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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 

                    王德博  商標高級審查官 

111年3月15日 

111年度【Skill-up Seminar】創新創業法制人才培訓課程 

新創最需要的商標知識 



課程大綱 

• 什麼是商標 

• 商標基本原則 

• 商標的型態 

• 註冊商標的優點 

• 未註冊商標的缺點 

• 構思商標圖樣 

• 商標申請注意事項 

• 商標檢索 

• 商標線上申請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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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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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定義 

「商標」俗稱品牌或牌子，用以區別
自己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的標識 

商標可以作為消費者重複選購的標識，
一看到商品或服務上標示的商標，消
費者就可以認識到是一個品牌，可以
和他人的商標作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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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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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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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制度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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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國家註冊所取得之商標權利，原則上不得在
其他國家主張權利，除非透過國際協定所承認的國
際註冊制度，例如在歐盟智慧財產局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EUIPO) 
註冊商標，其效力及於歐盟所有成員國 

屬地保護 

•欲取得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團體商
標權者，應依商標法申請註冊 (商§2) 

•中國大陸部分商品採強制註冊—菸品商標 
•大陸菸品必須使用註冊商標的商品，必須申請
註冊，未經註冊不得在市場銷售 

任意註冊 

我國商標制度基本原則（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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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例外 

•著名商標之保護不以註冊為前提 

•善意先使用，不受他人商標權所拘束 

註冊保護 

•源自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之尼斯協定（Nice Agreement） 

•共45類。第1-34類商品；第35-45類服務 

•每年修正1次，大約每5年更換一版本，目前版本為第11版 

採行國際尼斯分類（Nice Classification） 

我國商標制度基本原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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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制度基本原則（3/3） 

•權利取得係依申請的先後加以審查，於同一或類似商品，

若以相同或近似的商標提出申請者，應由先提出申請者取

得註冊，不能辨別時間先後者，由各申請人協議定之；不

能達成協議時，以抽籤方式定之(商§22) 

先申請先註冊 

•商標註冊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年者，
應廢止該商標之註冊 (商§63Ⅰ②) 

註冊商標使用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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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吳奕慧 / 攝影 班瑪旺嘉 台北市 報導 2014/06/06 18:14  
詳細報導請見： news.tvbs.com.tw/life/534316?from=Copy_content 
 

記者吳奕慧：「新店的西海岸其實是在民國82年的時候註冊商標，
但位在台北市八德路上的老字號，海產店西海岸，卻是在民國75年
時已經開業了。」(老店可以主張善意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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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店招(註冊保護) 



商標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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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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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商標-文字、圖形、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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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happy.com.tw/adv/display/mclick.php?site=2008112410355134


指定商品：手提包；手提袋。  

非傳統商標-立體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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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商標法第２９條第２項規定核准。 

指定商品：巧克力、巧克力糖。 

依商標法第２９條第２項規定核准。  



• 音樂性質 

聲音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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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音樂性質 

商標描述: 
本件聲音商標如光碟片所載。
係由口說「你累了嗎」所組
成。 

BMW  



商標描述: 
本商標係顏色組合商標。商標圖樣為白
底之橘、綠、紅三個顏色之色帶由上至
下呈約1：2：1之比例依序排列。本商標
使用於營業相關物件(如營業招牌、商品/
服務目錄、行銷宣傳品、網頁廣告及/或
營業據點之牆面、玻璃門等)時，商標圖
樣之橘、綠、紅三色帶以一貫之排列順
序及粗細比例向左右延伸，依商標使用
空間不同有圖樣大小之變化 

指定服務：便利商店 

顏色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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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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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聲音」
的動態商標 



全像圖商標 

指定商品： 
第3類  化妝品、面膜、沐浴乳…等 
第16類  面紙、衛生紙、印刷品、紙袋…等 

聲明不就「每天都要更美一點」文字主
張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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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麗日記」
文字註冊商標 

 



註冊商標有什麼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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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商譽 
創造收益 

獨占使用 
授權他人 

排除他人
註冊 

他人侵權
損害賠償 

仿冒商標
刑事責任 

進口仿冒品

海關查扣 



• 英國品牌顧問公司Brand Finance全球2022百
大科技品牌報告出爐，蘋果（Apple）品牌
價值激增35%至3,551億美元，亞馬遜
（Amazon）品牌價值3,503億美元，位居第
二名，Google的品牌價值年增38％至2,634億
美元，位居第三名。依各品牌價值高低，
全球前五大科技品牌排名依序為：蘋果
Apple 、亞馬遜Amazon、Google、微軟、與
沃爾瑪(Walmart)。 

