬構成高度近似。是以

   ，系爭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整體圖樣固有些微差異，然二商

   標外觀、讀音、觀念及予人印象均十分彷彿，尤其二者均自

   我標榜為茶中之王，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

   茶葉、茶時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極可能認為二者屬於系列

   商標而產生混淆誤認，自屬構成高度近似之商標，原處分暨

   原決定應予撤銷。

 3.系爭商標所指定使用第30類之「茶葉、紅茶、綠茶、清茶、

   茶磚、香片茶、包種茶、普洱茶、烏龍茶、龍井茶、鐵觀音

   茶、茶、金萱茶」商品，與據以異議商標使用之「茶葉、茶

   葉製成之飲料、茶包」商品同屬茶葉、茶飲料商品，在成份

   、功能、用途、產製者等因素上具有有共同或關聯之處，交

   易市場重疊，則依社會一般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可知，二者

   應屬構成高度類似之商品。

 4.原告為國內飲料及食品製造加工業之龍頭，標示有「茶裏王

   」商標之茶飲料商品在全省超市及大賣場均有販售，透過持

   續使用及大量宣傳，在國內已建立相當之知名度，並獲被告

   以中台異字第G00990797 、G00990798 號異議審定書及中台

   評字第H00960367 號、第H00990245 號評定書肯定在案，據

   以異議商標「茶裏王」所表彰之信譽於系爭商標「阿里王Al

   i ONE 」申請註冊前，已為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所熟知而達著

   名之程度。反觀參加人並未提出任何系爭商標商品之行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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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資料供參酌，則據以異議商標所表彰之信譽於系爭商標

   申請註冊前，既已具相當之知名度而較為被熟悉，自應給予

   較大之保護。

 5.原處分既已肯認據以異議商標著名於茶葉、茶飲商品，已具

   相當識別性，即應給予較大保護，對本件二商標近似程度之

   要求亦應降低，然被告卻置審查基準之明文於不論，不僅未

   給予據以異議商標較大保護，更未考量各項因素間之互動關

   係，逕以二商標整體近似程度極低為由，遽認系爭商標於第

   30類商品之註冊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原決定遞予

   維持，明顯違背法令。

 (三)又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明定之構成要件係「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亦即，此法條之適用不以實際

   已發生混淆之結果為必要。本件二商標之近似程度高，復均

   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茶葉、茶等商品，相關消費者誤認

   系爭商標表彰之第30類商品係源自原告之可能性難謂不高，

   尤其「茶裏王」為原告於2001年4 月推出之茶飲商品，系列

   產品種類極多，如：日式無糖綠茶、台式綠茶、青心烏龍、

   白毫烏龍、英式紅茶、濃韻烏龍茶、濃韻曰式綠茶等，其中

   「茶裏王」烏龍茶商品茶感濃厚、保有自然高山茶香氣，早

   已受到網友在網路撰文肯定及推薦，而利用Google搜索「阿

   里山茶裏王」之結果，可找到約有52,700項訊息，顯示不僅

   與「茶裏王」相關之訊息數量極多，且均指向原告，此有原

   告官網資料（網址：http://www.teastyl e.com.tw ）、20

   09年12月21日網友在愛評網iPeen 以「調節血脂+ 好喝ㄉ阿

   里山烏龍茶」為題發表之文章、利用Google搜索「阿里山茶

   裏王」所得之網頁資料佐證，是參加人在104 年3 月27日異

   議答辯書中既坦言「我們要賣阿里山茶，將品牌命名為阿里

   王」、「茶裏王很有名……我們反而比較擔心消費者在看到

   阿里王時會以為我們是茶裏王」等語，顯見參加人已認知系

   爭商標申請註冊於茶葉、紅茶、綠茶、烏龍茶、茶等商品確

   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與據以異議商標產生聯想、致生混淆誤認

   之虞，更難謂參加人無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意圖，惟原

   決定竟以「關係人應無刻意攀附據以異議商標企圖使消費者

   混淆誤認來源之惡意存在。至於參加人內心之疑慮，並非實

   際混淆之事證」及原處分卷第46至48頁參加人檢視之「蘋果

   日報報導讀者反應」、「自由時報讀者回應」，指稱並無相

   關事證可資證明二商標有實際混淆誤認情事，實無端增加法

   律所無之要求。

 (四)據以異議商標使用於茶飲商品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而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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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程度，亦即原告於2001年4 月推出「茶裏王」系列茶飲

