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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恶意抢注中 

特定关系“非特定化”之反思
——《商标法》第 15 条的解释论

文  /  张守莲

摘要：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法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商标法》第 15 条专门

规制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划分特定关系的类型，但未对其含义做

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判定出现分歧，特定关系的范围因此不断扩大，

呈现出“非特定化”趋势。特定关系的无序扩张，在法理上缺少必要性和正当性，既有碍

适用《商标法》其他条款，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社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意。

为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应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法官适用该条款

时不宜随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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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商标抢注的原因之一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

商标注册取得制度，我国作为商标大国，抢注

问题尤为突出。如何规制商标抢注行为是我国

知识产权法中的重大问题，学界对商标抢注的

含义及行为界定、1商标抢注的法律规制、2 商标抢

注问题与未注册商标保护体系的衔接等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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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丰富的研究。3 然而，现有研究几乎都是在

宏观层面上探讨商标抢注问题，在微观层面上，

单独针对某一类型的商标抢注行为的深入研究

则是凤毛麟角。因此，对商标抢注中具体问题

进行规范研究或是研究商标抢注问题的未来方

向。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

称《商标法》）第 15 条规定的特定关系人恶意

抢注商标为例进行专门研究，以求推进商标恶

意抢注具体问题的规范研究。

《商标法》第 15 条适用条件之一是商标申

请人与商标所有人或商标在先使用人之间存在

特定关系，但《商标法》未对特定关系作详细

说明，反倒是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对其含义的

解释，从而逐步明确特定关系的内容。特定关

系中的其他关系，其内容不断扩张，在相关案

例中，法院将营业地址邻近、商标申请人和商

标在先使用人之间因第三人的关系间接建立起

的联系归为其他关系的内容，这导致特定关系

初显“非特定化”趋势。

面对如此趋势，赞同对特定关系予以扩张

适用的观点（本文称之为“特定关系扩张说”）

认为《商标法》第 15 条对特定关系的范围采取

的是兜底模式，实践中商标申请人与商标在先

使用人之间的关系内容复杂，如公司与其法定

代表人、公司与其主要股东、亲属特别是近亲

属等关系，都应纳入特定关系范围；4或是为更好

地规制各种层出不穷的商标抢注行为，要扩大

第 15 条第 2 款的适用范围，对“其他关系”的

认定采取较为放宽的思路。5 然而，也有学者指

出需要对特定关系予以限定（本文称之为“特

3. 参见冯术杰：《未注册商标的权利产生机制与保护模式》，载《法学》2013 年第 7 期，第 43-46 页；王太平：《我国未

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解释》，载《法学》2018 年第 8 期，第 145-150 页。 
4. 参见周丽婷：《< 商标法 > 第 15 条第 2 款的司法认定》, 载《法律适用》2018 年第 12 期，第 67 页。

5. 参见张今、卢结华：《商标法第十五条的价值定位与适用规则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 年第 2 期，第 9 页。

6. 参见王太平：《我国未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解释》，载《法学》2018 年第 8 期，第 150 页。

7. 参见刘自钦：《论我国商标注册诚信原则运用机制的改进》，载《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1 期，第 65 页。

定关系限定说”），认为“其他关系”应以当事

人之间具有代理关系或代表关系以及类似的交

易关系为限，6 或认为《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

规制互负信义义务的双方，一方违背信义义务

而将另一方商标擅自为己注册的行为。若双方

不存在信义义务的信赖关系，则不能适用。7

“特定关系扩张说”从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

效果角度找到理由支撑其观点，“特定关系限定

说”从保持法律体系一致性的视角出发寻到理

由支持其观点。二者因以不同角度对特定关系

“非特定化”趋势进行解读而形成争议。本文提

倡“特定关系限定说”。基于现有文献中持“特

定关系限定说”的学者仅仅是在研究更为宏大

的未注册商标保护制度、诚信原则在商标保护

的应用中提及这一论点，但尚未对之展开论证，

本文将对这一观点进行详细论证和分析。本文

从《商标法》对特定关系内容规定不明确、司

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认定规则及内容范围的

多样性两方面解释特定关系“非特定化”的原

因；从法律内容的自洽性、《商标法》第 15 条

与其他条款的关系角度，说明特定关系“非特

定化”的不必要性；借助效率原则、社会成本

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以说明特定关系“非特定

化”的非正当性。

二、立法迷局：特定关系内容不明确

（一）代理、代表关系内容模糊不清

《商标法》未对代理、代表关系作出明确规

定，相关司法解释也只是对代理、代表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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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形式作出规定，8相关部门规章对代理、

代表关系范围有所说明。9 即便如此，这只是让

代理、代表关系的外在表现呈清晰状态，但内

在逻辑并不清楚。

1. 从民事代理到商事代理

民事代理以法律行为作为核心进行制度架

构设计，行为模式与行为效果直接被意思表示

影响。“商事代理以营利为目的，商事代理人接

受被代理人委托，代理效果最终归属于被代理

人。”10 二者以“代理”为上位概念，构建起私

法体系中代理制度的规则架构。11 二者的本质差

别，由代理行为的性质决定，代理行为如果是

商行为（买卖、租赁、提供某种服务等），即为

商事代理。12 我国实行“民商合一”，民事代理

相关规定也适用于商事代理。

即便如此，商事代理适用规则亦有别于民

事代理，《民法典》第一编第七章中与代理有关

的规定，主要是调整一次性代理行为。而商事

代理通常是具有持续、反复特点的“营业性代

理”，《民法典》中关于代理的规定未能考虑到

商事代理的特殊性，未对其进行规范。13 因此，

相关司法解释才指出代理人不仅包括商标代理

人，还包括经销、代理等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

的代理人。

2. 销售代理

8.《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 条和《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15 条对代理人、代表人的内容规定基本相同，包括：商标代理人、代表人；经销、代理等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

