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本所通過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
商標規費收費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商標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與世界接軌-本所參加國際商標協會
(INTA)紀事

〝賀〞本所通過ISO 9001 品質管理驗證

一百零一年
六月份專刊

為提高行政服務品質，亞律全體同仁全心投力於建立標準
化文件、檢討與修訂規章制度、內部稽核、標準作業文件電子
化等程序，今年三月通過國際知名之「法國標準協會-艾法諾集
團(AFNOR)」的檢驗，並於四月十一日核發 ISO 9001 品質管理
系統驗證證書。
亞律為領先業界取得 ISO 9001 驗證之專利商標事務所，專
門提供專利、商標、著作權等相關法律服務，通過 ISO 9001 意
義為亞律所有作業流程皆符合國際性品質標準要求，正式宣告
與國際接軌，邁向嶄新的里程碑。
今後亞律將秉持「品質堅持、專業服務、顧客滿意」持續
在品質上審慎把關，為 貴公司/臺端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商標規費收費準則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總說明
101 年 7 月 1 日施行
商標規費收費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係八
十三年七月一日訂定發布，歷經四次修正，最後
修正日期為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之商
標法（以下簡稱本法）
，刪除註冊費得分二期繳納
之規定，並修正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商標規費收費
標準之規定及條次，爰修正本準則法源依據之條
文、增訂修正施行前註冊費已分二期繳納者之處
理方式，並配合本法施行細則授權、再授權或移
轉登記一案多件簡便申請程序之規定，修正本準
則第一條、第三條、第六條、第八條，其要點如
下：
一、修正授權依據條文：
本法修正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商標規費收費標
準之規定及條次，由第十一條第二項移列第
一百零四條第二項，爰修正本準則授權依據
之法條條次。
（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註冊費繳納方式及增訂過渡條款規定：
（一）刪除註冊費得分二期繳納之規定。
（修
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
（二）增訂本法修正施行前，註冊費已分二
期繳納者，第二期註冊費之繳納數額。
（修正
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三、增訂授權、再授權或移轉登記申請一案多件
規定：
配合本法施行細則開放得以一個申請案，同
時就二件以上商標相同之授權、再授權或移
轉事項申請登記，爰增訂依授權、再授權或
移轉登記之商標件數計算規費之規定。
（修正
條文第六條第三款、第五款）
四、增訂本準則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
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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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101 年 7 月 1 日施行
商標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十九年五月六日
制定公布，並自二十年一月一日施行，歷經十二
次修正，最後修正日期為九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近年來工商企業發展快速，商業交易型態活
潑多元，本法若干規定已不敷適用，另商標侵權
部分規定亦造成司法實務適用之疑義，且鑒於商
標流通具有國際性，而統合及協調各國商標申請
程序之商標法新加坡條約已於九十五年三月在新
加坡舉行之外交會議通過，並於九十八年三月正
式生效，為與國際規範相調和，本法宜納入該條
約相關規定，以使商標權保護更加周延。自九十
五年起，開始積極檢討本法相關規定，並自九十
七年起，陸續召開六場本法修正草案公聽會及六
場專家學者諮詢委員會議，經整合各界意見後，
爰擬具「商標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章節名稱調整
為使本法體系架構清楚明確，配合修正條文
調整章節名稱。
二、 明定本法保護客體
依本法保護及申請註冊取得權利之客體，包
括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及團體
商標權。（修正條文第一條及第二條）
三、 明確規範商標使用行為之樣態
參考國際立法形式，明定商標各種使用行
為，其基於行銷目的，若性質上得以數位影
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持
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商品或服務者，
亦屬商標使用之行為。（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擴大商標之保護客體
配合國際趨勢，開放任何足以識別商品或服
務來源之標識，皆可成為商標註冊之保護客
體；申請註冊之商標圖樣應以清楚、明確、
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呈現。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五、 增訂展覽會優先權之規定
依據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第二條規定，將巴黎公約第十一條有關展覽
會優先權之規定，納入本法。（修正條文第

二十一條）
六、 明定商標圖樣非實質變更之情形
商標圖樣非屬實質變更者，申請註冊後，仍
得變更。（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七、 增訂商標註冊申請事項及註冊事項更正錯
誤之規定
商標註冊申請事項及註冊事項，在不影響商
標同一性或擴大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範圍
之條件下，申請人得請求更正錯誤。（修正
條文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八條）
八、 增訂商標共有之相關規定
為因應產業界需要，一商標得由二人以上共
有，並配合增訂商標共有之申請、移轉、分
割、減縮、授權及設定質權等相關規定。
（修
正條文第七條、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六條）
九、 修正商標不得註冊之事由
將商標註冊之積極要件之欠缺及消極要
件，分列二條予以明定，並參酌巴黎公約第
六條之三規定，修正不得註冊商標之事由。
（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
十、 增訂未能遵守註冊費繳納期間之復權規定
參考商標法新加坡條約之精神，增訂非因故
意未於期限內繳納註冊費之復權規定；為維
護權利之安定性，並避免因復權而發生混淆
之商標並存之現象，訂定不得復權之例外規
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十一、 刪除註冊費分二期繳納規定
現行有關註冊費分二期繳納之規定，並未達
成淘汰使用週期較短商品商標之立法意
旨，且增加商標權人因遲誤繳納第二期註冊
費，喪失商標權之風險，爰予刪除。（刪除
現行條文第二十六條）
十二、 修正合理使用之範圍
參考國外立法例，增訂商標之指示性合理使
用，包括表示商品或服務「用途」之情形，
以期周延。（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十三、 增訂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相關規定
參考商標法新加坡條約，增訂專屬授權之定
義及為再授權之相關規定，並為保障專屬被
授權人之權益，增訂專屬被授權人行使權利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十四、

