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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商標註冊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之標點符號 

—填寫須知 

申請商標註冊時，應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並具體列舉商品或

服務名稱，以確認商標欲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範圍。為有效界定指定商

品或服務名稱的標點符號使用意涵，讓申請註冊及行政審查作業有明

確一致性的標準規範，以資外界依循，爰訂定本填寫須知，作為申請

人填寫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時使用標點符號的參考範例。 

依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申請商標及辦理有關商標事

項的文件，應用中文。是以中文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時，所使用

的標點符號，自應依教育部公布的《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正確

使用。申請人如能正確使用標點符號，不但有助於精確表達文詞句意，

使人容易閱讀理解，並得以明確分辨區隔所指定的商品服務項目，將

有利於申請人、第三人及審查人員界定所指定商品或服務範圍。 

為區隔指定使用的品項或以描述性用語填寫指定的商品或服務

名稱，參照前開手冊之規範，可受理適用的標點符號應為分號、頓號、

逗號、夾注號、句號、引號及冒號，其用法及使用範例說明如附表

1，除上述 7 種標點符號外，其他標點符號於填寫指定商品或服務名

稱時，一律不予採用；其指定商品及服務名稱中使用標點符號的常見

錯誤態樣範例及正確用法，請參閱附表 2。 

中文標點符號應以全形字元呈現，申請指定使用於多項商品或服

務名稱時，各項商品或服務名稱間，統一以分號「；」區隔，並應在

末項後加上句號「。」作結尾。 

申請註冊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名稱應具體明確，為商標法

第 19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所規範，為有助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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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效能，並運用申請系統輔助概算商品或服務名稱的項目個數，提

供申請規費的估算，以正確建置商品或服務的註冊資訊，如申請案件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所使用的標點符號，未依本填寫須知所教示的用

法記載者，除個案中對於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之界定有疑義，將發文

請申請人補正說明者外，依申請人個案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的文意，

本局將統一以附表 1 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方式依職權修正，使指定商

品或服務名稱具體明確且易於理解。要特別注意的是，使用本標點符

號填寫須知，主要為協助釐清申請人所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的內涵，

有關指定商品及(或)服務個數之計算，仍應參酌本局公告之「商品及

特定商品零售服務個數計算原則及例示」1。  

                                                      
1
 請查閱本局局網公告資訊

(https://www.tipo.gov.tw/lp.asp?CtNode=7573&CtUnit=3518&BaseDSD=7&mp=1&nowPage=1&page
siz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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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適用且可受理的標點符號用法及範例： 

名稱 符號 原則用法 
指定商品及服務名稱 

使用範例 

分號 ； 指定 2 以上多項商品

或服務名稱時，可用

來區隔各別的商品

或服務名稱 

例 1： 

化粧品；面膜；人體用清潔劑；衣

物清潔劑；廚房用清潔劑；皮革用

蠟；牙膏；……。 

例 2： 

儀器安裝修理；監視器材安裝修

理；防盜器材安裝修理；機械安裝

修理；……。 

頓號 、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

稱中含有描述性用

語時，可用來將各個

並列連用的描述性

語詞作區隔 

例 1： 

用於瀏覽、下載、傳輸、可視化、

操作及顯示虛擬或擴增實境用媒體

和軟體；具有發送及接收電話、傳

真、電子郵件及其他數位資料之掌

上型電子裝置；……。 

例 2： 

有關投資、共同基金投資、期貨投

資、資本投資之金融管理服務；期

貨、證券、選擇權和衍生性金融商

品之線上交易；……。 

逗號 ， 用法 1：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

稱，如含有較長的語

句，可用來區隔成多

句，作為唱讀停頓語

例 1： 

用於無紙化支付及存取之資料處理

裝置，前述系統採用無線射頻識別

及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可讓使用

者遠端充值其付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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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之用 例 2： 

主要由塑膠管及容器組成，用於抽

取全血、分離血液成分，並將部分

成分返還給捐血者或患者之血液分

離設備及儀器之零組件套組；……。 

例 3： 

提供有關各種商品生產機制、人事

管理制度、服務品質之檢驗、鑑定，

以符合國家或國際標準規範之服

務；……。 

例 4： 

提供用於建立線上使用者社群網路

資訊之個人簡介，並使前述資訊能

在網站間傳送及分享之線上不可下

載電腦程式之暫時使用服務；……。 

用法 2：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

稱如先以上位概括

性名稱表示後，想接

續說明或具體列舉

細項的商品或服務

名稱時，可作為轉折

語句之用 

例 1： 

射箭運動用具，即用於射箭之箭羽

片；射箭用弓；弓箭用弦；……。 

例 2：  

鐘錶儀器，包括手錶；腕錶；鐘組

件；錶組件；……。 

例 3： 

金屬表面處理製程，即金屬電鍍；

陽極氧化處理；噴砂研磨；……。 

例 4： 

提供各種娛樂資訊，包含電玩遊

戲、卡通動畫、小說及雜誌；提供

不可下載之線上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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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注

號 

（） 指定的商品或服務

名稱，有特定用途需

要加註說明或用來

排除其適用範圍 

 