理人、代表人；代理、代表关系磋商期间发生抢注，后又形成了代理、代表关系；商标申请人与代理人、代表人存在

亲属等特定关系，推定其与代理人、代表人恶意串通。

9.《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2017）》规定：代理人不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规定的代理人，也包括基于商事业务往来而可以知悉被代理人商标的经销商。代表人系指具有从属于被代表人的特定

身份，执行职务行为而可以知悉被代表人商标的个人，包括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合伙事务执行人等人员。

10. 张楚：《论商事代理》，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7 年第 4 期，第 40 页。

11. 王琦：《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商事代理理论范畴之厘定》，载《法治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68 页。

12. 张艳：《商事代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 页。

13. 参见蒋大兴：《< 商法通则 >/《商法典》的可能空间——再论商法与民法规范内容的差异性》，载《比较法研究》

2015 年第 4 期，第 19 页。

14. 张艳：《商事代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7 页。

15. 参见蒋大兴：《< 商法通则 >/< 商法典 > 的可能空间再论商法与民法规范内容的差异性》，载《比较法研究》2018 年

第 5 期，第 58 页。

16.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行终 1979 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 1835 号行政判决书。

销售代理是以代理商代表的不同对象进行分

类所塑造的一种类型的代理，“它是根据合同销

售某一生产的产品，销售代理商常常起到企业销

售部门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代理商。代理商是指

接受委托，固定地为委托商促成交易，或者以委

托商的名义缔结合同并据此收取佣金的商事经营

者。”14 代理商是商事代理独立化并逐步成为营业

的直接结果，它甚至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实施代

理行为，是商事代理中的典型代表。15

3. 经销商

经销商是以其自有的资金和信誉从企业处

购买商品，并向消费者出售，自担经营过程中

的全部风险。经销商与企业的关系是买卖关系，

而非代理关系。把经销商抢注企业商标的情形

视为“代理人、代表人”恶意抢注商标来规制，

多是出于历史原因。2013 年之前，经销商抢注

企业在先使用商标的状况频发，为规制此行为，

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将其纳入《商标法》

第 15 条第 1 款进行规制。在 2013 年以后的经

销商抢注行为应按照第 15 条第 2 款的规定处

理，不宜再用第 1 款的规定处理，司法实践中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做法。16

4. 代表关系实质为职务代理

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中对代表人之规定，商标代表人既包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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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代理，又包括代表。《民法典》分别规定职务

代理与代表，17 形成“职务代理”和“代表行为”

两种规则，规范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18 职务代理，即非为法定代理人的其他工作

人员，其拥有代理权无须经过特别授权，这是

基于其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担任职务的原因；

代表，即法定代表人与其他第三人所为的法律

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归属于法人。19

由于我国对法人的认识采取了实在说中的

组织体说，因此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和法人工

作人员的行为进行了区分规定，但这种区分并

没有实际意义，20 且一些学者也呼吁应当将法定

代表人的代表纳入职务代理，这样商事代理可

分为代理商的代理和经理、销售人员与法定代

表人等其他商业使用人的职务代理两大类。21 潜

在的商标代表人范围较广，包括法定代表人、

经理、董事、合伙事务执行人等，他们基于职

务享有概括代理权，准用代理制度，产生与代

理相同的法律效果。22 非法人组织并非法人，其

事务执行人的行为属于代理，但这与法定代表

人在本质上并无区别。23

5. 视为代理关系的情形分析

《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发生在磋商阶

段的代理、代表关系，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串

通合谋的第三人的商标抢注行为视为代理人或

者代表人的抢注行为。《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也明确这两种情形适用《商标法》第 15 条第 1

17.《民法典》第 61 条规定了代表，第 170 条规定了职务代理。

18. 钱玉林：《商法漏洞的特别法属性及其填补规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2 期，第 99 页。

19. 参见汪渊智：《代理法立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6 页。

20. 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06 页。

21. 参见曾大鹏：《民法典编纂中商事代理的制度构造》，载《法学》2017 年第 8 期，第 86-89 页。

22. 参见曾大鹏：《民法典编纂中商事代理的制度构造》，载《法学》2017 年第 8 期，第 88 页。

23. 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06 页。

24. 参见汪渊智：《论无权代理之追认》，载《江淮论坛》2013 年第 2 期，第 104 页。

25. 参见方新军：《货运代理转委托行为的类型区分及法律效力》，载《法学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22 页。

26. 参见谢增毅：《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义务的扩张》，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3 期，第 60 页。

款审理，并进一步限定第二种情形中的商标申

请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关

系。将以上两种情形拟制为“代理人、代表人

的抢注”，需要找出其与代理关系的其他外在表

现形式存在共同之处，以保证代理关系的内部

协调一致。

我国的代理制度将代理关系分为内部关系

和外部关系，24委托关系是代理的内部关系，25代

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代表人与被代表人的

关系，是代理的内部关系。规制代理人、代表

人与被代理人、被代表人之间恶意抢注商标的

行为，应以双方存在的委托关系为基础。委托

关系是典型的契约关系，为实现及平衡合同当

事人利益，以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及理论基

础，将合同义务扩至先合同义务、附随义务和

后合同义务以实现目标。26 代理、代表关系的

磋商阶段，双方虽未建立起正式的委托关系，

但双方共同面向未来成立的委托关系，而对彼

此负有保密、协助、忠实的先合同义务，代理

人、代表人未经被代理人、被代表人许可，擅

自抢注商标，违背了忠实义务；商标申请人与

代理人、代表人基于亲属等特定身份关系恶意

串通合谋，不经被代理人、被代表人同意抢注

其商标，亦是对其保密义务和忠实义务的破坏，

此两种行为均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受到

规制。

（二）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界

限不明

《商标法》自 2013 年修改以来，第 15 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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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对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其他关系有所说