增訂據以評定或廢止商標應檢送申請
前三年之使用證據
據以評定或廢止商標之註冊已滿三年者，申
請人應檢附申請評定或廢止前三年，該據以
爭議商標之使用證據或其未使用有正當事
由之事證。
（修正條文第五十七及六十七條）
十五、 修正商標侵權之相關規定
（一）明確規範侵權行為之樣態
為期商標權排他之範圍明確，明定侵害商標
權之行為。（修正條文第六十八條）
（二）釐清商標侵權責任之主觀要件
明定商標之除去及防止請求權，不以行為人
主觀上具故意或過失為必要；至於損害賠償
請求權，則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故意或過失為
必要。（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
（三）修正視為侵害商標權之規定
1. 視為侵害商標權者，僅需舉證證明有實
際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者，以避免對著名商標保護不周。
2. 明知有侵害商標權之虞，卻仍予以製
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
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
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等物品之行為，視
為侵害商標權之行為。
（修正條文第七
十條）
十六、 增訂海關邊境管制措施之相關規定
（一）增訂邊境管制措施依職權查扣及提供
侵權貨物資訊之規定
增訂海關依職權查扣之規定；在不損及查扣
物機密資料保護之情形下，依申請人或被查
扣人之申請，由海關准其檢視查扣物，以協
助確定是否為侵害商標權物品，並提供商標
權人侵權貨物相關資訊。（修正條文第七十
五條及第七十六條）
（二）增訂商標權人向海關調借貨樣進行侵
權認定之規定
鑒於實務上部分仿冒物品之侵權認定困
難，增訂商標權人得提供保證金，向海關申
請調借貨樣進行侵權認定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七十七條）
十七、 修正證明標章及團體商標之相關規定

（一）修正證明標章之定義及增訂產地證明
標章定義
修正證明標章之定義，並明定產地證明標章
定義，及就證明標章之申請等訂定相關規
範。（修正條文第八十條至第八十四條）
（二）增訂產地團體商標之定義等相關規定
增訂產地團體商標之定義，並明定其申請及
準用產地證明標章之規定，以資適用。（修
正條文第八十八、八十九及九十一條）
十八、 增訂侵害證明標章權之刑罰規定
鑒於證明標章較商標具有更高之公益性
質，侵害證明標章權對社會公眾造成之損害
可能較商標權為鉅，爰予增訂侵害證明標章
權之刑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九十六條）
十九、 增訂明知為侵權商品而透過電子媒體
或網路方式販賣、意圖販賣之刑事處罰
規定
因應電子商務及網路發達之經濟發展情
勢，明定透過電子媒體或網路方式所為販
賣、意圖販賣之行為，亦屬侵害商標權之行
為。（修正條文第九十七條）
二十、 增訂過渡條款
本次修正要求據以評定或廢止之商標應檢
附使用證據，及該等證據應符合真實使用等
規定，僅適用於本法修正施行後所提出之評
定案或廢止案，對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受理之
商標評定或廢止案件，不適用之。（修正條
文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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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接軌-本所參加國際商
標協會(INTA)紀事
亞律自 2007 年起亞律正式加入智慧財產權
業 界 最 大 的 國 際 組 織 INTA(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為台灣中部地區第一
加入的 INTA 會員事務所，除 2007 年前往美國芝
加哥參加 INTA 第 129 屆的年會，往後每年均派
員前往參加 INTA 於世界各地所舉辦的年會，以藉
由與國外代理人之交流持續更新國際動態。

今年在國外部同仁積極的參與下，2012INTA
會議已於 5 月中在美國華盛頓圓滿閉幕，此行除
了結識許多新的外國伙伴，更藉由與各國代理人
與律師之互動，分享彼此服務的經驗。
在經驗分享的過程中，藉著互相提出對於案
例的看法與解決問題的模式，進一步發現文化差
異和思考模式不同所造成的審查差異，也更加了
解自己地區智慧財產權利保護的優劣勢。
本 次 會 議 中 我 們 受 美 國 事 務 所 World
Patent & Trademark Law Group 之邀參觀了美國
專利商標局(USPTO)，並安排了 USPTO 的作業導
覽，藉由參訪的過程對專利審查委員的訓練方式
及審查程序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受美國事務所 World Patent & Trademark Law Group 之邀
參觀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 -鍾文菁經理

下表為亞律過去幾年間參加國際會議之時程：
日期

會議名稱

地點

2007/04/28-05/02

129th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linois,
USA

2008/05/17-05/21

130th Annual
Meeting

Berlin, Germany

2009/05/16-05/20

131th Annual
Meeting

Seattle, Washington,
USA

2010/05/22-05/26

132th Annual
Meeting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2011/05/14-05/18

133th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2012/05/05-05/09

134th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USA

《管理部 林玫吟 整理編譯》
亞律編輯室製 101.06 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