運用商標創造收益 

詳細報導請見： 2022/03/01 經理人 編譯‧整理周頌宜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64705 21 



商標註冊的好處 

可以獨占使用商標權 
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取得專用權 

自己使用及授權他人使用 

可以排除他人註冊   §30.1.10 
他人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註冊在相同或
類似之商品/服務，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
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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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商標排除侵權 

民事侵權 

請求排除侵害(ex:停止製造仿品) 

請求防止侵害(ex:停止印製仿冒標籤) 

請求損害賠償(ex:仿品已賣出，損害賠償) 

請求銷毀仿冒商品(ex:已製造的仿品銷毀) 

請求海關查扣仿冒商品(ex:禁止仿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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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鞋 VS 

VS 

VS 

商標申請案 在先註冊商標 

衣服 

衣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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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商標防止仿冒 

刑事追訴 

仿冒商標商品罪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
幣20萬元以下罰金 

販賣仿冒商標商品罪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
幣5萬元以下罰金 

仿冒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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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註冊商標有什麼缺點？ 

商譽無法
累積 

無法授權
登記 

先使用 
無法註冊 

他人仿冒
求償無門 

他人仿冒
束手無策 

他人先註冊

恐有侵權 



商工登記≠商標註冊 

商標註冊 

公司登記、商號登記 

 商標經審查，註冊公告後取得商標權 

 可以主張排除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

務(民事損害賠償、刑事責任) 

 明知為他人著名註冊商標，使用近似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

別性或信譽之虞，視為侵害商標權(民事責任) 

 公司主體名稱、商號主體名稱，類似自然人的姓名，很多公司

商號使用相同名稱。 

 公司或商業特取名稱相同，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

字名稱視為不相同 



侵害他人註冊商標？ 

微風休閒旅館有限公司 

93.5.3核准設立登記 

86.6.1已有他人於旅館、
超級巿場、百貨公司、酒
吧等服務取得註冊第
91522號「微風」商標 



將著名商標使用於當鋪名稱 

香奈兒指控： 
• 2008年高雄市博愛三路開設
一家香奈爾精品當舖及珠寶
銀樓，已侵害其商標、商譽，
造成消費者混淆。 

• 寄存證信函要求改名，但對
方不但未改名，還開設新田、
鳳山分店擴大營業，又註冊
http://www.chanel-
pawnshop.com為網域名稱，
並在報紙刊登廣告。 

• 因此告上法院要求當舖改名、
註銷網域名稱，求償商譽損
失三百五十萬元。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民商
上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 

http://www.chanel-pawnshop.com/
http://www.chanel-pawnshop.com/
http://www.chanel-pawnshop.com/


如何構思商標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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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性 
• 獨創性 

– 非沿用既有的辭彙或事物而係運用智慧獨創所得。例如
電腦商品的「IBM」，音響商品的「SONY」，奶粉商品
的「安佳」，腳踏車商品的「捷安特」都是自創字，具
獨創性，識別力極高，他人使用難以說是偶然而不是襲
用，而受商標法較高的保護。至於較為習見的文字，因
不具獨創性，他人使用於不類似商品即難說係屬惡意，
因此企業在發展關係企業及多角化經營時，就會遭遇到
商標已被他人註冊的情形。 

• 易懂、易唸與眾不同 
– 商標若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性，在眾多的同類商品中自能
凸顯自己的商品，使消費者產生深刻的印象。具特別性
的商標一般較易懂、易唸、易記。例如穩潔、一匙靈、
快譯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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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性 

9類：滑鼠。 9類：電池；車輛
用電池。 

9類：智慧手環
（測量儀器）。 

10類：醫療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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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申請妨害公序良俗商標 

• 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 

28類：開玩笑用新奇玩具；
派對用新奇玩具。 

系爭商標 系爭商標 

41類：娛樂、娛樂資訊。 



35 

避免混淆誤認 
• 不要與他人申請在先或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 

– 避免與他人的註冊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於設計前應先
進行商標近似檢索。智慧局於網際網路上有提供商標查
詢系統，民眾可上智慧局網站查詢，商標檢索系統網址
為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43類：酒吧；居酒屋。 43類：飲食店、小吃店、火
鍋店。 

據以核駁 系爭商標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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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混淆誤認 
• 不要以他人著名商標當作商標 