   商品，強調口感新鮮、回甘、不溫，感覺「就像現泡」，加

   上低溫萃取技術，營造出茶中之王的王者氣勢，且原告持續

   投注巨資，透過電視、廣播、報紙廣告加以宣傳，在市場上

   早已予一般消費者深刻之印象，此有2010年1 月至2014年10

   月「茶裏王」商品廣告量表現統計表可供佐證，又據以異議

   商標之知名度業經被告肯定，已如前述。是參加人以外觀構

   成高度近似之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於茶葉、茶等商品，足使相

   關消費者在乍視之下產生連想，因而誤會其與原告商標為系

   列品牌之虞，依前揭條款之規定，自不得准予註冊。惟被告

   於本件既未詳酌原告已提出在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2013

   年11月20日）之大量使用宣傳資料，亦未考量消費者之認知

   經驗，即逕認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無使人產生混淆

   誤認，實過於主觀速斷。

 (五)尤其參加人為另智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該公司之登記地

   址與參加人申請商標時之登記地址「嘉義縣○○鄉○○路0

   段000 號」同一，登記所營事業為一般廣告服務、產品設計

   業務，並非如參加人於異議階段所稱從事阿里山茶之販售，

   此有另智有限公司之商業登記資料、公司網頁資料佐證，況

   且參加人之登記地址並非位於嘉義縣阿里山茶產區內，卻刻

   意註冊「阿里王Ali ONE 」商標，更在原告對之提出異議後

   ，訴諸新聞媒體，引起消費者之關注，其用意顯在攀附據以

   異議商標已建立之商譽，藉以提升系爭商標之知名度，居心

   叵測，被告暨訴願機關所為處分及決定，自難謂允洽。

 (六)承上，系爭商標之「阿里王」、「Ali ONE 」與據以異議商

   標之中文「茶裏王」構成高度近似，復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

   似之茶葉、紅茶、綠茶、烏龍茶、茶等商品，又據以異議商

   標已經實際使用而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系爭商標於交易市

   場上自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其註冊於第30類商品

   顯有違於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之規定。尤其「茶裏王

   」乃原告創用具有高度識別性之著名商標，經由廣泛之使用

   宣傳，早已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知悉，則參加人再以近似之

   「阿里王Ali ONE 」作為系爭商標圖樣申請註冊，實有襲用

   據以異議商標之故意，於消費市場上更足使購買人因信賴據

   以異議商標所表彰之商譽，致誤認標示系爭商標之茶葉、紅

   茶、綠茶、烏龍茶、茶等商品亦為原告所生產提供之可能，

   並有致減損據以異議商標價值之情事，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

   品之註冊亦有違於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1款之規定，乃被

   告未斟酌據以異議商標具相當識別性及相關消費者對據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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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商標之熟悉程度等因素，即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訴

   願決定遞予維持，顯然有違法之處，自應予撤銷重審。

三、被告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並抗辯：

 (一)依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規定，商標近似及商品或服務

　　類似二項為必須具備要件，又依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1款

　  規定，商標近似及據以異議商標為著名商標二項為必須具備

   之要件，其他參酌因素則視個案中是否存在而為斟酌。而判

   斷是否有致混淆誤認之虞，被告公告之「混淆誤認之虞」審

   查基準，列有各項相關參考因素。

 (二)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

   款規定之適用部分：

 1.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系爭商標係由中文「阿里王」與外文「Ali 」、「ONE 」上