明，27《标准》对合同关系、业务往来关系或其他

关系进行说明，并概括其常见表现形式，28 《规

定》亦对其他关系的表现形式作了说明。29 但二

者并未说明合同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的区别与

联系，其他关系与合同、业务往来关系的联系

并没有解释。

1. 合同关系、业务往来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合同可分为典型合同和非典型合同。典型

合同，被法律设有规定且赋予特定名称的合同；

非典型合同，即不能完全纳入典型合同范围或

基于契约自由、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及公序良俗的范围而设立。30 结合《标准》和

《规定》中对合同关系、业务往来关系的常见表

现形式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的做法，所谓的“合

同关系”实际上就是典型合同，“业务往来关

系”即为非典型合同，31 二者均为契约关系。

2. 其他关系亦在契约关系的范围内

亲属关系纳入其他关系，且属于契约关系

范畴，可解释的空间为在社会进步的背景下，

亲属关系的部分内容向社会契约关系转化，被

转化的该部分内容受到契约关系的规制，这是

27.《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就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相同或

者近似，申请人与该他人具有前款规定以外的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明知该他人商标存在，该他人提出

异议的，不予注册。

28.《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2017）》规定：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是指双方存在代表、代理关系以外的其他商业合作、贸

易往来关系；其他关系是指双方商业往来之外的其他关系。合同、业务往来关系包括：买卖关系；委托加工关系；加

盟关系（商标使用许可）；投资关系；赞助、联合举办活动；业务考察、磋商关系；广告代理关系等其他商业往来关

系。其他关系包括：亲属关系；隶属关系（例如除《商标法》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的代表人以外的其他普通员工）；因

存在上述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而知晓在先商标的，属于本款规定的其他关系。

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6 条规定：以下情形可以认定为商标法第十五

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关系”：（一）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二）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

间具有劳动关系；（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营业地址邻近；（四）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就达成代理、代表

关系进行过磋商，但未形成代理、代表关系；（五）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就达成合同、业务往来关系进行过磋商，

但未达成合同、业务往来关系。

30. 参见俞秋玮、夏青：《论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定的法律效力》，载《法律适用》2014 年第 6 期，第 58-59 页。

31. 司法实践中，买卖关系及委托加工关系是常见的合同关系；加盟关系，投资关系，赞助、联合举办活动，业务考

察、磋商关系是常见的业务往来关系。

32. 参见 [ 英 ]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96-97 页。

33. 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0 页。

34. 冯彦君、邱虹：《职工参与制及其理论基础质疑》，载《当代法学》2007 年第 5 期，第 5 页。

35. 参见王全兴、黄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是与非》，载《法学家》2008 年第 2 期，第 13 页。

一种“从身份到契约” 的运动。32“个人”从“家

族”和“身份”的枷锁中解脱，走向人格独立、

人格自由和自决，通过契约自由地创设相互间

的法律关系，约定权利义务。33 在市场经济背

景下，双方即便处于亲属关系中，在涉及市场

交易信息时，亲属关系的部分内容将发生转化，

被转化部分的内容受制于契约关系，双方关于

该部分内容产生的权利义务由契约关系支配。

在商标恶意抢注情形下，商标申请人与商标在

先使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双方就商标信

息的事项上，适用契约关系予以调整。

“从本质上看，现代劳动关系是两个私主体

之间的契约关系，”34 也有学者将劳动关系比作具

有人身性质的契约关系。35 商标申请人与商标在

先使用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就商标申请

人恶意抢注在先使用人商标的事项上，应以契

约关系就该事项作出判定，一方违背了其因劳

动关系而获得商标信息应负的保密或忠实义务。

磋商未果的代理、代表关系和合同、业务

往来关系，是双方意欲建立起委托关系或合同

关系、业务往来关系而未成功。双方最终虽未

建立契约关系，但双方已经为即将进入契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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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投入了成本，双方关系不同于一般关系，而