– 保護著名商標為國際趨勢，我國亦然，商標法並列為禁
止註冊事由。著名商標的保護不以在我國已註冊為前提，
只要已為我國相關消費者普遍認識即已足，且其保護不
以著名商標所使用的相同或類似商品為限，尚及於不類
似的商品。不要以為著名商標未在我國註冊，就可仿襲
使用或矇混註冊，違反者，著名商標權人得請求停止使
用或請求評定其商標應予撤銷，而蒙受損失。 

35類：廣告設計。 35類：透過電腦網路為
他人促銷推廣產品服務。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雲坦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據以核駁 系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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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消費者誤認誤信 
• 不要以易使消費者對其商品的性質、品質、
產地會發生誤認誤信之虞的文字、圖形作為
商標 
– 以易誤導或欺騙消費者的文字圖形作為商標為商標法所
禁止，例如申請人為新竹香山地區的酪農卻以「初鹿」
使用於鮮奶商品，則有使人誤認其商品係產自台東初鹿
而對其產地產生誤認之虞，均為商標法所禁止。 

25類：服飾用手套、雨衣。 25類：衣服、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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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搶註他人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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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來函 
申請第102032255號 
申請日期：102/06/14   

28類玩具、玩具面具、
氣球、公仔、布偶等 

何ＯＯ 

日商･連股份有限公司來函主張搶註 
 2011年6月起使用於即時通訊應用軟體 
 2012年初在台推出免費電話及簡訊傳送

服務，授權LINE系列絨毛娃娃等商品之
集點活動，推出多款LINE Games遊戲 

 在先商標非普遍習見，具相當識別性，
以極相彷之圖樣申請註冊，使用在同一
或類似之商品，有意圖仿襲申請註冊 

申請人陳述意見，於28類商品申請日早於
日商102/08/08，應合乎申請日優先性 

• 不要因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
他人先使用的相同或近似商標 



商標申請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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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商標註冊的步驟(1/2) 

決定商標圖樣 
 僅由商品或服務直接明顯的說明文字或圖形不能註冊為商標 
 為充分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應設計充滿

獨創性的商標 

指定商品或服務 
 指定商品或服務，決定商標權的範圍 
 例如：第25類：衣服，第35類：衣服批發零售，第43類：飲食店等 

檢索相同或近似申請在先或註冊商標 
 在同一或類似商品和服務的範圍內，如果已經有相同或近似商標存在，

可能會使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將無法取得註冊 
 經由檢索前案商標，可以降低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侵害他人商標權 



申請商標註冊的步驟(2/2) 

填寫申請書及提出申請 
 以電子方式或紙本方式提出申請商標註冊 

審查流程 
 申請商標註冊後，智慧局會進行程序審查及實體審查 
 經審查沒有不得註冊的情形，會收到核准審定書，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

達後二個月內，繳納註冊費後，始予註冊公告，並發給商標註冊證 
 

計算規費 
 紙本申請每類3000元 
 電子申請每件減收300元，全部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與電子申請系統

參考名稱相同，每類再減300元 



申請人  
一般商標：任何人 

商標申請人可以是自然人、公司、行

政機關、登記有案的行號或非法人團

體，也可以是二人以上共有申請，不

限於公司或行號。 

42 



商標圖樣 

５～８公分大小見方；至少附5張 

規費 

申請費： 

商標、團體商標每類基本費用3,000元 
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每件5,000元 

註冊費： 

商標、團體商標每類2,500元 
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每件2,500元 

43 



2017/6/17 

• 商標圖樣先至商標檢索系統查詢前案商標註冊情形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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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指定商品或服務查詢 

45 

• 申請人得以一商標註冊申請案，指定使用於一個或
二個以上類別的商品或服務 

• 申請商標註冊，應依商品及服務分類表之類別順序，
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別，並具體列舉商品或服
務名稱 

• 商品／服務類別名稱檢索網址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3.jsp?l6=z
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
rue。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3.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3.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3.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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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或技術與指定商品／服務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下稱AI）泛指由人類製造的機器
所表現的智慧認知與判斷行為，通常AI是指透過電腦程式所呈現人類
智慧的技術，其本質係以軟體為基礎的演算法，或係指任何運行模式
與人類思考、認知架構、神經網絡相似的系統 。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0713 掃地機器人 0952 感測器 

0718 工業用機器人 0962 穿戴式電子裝置；智慧眼鏡 

0961 具人工智慧之人形機器人 1206 自動駕駛汽車 

1003 醫療用奈米機器人 4210 電腦程式設計 

0917 電腦硬體；電腦軟體 3804 行動電話通訊傳輸 

0938 智慧型手機 3601 電子錢包支付服務 

0939 觸控螢幕 3617 虛擬貨幣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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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或技術與指定商品／服務 