   下排列組成，其中外文「Ali ONE 」部分為粗黑且較大之印

   刷字體，占整體商標圖樣之2 ／3 以上面積，予人寓目印象

   深刻；中文「阿里王」部分雖顯得較小，但為我國主要語文

   ，故就系爭商標整體觀察而言，二者均為相關消費者關注或

   事後留存之印象。至於據以異議商標則為中文橫書「茶裏王

   」所構成。循此以論：由外觀觀之，系爭商標之「阿里王」

   、「Ali ONE 」與據以異議商標之「茶裏王」，於異時異地

   隔觀察時，予相關消費者所生之寓目印象顯有差別，二商標

   外觀近似程度極低。由觀念觀之，「阿里王」、「Ali ONE

   」就其字面傳達之觀念是「阿里之王」、「阿里第一」，而

   據以異議商標之「茶裏王」傳達之觀念是「茶中之王」，二

   商標各自傳達之觀念應有不同，故觀念不近似。由讀音觀之

   ，「Ali ONE 」之讀音與「茶裏王」迥異，另「阿里王」與

   「茶裏王」則因首字「阿」與「茶」之讀音明顯不同，是「

   阿里王」與「茶裏王」二者於連貫唱呼之讀音應屬可資區別

   ，其讀音近似程度低。承上，系爭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之觀

   念不近似、外觀近似程度低、讀音近似程度低，二者應屬低

   度近似之商標。故原告主張二者無論外觀、讀音、觀念予人

   印象均十分彷彿，屬構成高度近似之商標云云，並非可採。

 2.商品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之「茶葉、紅茶、綠茶、清茶、

   茶磚、香片茶、包種茶、普洱茶、烏龍茶、龍井茶、 鐵觀

   音茶、茶、金萱茶」商品，與據以異議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

   0 類之「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茶葉，茶飲料，茶包

   ，青草植物茶，奶茶」商品相較，可知二商標均指定使用於

   第30類之「茶」商品，通常來自相同之產製者，並透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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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行銷管道場所販售，就用途、功能、產製者、行銷管道及

   場所等因素而言，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應認構成同一或類

   似商品。

 3.商標識別性之強弱：

   系爭商標之外文「Ali ONE 」、中文「阿里王」經核與指定

   使用之茶葉、茶飲料等商品尚無關聯，具有相當識別性。據

   以異議商標之「茶裏王」與指定使用之茶葉、茶飲料商品間

   則具有暗示性（茶中之王）之說明，經原告長期廣泛使用後

   ，已成為相關消費者熟知之著名商標，是據以異議商標亦具

   有識別性，且較系爭商標之識別性為高。

 4.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

   據以異議商標經原告長久廣泛使用於茶葉、茶飲料商品上，

   已為著名商標，至於系爭商標使用情形，參加人則未提出系

   爭商標使用資料，是依卷內現存資料以觀，相關消費者對於

   據以異議商標應較為熟悉。

 5.有無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原告固引述參加人在104 年3 月27日異議答辯書載有「茶裏

   王很有名…我們反而比較擔心消費者看到阿里王時會以為我

   們是茶裏王」等語，進而主張難謂參加人有造成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意圖云云。然二商標之近似程度低，已如前述，參