对彼此负有先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需承担

缔约过失责任。双方在磋商过程中，一方得知

另一方的商标信息而为抢注，明显违背先合同

义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此需要进行规制。

其他关系的内容即便要扩张，也应以契约

关系为中心，这样既让《商标法》第 15 条以

“契约关系”为中心建构起的特定关系范畴的基

调和主线保持不变，又让该条款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第

15 条第 2 款的目的在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

序，市场主体通过契约的手段，建立起契约关

系，是实现该目标的最佳方式之一。在契约关

系中，双方要遵循合作共赢原则，当事人不得

有损人利己、危害契约关系的行为，36 处于契约

关系中的一方擅自将他方商标为己注册，此行

为不但不符契约关系中的利他价值取向，而且

不能实现契约关系双方共赢目的，同时还违背

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互惠义务。

（三）小结

代理、代表关系，并非是纯粹的民事代理，

还包括商事代理的内容，由于我国实行“民商

合一”，商事代理亦适用民事代理相关规定。在

特定关系人恶意抢注商标的情形中，从民事代

理到商事代理这一认识转变，是从实践中来，

再上升到法律中去的。代理关系主要表现为商

标代理人、销售代理，以及视为代理两种情况；

代表关系表现为法定代理人的职务代理、经理

的职务代理以及其他因职务需要而享有概括代

理权的工作人员的代理。实际上，代表关系更

多表现为职务代理关系，就其结果而言，可将代

表关系纳入代理关系中，将代理、代表关系统一

理解为代理关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发生在代理

人与被代理人之间，二者的关系是代理的内部关

系，即委托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合同关系、

业务往来关系代表的是典型合同与非典型合同，

36. 张艳：《关系契约与契约关系》，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5 页。

37.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行初字第 437 号行政判决书。

亲属关系、劳动关系、协商未果的代理代表关系

和合同、业务往来关系等属于其他关系的内容，

该内容以契约关系为中心展开。

契约关系将特定关系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

串连起来，双方从意欲建立契约关系到契约关

系正式成立，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对彼此

负有先合同义务、附随义务以及后合同义务。

整个过程中，若一方将另一方的商标抢注，将

因违反以上义务而受到法律规制。

三、司法乱象：特定关系判定的多元变化

（一）代理、代表关系的判定演变

代理、代表关系的判定包括两个部分，一

是代理、代表关系的范围演变，二是代理、代

表关系的判定规则的形成，判定规则从形成以

来，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只是代理、代表关系

的范围不断扩大后，让判定规则看起来似乎发

生了变化。

1. 代理、代表关系范围的一次重要扩张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能较为清晰地

反应代理、代表关系范围演变的一个经典案

例——四川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与商标评审

委员会等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经历了一审、

二审和再审程序，对代理人、代表人的范围产

生了极大影响。

一审程序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出于维护商业活动惯例以及维持良好市场

秩序，将诚实信用原则充分实施的目的，销售

代理可以纳入“代理人”的范畴内。37 二审法院

的观点与一审法院截然不同，其认为《商标法》

第 15 条中的代理人仅为商标代理人，代表人即

为商标代表人，前者根据他人委托，在授权范

围内为他人处理与商标相关事宜，后者仅为企

业代表人代表企业处理商标事宜。华蜀公司与

正通公司之间是生产销售合作关系，并非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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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38 再审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

“对代理人、代表人范围的理解，要根据《商标

法》第 15 条的立法过程、立法目的并结合诚实

信用原则，认为代理人、代表人不只限于接受

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商标注册人委托、在委托

权限范围内代理商标注册等事宜的商标代理人、

代表人，还包括总经销 ( 独家经销 )、总代理

( 独家代理 ) 等特殊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

人、代表人。”39

对于此次代理人、代表人范围的重大扩

张，有以下背景需要说明：2001 年《商标法》

第 15 条的内容源于《商标法》（1993 年修订）

第 27 条的“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以

及《商标法实施细则》（1993 年修订）第 25 条

的“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

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相

关法律要与国家条约接应 , 此次修改商标法，是

为了与《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七“反对商标所

有人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未经商标所有人授权，

以自己的名义注册该商标”的规定相衔接；另

外，我国由商标核准制到商标代理制，导致恶

意注册他人商标的现象日益严重，亟须规制此

类行为。

2. 代理、代表关系判定规则

早期案例中，对代理代表关系的认定遵循

较为严格的条件，在“杭州楷模案”中，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构成《商标法》第十五

条规定的情形，应该具备两个法定要件，一是

当事人之间要形成法律或事实上的代理、代表

关系，二是被代理人等享有争议商标的专用

38.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行终字第 93 号行政判决书。

39. 最高人民法院（2007）行提字第 2 号行政判决书。

40.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行终字第 197 号行政判决书。

41. 参见张鹏：《规制商标恶意抢注规范的体系化解读》，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 7 期，第 24 页。

42.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 1371 号行政判决书、（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 409 号行政判

决书。

43.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知行初字第 108 号行政判决书。

44.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知行初字第 244 号行政判决书。

45. 参见张艳：《商事代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 页。

权。”40 其中第一个要件中的关系需要具有长期、

稳定的性质；第二个要件要求被代理人在中国

进行的商业活动中进行过该商标注册活动、使

用过该商标。41 本文讨论的是关于前者的问题，

因此对于后者将不做进一步解释。在部分案例

中，《商标法》第 15 条第 1 款适用的第一个要

件得到法院支持，42 法院在相关案例中对其进行

了说明。如在“马佐里案”中，马佐里公司与

马佐里东台公司约定：马佐里东台公司有权使

用“MARZOLI”商标。但此项约定不足以表明

二者之间形成了代理人或代表人关系；43在“IGV

公司”案中，东南公司两次采购 IGV 公司的产

品，双方往来函件中仅提到关于该产品的价格

和型号信息，并未涉及买卖关系之外的其他事

宜。这并不代表东南公司的该购买行为系为日

后成立销售代理关系而为，也不能认定双方之

间为成立代理关系而进入磋商阶段。44

代理、代表关系的判定规则比较严格，要

求代理人、代表人与被代理人、被代表人之间

存在长期且稳定的法律或事实上的代理、代表

关系。代理、代表关系范围的最重要的一次扩

张，仍旧坚持了该判定规则，要求双方存在总

经销、总代理等销售代理意义上的代理人、代

表人关系。总代理，又称独家代理，是对某些

指定商品在约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享有的专

营权代理；专营权，即在代理合同所涉及的特

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该指定商品只能由该独

家代理商经营。45 对于经销商，本文在第二部分

已经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代理、代表关系范围的扩张似乎已经打破

74



2021 年第 2 期 学术研究 Academic

了这个规则，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不论是发生在

代理、代表关系磋商阶段的，抑或因代理人与

其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人之间而恶意串通

的，这两种情形都建立在代理、代表关系成立

的前提下。因此，代理、代表关系的判定，仍

旧要遵循上文提及的要件一所规定的内容。

（二）其他关系的判定演变：无序扩张的主

要阵地

《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中规定了合同关

系、业务往来关系或其他关系，实践中对合同、

业务往来关系的认定都比较明确，但在其他关

系的认定上，存在争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

是其他关系与合同业务往来关系的关系问题，

再是其他关系的内容是否应当比照与合同、业

务往来关系的内容进行扩张。

1. 其他关系与合同、业务往来关系

“其他关系”这一表达，会出现多种不同的

意义，要明确其含义，可以考虑从法律的意义

脉络角度出发，将“其他关系”结合《商标法》

第 15 条中的代理代表关系、合同关系、业务往

来关系，从体系角度去获悉其含义，去获悉其

含义，能够促成四种关系间建构基础的一致性。

这四种关系属于同一法律规定，在“其他关系”