電子遊戲產業 

•電子娛樂遊戲泛指利用網際網路及電子相關設備提供娛樂目標的遊戲，有線
上遊戲及離線（線下）遊戲之區別。線上遊戲（Online game），又稱網路
遊戲，係指不特定多數遊戲者（玩家）透過網際網路進行互動娛樂的電子遊
戲，連接網路伺服器進行連線對戰、線上雲端存檔等。離線遊戲係遊戲者透
過操作特定電子設備所存錄軟體或程式進行互動遊戲之一種娛樂方式。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0917 電腦軟體；電腦用介面卡 351919 育樂用品零售批發；玩具零
售批發 

3501 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 351935 電腦軟體零售批發；電腦硬
體零售批發 

4210 電腦程式設計；電腦資料處理 3804 提供連接全球電腦網路之電
信通訊服務 

2801 玩具；兒童益智玩具 4106 提供線上遊戲服務（由電腦
網路） 

2807 電子遊戲機；夾娃娃機 



如何進行檢索前案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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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7 

商標檢索系統 
• 至商標檢索系統網站 

•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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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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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文字近似查詢介面 

若日期未輸入，則查出系
統日之前的所有案件 

輸入商標圖樣上的「中、
英、日、記」 

輸入商品名稱，查詢對應
的組群代碼 

1.預設可能產生權利衝突
的有效案 
2.視案件需要進行調整選
取 



商標文字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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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文字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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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文字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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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文字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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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文字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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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形近似查詢介面 

若日期未輸入，則查出系
統日之前的所有案件 

輸入商品名稱，查詢對應
的組群代碼 

選取圖形路徑，帶入查詢
欄位 

交集(AND) 

聯集(OR) 

1.預設可能產生權利衝突的
有效案 
2.視案件需要進行調整選取 



2022/3/8 

商標圖形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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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形分類路徑共通編列原則 

大分類（阿拉伯數字01開始，往下遞增） 
中分類（英文字母A開始，依字母順序增加） 
小分類（與大分類相同）。例如01-G-04、10-

D-02及12-A-07等。 
各分類路徑名稱依其主要特徵編列，目前有： 

– 17項大分類 

– 142項中分類 

– 809項小分類 

圖形分類路徑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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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01) 

動物(02) 

植物(03) 

天體、自然現象、地圖模
型、景觀(04) 

建築物(05) 

器物(06) 

運輸工具(07) 

服飾/織物(08) 

加工食品(09) 

盾牌、皇冠、旗幟、有價
標記(10) 

文數字及符號(11) 

抽象幾何圖形(12) 

立體圖形(13)  

顏色(14) 

全像圖(15) 

動態商標(16) 

其他商標(17) 

17大分類路徑 



商標圖形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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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形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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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形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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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形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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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商標近
似之程

度 

商標識
別性之
強弱 

商品服
務類似
之程度 

先權利人
多角化經
營之情形 

系爭商標
之註冊申
請是否善

意 

相關消費
者對各商
標熟悉之

程度 

實際混
淆誤認
之情事 

其他混淆
誤認之因

素 

大多數新申
請註冊案，
由於商標尚
未使用… 

商標近
似之程

度 

商標識
別性之
強弱 

商品服
務類似
之程度 



商標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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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線上申請網址：https://tiponet.tipo.gov.tw/S040WV1#/ 
 

電子申請客服專線：(02)8176-9009 

https://tiponet.tipo.gov.tw/S040W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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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審查 
申請書、申請日期、申請規費、商標圖樣、
申請人、指定使用商品／服務類別及名稱 

 
實體審查 
識別性審查（商§29） 
識別性以外其他不得註冊事由（商§30） 
前案檢索 
一致性之審查 
圖樣近似檢索 

核駁先行通知&陳述意見之審查 
製作審定書 

商標申請註冊案件之審查 



商標權之取得 

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權利人於指定之商
品服務取得商標權 

商標權期間 

 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10年 
 得申請延展，每次延展10年 

 
 
 
排他權 
近似商標／類似商品 

 

 
 
 

使用權 
相同商標／相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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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商標是行銷商品最好的利器 

• 商標註冊好處多 

• 選擇好的商標節省時間、金錢 

• 商標權範圍與指定商品及服務息息相關 

• 持續使用商標可累積商譽成為百年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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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並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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