   加人應無刻意攀附據以異議商標企圖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來源

   之惡意存在。至於參加人內心之疑慮，並非實際混淆之事證

   ，復再觀諸原處分卷第46至48頁參加人檢視之「蘋果日報報

   導讀者反應」及「自由時報讀者回應」所示諸如：「阿里王

   跟茶裏王哪裡像？」、「基本上有讀書的都知道這幾個字是

   不一樣的」、「差這麼多還會混淆」、「完全不同好嗎」等

   讀者回應，是依卷內現有資料以觀，二商標並無實際混淆誤

   認情事。

 6.基上，雖據以異議商標較系爭商標之識別性為高，相關消費

   者對於據以異議商標較為熟悉，二商標指定使用商品間存有

   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然二商標之觀念不近似、外觀近似程

   度低、讀音近似程度低，已如前述，且並無相關事證可資證

   明二商標有實際混淆誤認情事，故經綜合判斷後，應認相關

   消費者於購買時實施以普通之注意，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系爭

   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時，得依憑系爭商標之整體圖樣（「A

   li ONE」、「阿里王」）認識其為表彰參加人商品之標識，

   並得藉以與據以異議商標之「茶裏王」商品相區辨為不同來

   源，不致誤認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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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

Page 7 of 15



   虞，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規定之適用。

 (三)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1

   款規定之適用部分：

 1.觀諸原處分卷第23至25頁之100 年3 月29日中台異字第G009

   90797 號商標異議審定書，以及原處分卷第26至28頁之100

   年3 月30日中台異字第G00990798 號商標異議審定書（該二

   商標異議事件因未提起行政救濟而已確定）皆已認定據以異

   議商標在99年4 月9 日之前，於茶葉、茶飲料商品領域之信

   譽及品質，應已為原告長期廣泛使用，而為我國相關事業或

   相關公眾所普遍認知並達著名商標之程度。復且依據原處分

   卷第33至38頁之2010年1 月至2014年10月「茶裏王」商品廣

   告量統計表（資料來源：尼爾森），顯示原告於2010年至20

   14年間均投注數千萬元鉅額宣傳費用於無線電視、有線電視

   、廣播、報紙、戶外廣告，特別是2013年（全年）達5270萬

   5000元、2014年（1 至10月）達6349萬7000元，應可認於系

   爭商標註冊申請日（102 年11月20日）前，據以異議商標於

   茶葉、茶飲料商品確已為著名商標。

 2.如前所述，雖據以異議商標在系爭商標註冊申請日（102年

   11月20曰）前於茶葉、茶飲料商品已達著名程度，據以異議

   商標較系爭商標之識別性為高，相關消費者對於據以異議商

   標較為熟悉，二商標指定或使用商品間存有同一或高度類似

   關係，然二商標之近似程度低，已如前述，且無相關事證可

   資證明二商標有實際混淆誤認情事，故經綜合判斷後，應認

   相關公眾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系爭

   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時，得依憑系爭商標之整體圖樣（「Al

   i ONE 」、「阿里王」）認識其為表彰參加人商品之標識，

   並得藉以與據以異議商標之商品相區辨為不同來源，不致誤

   認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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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致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是系爭商

   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1款前

   段規定之適用。

 3.系爭商標是否有減損據以異議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承前所述，二商標之近似程度低，應認系爭商標並無使相關

   消費者與據以異議商標產生聯想，致使據以異議商標原本指

   向原告之單一特定來源功能減弱，變成複數來源指向，而有

   減損或弱化據以異議商標之識別性之虞。又系爭商標指定使

   用於上揭「茶葉、紅茶、綠茶、清茶、茶磚、香片茶、包種

   茶、普洱茶、烏龍茶、龍井茶、鐵觀音茶、茶、金萱茶」商

   品，並非以有害一般人身心或貶抑據以異議商標形象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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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商標，且原告復未提出參加人有使相關公眾對據以異議