存在的多种可能解释中，应当优先考虑有助于

维持《商标法》第 15 条内容自洽的一种解释，

使其保持一致性。46

法院认为：《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中的

“其他关系”应当是与合同、业务往来等关系类

似的其他情形，47 而在《标准》中，其他关系被

定义为“双方商业往来之外的其他关系”，实务

认定与法律规定似乎有些矛盾，但实际并非如

此。实践中“其他关系”的情形与“合同、业

46. 参见 [ 德 ]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04 页。

47.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 73 行初 3249 号行政判决书。

48.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 73 行初 6170 号行政判决书。

49.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 4510 号行政判决书。

50.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 73 行初 1232 号行政判决书。

51. 参见 [ 德 ]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65-174 页。

务往来等关系”的类似情形，是将二者均统一

到契约关系中去；《标准》中的“双方商业往来

之外”的其他关系，意在表明其他关系的外在

表现形式要不同于双方商业往来的方式，但仍

旧应当归于契约关系的规制范围内。总之，“其

他关系”应以契约关系为中心向外扩张出不同

于合同、业务往来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其他

形式。

2. 营业地址邻近不应纳入其他关系的范围

有的法院适用《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以

规制商标申请人与商标在先使用人因营业地址

邻近而发生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其他关系”

的内容由此扩张至营业地址邻近的情形。相应

的理由包括：考虑到双方同处浙江省，48 或是考

虑到双方同在南京市；49 也有法院认为商标申请

人处于湖南省双峰县洪山殿镇，而商标在先使

用人处于长沙市天心区，二者不构成营业地址

邻近的其他关系。50 在邻近的地理范围上，法院

的认识出现分歧，即双方营业地址在多大地域

范围内可以视为邻近。

其二，营业地址邻近，并不能使双方因此

对彼此负有义务，也不足以成为产生义务的原

因。它更多涉及对事实的判断，判断其是否符

合构成要件的各种要素，这需要判断者作各种

不同种类的断定，断定的方式包括判断者的感

知、对人类行为的认知、社会经验、价值判断

等。51 判断双方营业地址邻近是否符合其他关系

的内容构成，也可以借助上述方式，但是仍旧

难以解释出其中存在契约关系的影子，双方并

无合意，一方只是因为地理范围的缘故，得知了

对方的商标信息而已。就此，有学者明确提出将

“营业地址邻近”作为“其他关系”的内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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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当事人特殊关系的无理突破，不可取。52

3. 商标申请人和在先使用人因第三人建立

起的联系与“恶意”认定

商标申请人和与商标在先使用人有关系的

第三人有关系，如前者与后者的关联公司有销

售代理关系；53 与商标申请人有关系的第三人和

商标在先使用人有关系，如前者的近亲属与后

者有劳动关系；54 与商标申请人有关系的第三人

和与商标在先使用人有关系的第三人存在关系，

如两者的法定代表人系近亲属关系。55 以上情

形，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关系并非由商标申

请人与商标在先使用人直接建立，而是一方或

者双方以第三人为桥梁，双方因此建立起联系，

即双方的联系是间接建立的。

双方间接建立起的特定关系，是否应当纳

入其他关系的范畴，有人支持，理由是为达到

规范商标注册秩序、维持良好市场竞争秩序之

目的，要扩大《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的适用

范围，而不能将其限制在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

用人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的情形内，应当将其扩

张于二者存在间接联系的情形。56 但笔者认为，

对此种形态的扩张，要持谨慎态度，理由如下。

适用《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要同时注

意到双方的特定关系和主观要件“明知”这两

个条件，即商标申请人因其与在先使用人存在

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其他关系而明知商标存

在。明知作为故意的认识要素，即行为人认识

到其行为将会发生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后果。57

对于商标恶意抢注，“恶意并非独立的过错类

型，其性质上属于故意中的直接故意，”这是从

52. 参见王太平：《我国未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解释》，载《法学》2018 年第 8 期，第 150 页。

53.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行终 2497 号行政判决书。

54.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行终 3804 号行政判决书。

55.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 5566 号行政判决书。

56. 参见周丽婷：《< 商标法 > 第 15 条第 2 款的司法认定》，载《法律适用》2018 年第 12 期，第 67 页。

57.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4 页。

58.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6 页。

59. 参见周丽婷：《< 商标法 > 第 15 条第 2 款的司法认定》，载《法律适用》2018 年第 12 期，第 68 页。

60. 王国柱：《论商标故意侵权的体系化规制》，载《东方法学》2020 年第 5 期，第 147 页。

61.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行终 1979 号行政判决书。

道德角度对行为人不正当的目的或动机的强烈

谴责，58“恶意”这一要求将限制明知的类型，且

严格区分“明知”与“应知”。

上述三案例，法院在判断商标申请人是否

明知商标在先使用人的商标时，分别用了“理

应知晓”“亦应知晓”等类似的词汇，其呈现的

是“应当知晓”之意，并非“明知”之意。在

“明知”的情况下，扩张支持者主张司法裁判中

不宜采用“理应知晓”“应当知道”这样的表

述，更加适宜采用“推定明知”等表达。59 有学

者更加明确提出：“如果以‘应知’的主观认识

形态来认定行为人构成恶意抢注行为，并不符

合未注册商标的法益属性和故意侵权的主观认

识因素的要求。”60 因此，在“明知”的含义没

有扩张之前，不能贸然将其他关系的范围扩张

至双方间接建立起关系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下，

难以证明一方是明知，更多是“应知”，而“应

知”不是“明知”。

（三）实践中萌生走出误区的“苗头”

笔者在文章第一部分提出，应当将经销商

与生产商的关系定位为合同、业务往来关系，

而非代理、代表关系，理由已述，在此不再赘

述，在近年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做法。

在“重庆银翔晓星”案中，法院认为：重

庆银翔公司与南昌市青云谱区宝峰摩托车经销

部签订《重庆银翔公司地区级代理商经销协

议》，约定由宝峰经销部在 2011 年 7 月至 12 月

期间负责重庆银翔公司在江西省的市场开拓和

销售工作……由上可见，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

业务往来关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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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金茂联合案”中，法院持

与上述案例相同的观点：金茂联合公司为特威

盾公司在北京地区“twinDOOR”品牌的经销

商，二者在该品牌上构成代理关系。在此代理

关系存续期间，其对特威盾公司作为独家经销

商使用在“入户门”等商品上的“SILVELOX”

商标理应知晓，因此金茂联合公司与特威盾公

司存在合同、业务往来关系……。62

这些案例表明，法院对于经销商的角色认识

已经发生变化，将其从代理、代表关系中抽离出

来，放至合同、业务往来关系中，这是一次正向

转变，既符合经销商应有之意，也能更加明确界

定代理、代表关系和合同、业务往来关系。

四、法理误区：特定关系无序扩张缺乏

必要性与正当性

（一）特定关系无序扩张的不必要性

特定关系无序扩张是无益的，它不利于自

身内容保持自洽状态；同时无序扩张所针对的

情形，可用《商标法》的其他条款规制，要解

决该些问题，眼光不能只停留在《商标法》第

15 条，还要看到其他条款的“用武之地”。

1. 无序扩张不利于《商标法》第 15 条的内

容保持自洽

前文已述，特定关系的内核是契约关系，

但这并不影响《商标法》第 15 条适用，契约关

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多样，这就保证了该条具有

充分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活力。开放性意味

着存在某些行为领域，这些领域如何规范，需

要由法院视具体情况而发展，63 自洽性则代表着

法院在规范该些行为时，需要对相应法律规定

作出解释，解释的标的是“承载”意义的法律

6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 1835 号行政判决书。

63. 参见 [ 英 ] 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三版）》，许家馨、李冠谊译，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0 页。

64. [ 德 ]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94 页。

65.《商标法》（2019 年修订）第 32 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

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文字，解释就是要探求这项意义。假使与字义

相连结，则“解释”意指，将已包含于文字之

中，但被遮掩住的意义“分解”、摊开并且予以

说明。64 解释工作是挖掘规范已有含义，使其外

露。一个规范，包含的意义应当同类，它容不

下不同类或者相互矛盾的含义。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特定关系无序扩张的

情形表现为：营业地址邻近和商标申请人与商标

在先使用人因第三人而建立起的间接联系，其中

营业地址邻近属事实关系，缺少合意，双方并不

能因为该事实而建立起契约关系；双方因第三人

的原因而产生的间接联系，由于双方没有契约关

系，而是因第三人，间接产生联系，缺少双方合

意，并未建立起契约关系。以上两种情形并非以

契约关系为中心展开，而特定关系以契约关系为

内核向外扩展，为保持特定关系内容的自洽性，

不宜将二者纳入特定关系的范围。

另外，营业地址邻近的判断标准亦不明确，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三个标准，分别是

“同一省份”“同一城市”和“同一区域”。对于

商标申请人与商标在先使用人因第三人建立起

的间接联系，该二者与第三人存在何种关系，

才能使得这种间接联系得以建立，是关联关系，

还是亲属等特定身份关系，抑或是职务关系，

上文的三个案例，分别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样本，

却未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于这些标准的解

释，法院更多考虑的是该个案，导致解释的结

果在其他同类案件中并不能适用，从而导致司

法裁判的结果经受不住法学上理论的检验。

2. 无序扩张影响其他条款的适用

商标异议或商标无效宣告申请人或诉讼程序

中的原告，在寻找法律依据时，除了《商标法》

第 15 条外，还会主张《商标法》第 32 条。65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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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第 15 条和第 32 条后半段的关系上，

有学者认为二者在功能上具有可替代性，66但是从

现行商标法的规定来看，二者共存，并未舍此即

彼。具体细节上，有人认为“营业地址邻近”不

适合作为《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涵盖的事例，

纳入《商标法》第 32 条后段的内容更加合适。67

不便由《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中“其他关系”

规制的情形，有将其纳入第 32 条中“不正当手

段”的可能性，且具可操作性。

（二）特定关系无序扩张的不正当性

《商标法》第 15 条既可以作为商标异议的

理由，又可以作为商标无效宣告的原因。如果

无序扩充特定关系的范围，无疑增加了该条款

的适用，这不仅会拉长商标注册的时间，违背

效率原则；还会让商标权利的稳定性受到不良

影响，不利于企业开展经济活动，反而增加企

业经营的社会成本；同时，这样的无序扩张，

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的“良善”与“无

害”两项条件。

1. 无序扩张与效率原则相违背

效率把起点视作某个假定的事实，并力求

减少那些阻碍自愿交换的成本。68 扩大特定关系

的范围，这在无形之中扩张了商标异议程序中

提出异议的主体范围，不但增加了商标异议的

申请量，还降低了商标注册效率。其次，这还

成为了滋生恶意异议的温床，商标申请人被迫

支付高额费用以求恶意异议人撤回异议，这严

重妨碍了申请人成功获得注册商标。69

商标异议申请量增加，商标审查员的工作

量也随之增加，其中不乏恶意异议，这不仅浪

66. 《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因其他关系明知他人商标存在的情形，完全可以涵盖该法第 32 条后半句规定的“以

不正当手段”。刘铁光：《< 商标法 > 中“商标使用”制度体系的解释、检讨与改造》，载《法学》2017 年第 5 期，第 86 页。

67. 参见戴文骐：《认真对待商标权：恶意抢注商标行为规制体系的修正》，载《知识产权》2019 年第 7 期，第 39 页。

68. 参见 [ 美 ] 罗伯特·P. 莫杰思：《知识产权正当性解释》，金海军、史兆欢、寇海侠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298 页。

69. 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注册与管理》，中国工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8 页。

70. 参见 [ 美 ] 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 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版，第 212 页。