   商標之信譽產生負面聯想之虞之相關事證，是系爭商標於第

   30類商品之註冊，自亦無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1款後段規

   定之適用。

四、參加人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並辯稱：系爭商標與據

   以異議商標不近似，且媒體市場也認為並不近似，原告主張

   參加人所提媒體報導是採片面之詞，但參加人就此均係原文

   採用，並未擷取片段，雖「茶裏王」識別性原本就很高，但

   二商標字形，「阿里王」與「茶裏王」只有王字相似，有極

   大差異，且「阿里王」也有包含英文字的部份，「茶裏王」

   只有中文包裝，二者在外包裝辨識上有很大的不同，又「阿

   里王」所使用商品是用阿里山茶的茶葉，屬於固態，而「茶

   裏王」是液態，二者使用於商品型態差異極大。「阿里王」

   是合理利用地名作商標註冊，雖並未開始開發商品，係為謹

   慎評估如何推廣阿里山的茶，雖參加人並非茶農業者，但居

   住於嘉義周邊有許多茶農業者，係是要幫助其作阿里山茶推

   廣，用地名去作商標並無太大爭議性，在地茶農本來就有他

   們自己推出的品牌，就像嘉義縣的地名也是很好做推廣的商

   標等語。

五、本院依行政訴訟法第13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63 條準用同

   法第271 條之1 、第270 條之1 第1 項第3 款、第3 項規定

   ，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

 (一)不爭執事項：

　　參加人前於102 年11月20日以「阿里王Ali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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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類之「茶杯、茶杯盤、茶壺、茶盤、茶盤架、茶桶、紅茶濾

   泡器、茶杯固定放置盤、茶調製器、茶具（餐具）、濾茶器

   、濾茶球、茶葉罐」商品及第30類之「茶葉、紅茶、綠茶、

   清茶、茶磚、香片茶、包種茶、普洱茶、烏龍茶、龍井茶、

   鐵觀音茶、茶、金萱茶」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

   查，准列為註冊第1680345 號商標（即系爭商標），權利期

   間自103 年12月1 日至113 年11月30日止。嗣原告以系爭商

   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第

   11款之規定，對之提起異議。經被告審查，以104 年7 月1

   日中台異字第G01040095 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異議不成立之

   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濟部嗣以104 年11月4 日經

   訴字第10406316280 號訴願決定書作成訴願駁回之決定，原

   告仍未甘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本件之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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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是否有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

   第10款規定之適用？

 2.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是否有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

   第11款規定之適用？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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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之規定，而此一法

   條之適用係以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

   ／服務係屬同一或類似為要件，同時判斷系爭商標是否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就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

   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規定，分述如下：

 1.商標是否近似：

   (1)商標近似之意義，係指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

     處，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服務上時，具有普通

     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

     認二商品／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之間有所關

     聯。判斷商標是否近似，應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

     ，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且係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為

     原則。判斷商標近似，應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而非割

     裂為各部分分別觀察。判斷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是否近

     似，得就二商標外觀、觀念及讀音為觀察。

   (2)查系爭商標係由中文「阿里王」與外文「Ali 」、「ONE

     」上下排列組成，其中外文「Ali ONE 」部分為粗黑且較

     大之印刷字體，占整體商標圖樣之2 ／3 以上面積，惟位

     處系爭商標下方，而位居系爭商標上方之中文「阿里王」

     部分雖顯得較小，但為我國主要語文，故就系爭商標整體

     觀察而言，二者均為相關消費者關注或事後留存之印象。

     至於據以異議商標則均為中文橫書「茶裏王」所構成。

   (3)由外觀觀之，二商標中文部分均為橫書排列之3 個字，雖

     首字「阿」、「茶」相異，但第2 個字「裏」、「里」之

     字形上皆有「里」字，又字尾同為「王」字，於異時異地

     隔離觀察時，予相關消費者所生之寓目印象仍為相彷，自

     有致生混淆誤認之可能，近似程度不低。

   (4)在觀念方面，系爭商標之「阿里王」、「Ali ONE 」就其

     字面傳達之觀念是「阿里之王」、「阿里第一」，而據以

     異議商標之「茶裏王」傳達之觀念是「茶中之王」，二商

     標均具有自我標榜之意涵，皆強調提供最好的茶、為茶品

     牌的第一名，二者傳達之觀念相似，近似程度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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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讀音方面，二商標中文包含讀音完全相同之「裏王」、