费了社会资源，还助长了恶意异议的迅速发展。

另外，商标异议程序耗时极大，一般而言，对

于商标异议，商标局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做出是否准予注册

的决定。决定作出后，被异议人如果不服，可

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商标评审委员

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做出复审

决定。复审决定作出后，被异议人仍旧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程序包括一审、

二审，二审不服的，还可以申请再审。抛开诉

讼程序所花的时间不谈，仅就商标异议程序而

言，针对一般情形，就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显

然，如此高昂的时间成本无疑为商标注册程序

的顺利进行带来巨大阻碍，严重违背效率原则。

2. 无序扩张不当增加企业经营的社会成本

扩大特定关系的适用范围，这在无形中增

加了商标无效宣告程序中提起无效宣告主体的

数量。无效宣告程序针对的都是已经获得注册

的商标，且已公示，企业和社会公众基于公示，

产生信赖利益，企业将该商标用于商业活动中，

社会公众基于该商标提供的关于品牌的有价值

信息，降低了搜索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商标

还鼓励对品质的管制，这样利于减少社会浪费

和欺骗消费者现象的发生。70 从科斯的社会成本

理论出发，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

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改进决策的前提下，

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必须记住，将导

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行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

其他决策的恶化。而且，还必须考虑各种社会

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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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71 如

果无序扩张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主体范围，商

标权利稳定性将会受到威胁，基于商标权利所

产生的关于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效益都将受到牵

连，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信誉度减弱，商标背

后的品牌信息受到质疑，社会公众的搜索成本

增加。显然，这是一项得不偿失的行为，不符

合社会成本理论的应有之意。

特定关系的范围不应无序扩张，因为它是一

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对其进行扩张也

许能更好地适用《商标法》第 15 条，打击商标

恶意抢注行为，但这一结果并不能全面评估特定

关系范围扩张，还需要从商标权利的稳定性、企

业的信誉和商业活动开展以及社会公众的搜索成

本多角度对其进行评估，因为商标无效宣告针对

的是一个已经获得注册且在商业活动中长期使用

的商标，而非一个正在注册中的商标。

3. 诚实信用原则与突破契约相对性

原则上，契约关系只能约束处于契约关系

中的主体，他们对彼此享有权利，负有义务。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多

元化，由第三人介入的契约关系不断涌现，如

果仍旧坚持契约关系相对性理论，就会人为地

割裂合同当事人与社会其他利益主体，因此，

适当突破契约关系相对性，不仅照顾到了各方

利益，同时也减少了交易风险。72

实践中虽有突破契约关系相对性的需要，

但是不能因此无节制突破，契约相对性是原则，

突破相对性是例外，例外情况下，定要有充分

正当的理由。“突破本身要理性而谨慎，必须接

71. [ 美 ]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4 年版，第 39 页。

72. 参见马超、邵和平：《论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原因、内涵与价值》，载《河北法学》2013 年第 7 期，第 195 页。

73. 徐静：《对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再认识——兼及对 < 德国民法典 > 第 359 条之借鉴》，载《法学论坛》2012 年第 1
期，第 128 页。

74.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特定契约一经成立，不但在当事人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债务人对于与债权人具有

特殊关系之第三人，亦负有照顾、保护等义务。债务人违反此项义务时，就该特定范围之人所受之损害，亦应依契约

法之原则，负赔偿责任。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45 页。

75.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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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实质正义’的衡量与评判，即只有固守合

同相对性原则与实质上体现民法的公平、正义

价值不能两立的时候，为弥补合同相对性原则

的不足，平衡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

才能突破相对性原则，体现权利不可侵性和促

成合同交易的现代合同法理念。”73

商标申请人与商标在先使用人因第三人而

建立的联系，并非二者直接建立起的特定关系，

如何让商标申请人对第三人的义务转化成其对

商标在先使用人的义务，让第三人对商标在先

使用人的义务转变为商标申请人对商标在先使

用人的义务，需要接受“实质正义”标准的检

验。显然，目前司法实践的做法过度偏向于保

护商标在先使用人的权益，忽视商标申请人的

利益，这并没有合理权衡二者利益。义务的这

种转换方式，还涉及到“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

契约”，74 对于第三人的范围确定存在很大问题，

“需要考虑契约的性质及目的，根据诚实信用原

则，就具体案件进行适用，做到不偏不倚，兼

顾债务人及第三人的利益。”75

诚实信用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主观诚信

与客观诚信，主观诚信要求行为达到“良”“善”

标准，客观诚信要求行为是“不害”的。76 针对

上文所说的义务转移情形，要考察第三人与商标

申请人、商标在先使用人之间的关系为何种关

系，以转移保密、照顾义务。基于该关系，要求

关系人要做到“良善”与“无害”，从目前的较

为成熟的司法实践看来，这种关系人延及到了包

括亲属关系在内的特定身份关系，并没有大范围

扩张至身份关系以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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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定关系“非特定化”的纾解之法

（一）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

核心

法律解释在于探究本法条的字面含义时，

又要充分结合该法条与其他关联法条之间、该

法条结构以及法条所追求的价值或法律规范的

目的因素，以求得到该法条最为精确的含义。

在对特定关系进行法律解释时，也应当如此，

在字面含义基础上，结合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

以明确特定关系的意思。

1. 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将某单一法律规范置于其所

属的法律体系中，联系上下文或结合与之相关

的其他法律规范，以明确其含义的一种法律解

释方法。《商标法》第 15 条有两个条款，表明

特定关系有代理代表关系、合同关系、业务往

来关系及其他关系四种类型，其是基于经济活

动模式逐渐多样、司法实践的不断提炼形成。

四者系并列且不重合关系，前三者的外在表现

形式均以契约关系为中心展开，既然其他关系

与其三者并列，在核心问题上应保持一致，也

应当以契约关系为核心，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不

同于前三者的表现形式。

营业地址邻近或商标申请人和商标在先使

用人因第三人的关系而建立联系，由此发生的

恶意抢注商标行为，既可以纳入第 15 条第 2

款的“其他关系”，也可以归入“不正当手段”

中，存在竞合情形。在此二者情形下，双方并

未形成契约关系，选择适用 32 条较为适宜，以

便划定第 15 条与第 32 条之界限。

2. 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从探求某一法律规范的立

法意图出发，以寻求该法律规范的最佳含义的

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商标法》第 15 条目的在

于维护商标所有人或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

以创建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不论是商标代理

人、销售代理人，还是合同关系人、业务往来

关系人，抑或是亲属关系、劳动关系，在市场

经济的背景下，都凝结为“契约关系”，遵循契

约至上。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更是离不开契约，

正是因为有了契约的规制，才使得市场竞争处

于有序状态。因此，从《商标法》第 15 条的目

的出发，特定关系人本质上是契约关系人，双

方以契约约束彼此，保证商标所有人或在先使

用人合法权益。

如果仍旧以《商标法》第 15 条的规定对非

契约关系人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进行处理，将

有导致市场竞争秩序出现混乱的可能性，这非

但没有实现该法条的目的，反而背离其目的。

目的未能实现，究其根本原因，是对该法条的

适用前提出现误解，生搬硬套地将非契约关系

人解释为契约关系人。所以，正确解读商标申

请人与商标在先使用人或商标所有人的关系，

辨别双方是契约关系或非契约关系，是正确适

用《商标法》第 15 条的必要条件。

（二）实务中认定“特定关系”要持谨慎态

度

自从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以来，案例在实务

审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在某一案

例中对“特定关系”的认定出现误差，这不仅

将影响该案例的审判结果，而且还会影响后续

同类案件的审理结果。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审

判原则，不宜以“填补法律漏洞”为理由对相

关法律规定进行扩大适用；除此之外，法官还

必须严格按照在案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依据

事实认定当事人双方的关系。

1. 法官无须对《商标法》第 15 条进行“漏

洞填补”

特定关系“非特定化”走向源于司法实践，

法官在司法活动中须保持谦抑态度，他是法律的

适用者，而非创造者。对于营业地址邻近、商标

申请人和在先使用人因第三人而建立的间接联系

是否属于其他关系的内容，《商标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未作出规定，亦未对类似情形的规制作出

规定。面对这种被法律所“忽视”的地方，法官

似乎面临着填补“法律漏洞”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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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本身的观点、法律的根本规整意向、

借此追求的目的以及立法者的“计划”是判断

法律漏洞是否确实存在所需考虑的几个因素。77

据此观点，将《商标法》第 15 条第 2 款作为规

制上述两种情形的法律依据，是存疑的。因此

需要寻找新的规制依据，根据《商标法》的规

整意向，第 32 条的“不正当手段”是明确可对

以上情形进行规制的。可见，法官填补“法律

漏洞”只是幻影而已，实则并无漏洞可填。既

然如此，法官便不能任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

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特定关系范围内进行判断。

2. 法官应当注重在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

笔者从相关案例中总结了证明代理、代表关

系的证据材料有：代理合同，销售合同，能证明

代理、销售关系的交易凭证或采购函件等资料；

企业注册登记材料，企业的任职资料等。证明合

同关系、业务往来关系的证据材料有：买卖合

同，加盟合同，投资合同以及其他能证明合同、

业务往来关系的信件、函件或交易、采购凭证。

证明其他关系的证据材料有：企业的劳动合同，

企业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材料，企

业的工资表，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材料等。法官在

面对以上证据材料时，要全面考察该些证据材料

本身的真实性、其本身是否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

和其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法官的工作不止

于此，需要考虑以上证据之间是否有相互矛盾之

处，能否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双方当事

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除此之外，法官还要对形

成特定关系所针对的事实对应的证据是否充分进

行考量，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时，才能认定

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

六、结论

本文从《商标法》第 15 条出发，分析特

77. 参见 [ 德 ]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51 页。

定关系无序扩张在立法上的不适当性，司法实

践效果的非理想性以及法理上的不必要性和不

正当性。要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须将契约

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以此排除

非契约关系的商标申请人和商标所有人或商标

在先使用人被视为特定关系人；在司法实践中，

要树立起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核

心的意识，法官对特定关系的认定要持谨慎态

度，不能借“填补法律漏洞”之名，不当扩张

特定关系的范围；此外，法官还要充分考虑在

案有效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能否得到双方存在

特定关系的结论。法院要坚持将如营业地址邻

近、商标申请人与商标在先使用人因第三人的

关系建立的间接联系的情形，放到《商标法》

第 32 条的“不正当手段”中规制。

《商标法》第 15 条的作用在于制止特定关

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特定关系既是

该条款适用的前提，也是该条款适用范围的界

限，超过界限，就不受该条款的规制。一方面，

要发挥该条款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该

条款内容自洽，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因为

这会破坏其内容的自洽性。该条款也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开放性，但开放性与自洽性之间并不

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定关系以契约关系为

中心展开，特定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都依附于

契约关系。脱离了契约关系的特定关系外在表

现形式，不仅无益，还会有害，它不但不当阻

碍了《商标法》其他条款的正确适用，还违背

了效率原则，不符合社会成本理论和诚实信用

原则的要求。要严格限制特定关系的扩张，每

一次扩张，都要经受契约关系、效率原则、社

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检验，但也不能

一味阻止扩大特定关系范围，只要符合上述条

件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可纳入特定关系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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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Non-Specificity" of Specific Relations in Malicious Trademark Squatting—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5 of the Trademark Law

Abstract: The trademark squatting is an important judicial practice problem in China's trademark law. Article 15 of the 

trademark law specifically regulates malicious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specific participant behavior and divides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types, but not to define the meaning. As a result, there are divergences in the judgment of specific relationship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the scope of specific relationship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showing a trend of "non-specific".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specific relationship lacks necessity and legitimacy in legal theory, which not only hinders the application of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trademark law, but also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due meaning of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social cost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specific relationship,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should be taken as the cor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specific relationship. When the judge applies this clause,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expand the content of a specific relationship at will, and the judge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ademark law and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Malicious Registration of Trademark; Specific Relationship;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Disorderly Expansion;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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