     「里王」2 字，起首之「茶（ㄔ丫' ）」與「阿（丫）」

     讀音之韻母相同，於連貫唱呼之際實難以分辨，再加上系

     爭商標之外文「Ali ONE 」，與據以異議商標之中文「茶

     裏王」讀音亦極為相近，近似程度不低。

   (6)承上，系爭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整體圖樣固有些微差異，

     然二商標外觀、讀音、觀念及予人印象均屬相彷，尤其二

     者均自我標榜為茶中之王，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

     ，於購買茶葉、茶時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極可能認為二

     者屬於系列商標而產生混淆誤認，自屬構成近似程度不低

     之商標。

 2.商品是否類似：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之「茶葉、紅茶、綠茶、清茶、

   茶磚、香片茶、包種茶、普洱茶、烏龍茶、龍井茶、鐵觀音

   茶、茶、金萱茶」商品，與據以異議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

   之「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茶葉，茶飲料，茶包，青

   草植物茶，奶茶」商品相較，可知二商標均指定使用於第30

   類之「茶」商品，通常來自相同之產製者，並透過相同之行

   銷管道場所販售，就用途、功能、產製者、行銷管道及場所

   等因素而言，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應認構成同一或類似商

   品。

 3.是否有致混淆誤認之虞：

   (1)商標識別性：

     系爭商標之外文「Ali ONE 」、中文「阿里王」經核與指

     定使用之茶葉、茶飲料等商品尚無關聯，具有相當識別性

     。據以異議商標之「茶裏王」與指定使用之茶葉、茶飲料

     商品間則具有暗示性（茶中之王）之說明，經原告長期廣

　　　泛使用後，已成為相關消費者熟知之著名商標，詳如後述

  　 ，職是據以異議商標亦具有識別性，且較系爭商標之識別

     性為高。

   (2)相關消費者對於據以異議商標應較為熟悉：

     據以異議商標經原告長久廣泛使用於茶葉、茶飲料商品上

     ，已為著名商標；至於系爭商標使用情形，參加人則未提

     出系爭商標使用資料，是依卷內現存資料以觀，相關消費

     者對於據以異議商標應較為熟悉，亦即據以異議商標所表

     彰之信譽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既已具相當之知名度而

   　較為被熟悉，自應給予較大之保護。

   (3)有無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明定之構成要件係「有致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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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亦即此法條之適用不以實際已發

     生混淆之結果為必要。本件二商標之近似程度不低，復均

     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茶葉、茶等商品，相關消費者誤

     認系爭商標表彰之第30類商品係源自原告之可能性難謂不

     高，尤其「茶裏王」為原告於2001年4 月推出之茶飲商品

     ，系列產品種類極多，如：日式無糖綠茶、台式綠茶、青

     心烏龍、白毫烏龍、英式紅茶、濃韻烏龍茶、濃韻曰式綠

     茶等，其中「茶裏王」烏龍茶商品茶感濃厚、保有自然高

     山茶香氣，早已受到網友在網路撰文肯定及推薦，而利用

     Google搜索「阿里山茶裏王」之結果，可找到約有52,700

     項訊息，顯示不僅與「茶裏王」相關之訊息數量極多，且

     均指向原告，此有原告官網資料（網址：http://www.tea

     style.com.tw）、2009年12月21日網友在愛評網iPeen 以

　    「調節血脂+ 好喝ㄉ阿里山烏龍茶」為題發表之文章、利

     用Google搜索「阿里山茶裏王」所得之網頁資料佐證，是

     參加人在104 年3 月27日異議答辯書中已坦言「我們要賣

     阿里山茶，將品牌命名為阿里王」、「茶裏王很有名…我

     們反而比較擔心消費者在看到阿里王時會以為我們是茶裏

     王」等語，顯見參加人已認知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於茶葉、

     紅茶、綠茶、烏龍茶、茶等商品確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與據

     以異議商標產生聯想、致生混淆誤認之虞，實難謂參加人

     無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意圖。此外，系爭商標之「阿

     里王」係引用著名之地理名稱，有地名不得註冊的問題，

     且據以異議商標使用「茶裏王」行銷阿里山茶系列，與系

     爭商標之「阿里王」除均引用地名外，觀念亦相近，系爭

     商標強調阿里山茶的概念，容易與所有阿里山茶產生混淆

     誤認之虞，對據以異議商標之「茶裏王」阿里山茶系列亦

     會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另參加人提出之「蘋果日報報導讀

　　　者反應」、「自由時報讀者回應」（見原處分卷第46至48

　　　頁），指稱並無相關事證可資證明二商標有實際混淆誤認

　　　情事云云，惟無法檢視上揭讀者反應或回應之產生過程為

 　　何，實難作為本件是否「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之依據，故參加人之主張，尚非可採。

   (4)承上，雖據以異議商標較系爭商標之識別性為高，相關消

     費者對於據以異議商標較為熟悉，二商標指定使用商品間

     存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係，且二商標之觀念近似程度頗高

     、外觀及讀音近似程度不低，又二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

     已如前述，故經綜合判斷後，應認相關消費者於購買時實

     施以普通之注意，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系爭商標與據以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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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時，無法依憑系爭商標之整體圖樣（「Ali ONE 」、

     「阿里王」）認識其為表彰參加人商品之標識，且無法藉

     以與據以異議商標之「茶裏王」商品相區辨為不同來源，

     致有誤認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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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4.綜上，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有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

   1 項第10款之規定之情事。

 (二)次按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

   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

   之虞者」，不得註冊，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1款定有明文

   。就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

   第11款規定，分述如下：

 1.據以異議商標為著名商標：

   觀諸原處分卷第23至25頁之100 年3 月29日中台異字第9907

   97號商標異議審定書、原處分卷第26至28頁之100 年3 月30

   日中台異字第990798號商標異議審定書，因該兩商標異議事

   件之當事人未提起行政救濟而已確定，皆已認定據以異議商

   標在99年4 月9 日之前，於茶葉、茶飲料商品領域之信譽及

   品質，應已為原告長期廣泛使用，而為我國相關事業或相關

   公眾所普遍認知並達著名商標之程度。又依據原處分卷第33

   至38頁之2010年1 月至2014年10月「茶裏王」商品廣告量統

   計表（資料來源：尼爾森）顯示，原告於2010年至2014年間

   均投注數千萬元鉅額宣傳費用於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廣播

   、報紙、戶外廣告，特別是2013年（全年）達新臺幣（下同

   ）5,270 萬5,000 元、2014年（1 至10月）達6,349 萬7,00

   0 元，應可認於系爭商標註冊申請日（102 年11月20日）前

   ，據以異議商標於茶葉、茶飲料商品確已為著名商標。

 2.系爭商標是否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

   如前所述，據以異議商標在系爭商標註冊申請日（102 年11

   月20日）前於茶葉、茶飲料商品已達著名程度，據以異議商

　　標較系爭商標之識別性為高，相關消費者對於據以異議商標

 　較為熟悉，二商標指定或使用商品間存有同一或高度類似關

   係，且二商標之觀念近似程度頗高、外觀及讀音近似程度不

   低，又二商標有混淆誤認之虞，已如前述，故經綜合判斷後

   ，應認相關消費者於購買時實施以普通之注意，異時異地隔

   離觀察系爭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時，無法依憑系爭商標之整

   體圖樣（「Ali ONE 」、「阿里王」）認識其為表彰參加人

   商品之標識，且無法藉以與據以異議商標之「茶裏王」商品

   相區辨為不同來源，致有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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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致相關消費者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職是，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有違反

   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1款前段之規定。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有違反註冊時即現

   行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10款、第11款規定之情事，故被告

   所為異議不成立之審定，應有違誤，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之訴

   願，亦於法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並命被告為異議成立，撤銷系爭商標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之

   審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院判決結果無

   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7　　 月　　 7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忠行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曾啟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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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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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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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丘若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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