例 1： 

合成樹脂成型用模具（機械零件）；

３Ｄ列印機；傳動鏈條（陸上交通

工具除外）；……。 

例 2： 

投標（需求建議書）法律諮詢；電

腦軟體授權（法律服務）；代理網域

名稱註冊之法律事項服務；……。 

例 32： 

咖啡；咖啡豆；未烘焙咖啡（以上

皆為有機商品） 

句號 。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

稱 填 列 到 最 末 項

後，應以句號作結尾 

例 1： 

煉乳；肉湯；豆漿；非活體魚；蛋；

乳製品；乳酸飲料。 

例 2： 

量販店；衣服零售批發；汽車零售

批發；首飾零售批發。 

引號 「」 

『』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

稱中有想特別指稱

或強調的語詞時，得

以引號作標註 

例 1： 

礦物油；金屬加工油（以上商品皆

含有「奈米石墨烯」成分）；……。 

例 2： 

提供「經人工智慧及大數據」運算

分析後之遠距醫療服務資訊；提供

「經人工智慧及大數據」運算分析

後之醫療諮詢資訊；……。 

例 3： 

符合「臺南市西港區公所『西港胡

                                                      
2
 商標圖樣中含有易使人對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發生誤認誤信之虞的文字時，經釋明

後，可用來加註限縮指定商品服務範圍，以避免名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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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產地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之

標準。 

冒號 ：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

稱以上文方式表示

時，可用來區隔下文

所 包 含 的 項 目 範

圍。如下文列舉說明

的語句太長，可另以

逗號作區隔 

例 1： 

提供下列商品之零售、批發服務：

磁性或光學資料載體，手提電腦用

袋，手提包，錢包，書包，背袋；

電腦資料庫資訊編輯；……。 

例 2： 

以下商品之修理、安裝及維護：貨

櫃港口模擬用之電腦硬體，港口、

碼頭及工業貨櫃及裝卸處理機器即

時監測、除錯及資料收集、儲存及

處理用之電腦硬體系統，用於貨物

及裝卸處理解決方案、港口作業、

升降及裝卸用港口及碼頭設備、機

器及裝置，船舶及陸上車輛用之電

腦硬體；……。 

例 3： 

由以下項目組成之安全及門禁控制

設備：煙霧及火焰偵測器，監視器，

警報器，控制面板，訊號收發器，

電子式侵入偵測器，電子式玻璃破

碎感應器，門禁控制及警報監視系

統之電子動作感應器；防火及安全

設備，即煙霧、危險氣體、溫度、

環境狀況、冷凍水管及漏水用感

應、偵測、監視、信號傳輸及警報

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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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作為下列產品化學反應中間產物使

用之新癸酸：腐蝕抑制劑泡沫促進

劑及抑制劑，芳香劑，塑化劑，乙

烯穩定劑，界面活性劑；作為下列

產品化學反應中間產物使用之十三

烷醇：塑化劑，界面活性劑，潤滑

油，燃料，芳香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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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指定商品或服務名稱中使用標點符號之常見錯誤態樣及正確用法： 

錯誤態樣例示 正確用法 

化粧品、面膜、人體用清潔劑、

衣物清潔劑、廚房用清潔劑、皮

革用蠟、牙膏、……。 

化粧品；面膜；人體用清潔劑；

衣物清潔劑；廚房用清潔劑；皮

革用蠟；牙膏；……。 

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製作.

廣告專欄製作.廣告宣傳.張貼廣

告；……。 

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製作；

廣告專欄製作；廣告宣傳；張貼

廣告；……。 

Ｔ－恤；……。 Ｔ恤；……。 

化粧品、髮水；牙膏。特別包含：

人用或動物用除臭劑、室內芳香

劑；……。 

化粧品；髮水；牙膏；人用或動

物用除臭劑；室內芳香劑；……。 

體外診斷用科學器具及儀器，即

控制及偵測農業－糧食產品及

藥品中污染物質用科學器具及

儀器；……。 

體外診斷用科學器具及儀器，即

控制及偵測農業、糧食產品及藥

品中污染物質用科學器具及儀

器；……。 

水果飲料，果汁，及水果為主之

飲料；蔬菜汁，果菜汁，及蔬菜

為主之飲料；……。 

水果飲料；果汁及水果為主之飲

料；蔬菜汁；果菜汁及蔬菜為主

之飲料；……。 

銑具，即銑刀、鉸刀、端銑刀、

鏤銑刀，與用於切割金屬、塑膠

與木頭之特殊圓角刀；……。 

銑具，即銑刀；鉸刀；端銑刀；

鏤銑刀與用於切割金屬、塑膠與

木頭之特殊圓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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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業務：即為公寓房屋管

理、建築物或土地之估價服務、

租金代收、土地、建築物買賣或

租賃之代理或仲介、提供建築物

及土地等不動產買賣及租賃之

資訊；金融之評估、分析、諮詢

顧問服務；中古車估價；……。 

不動產業務，即為公寓房屋管

理；建築物或土地之估價服務；

租金代收；土地、建築物買賣或

租賃之代理或仲介；提供建築物

及土地等不動產買賣及租賃之資

訊；金融之評估、分析、諮詢顧

問服務；中古車估價；……。 

動物萃取之營養補充製劑（錠劑

／膠囊／液／粉）；……。 

動物萃取之營養補充製劑（錠

劑、膠囊、液、粉）；……。 

整型外科／牙科／內科／外科

用器具及儀器；……。 

整型外科、牙科、內科、外科用

器具及儀器；……。 

金屬加工、木工、塑膠加工、石

材加工及／或陶瓷加工用銑

刀；……。 

金屬加工、木工、塑膠加工、石

材加工及（或）陶瓷加工用銑

刀；……。 

藉由線上及／或網際網路及／

或全球資訊網路及／或其他通

訊網路提供的可下載之遊樂場

遊戲機軟體；……。 

藉由線上及（或）網際網路及（或）

全球資訊網路及（或）其他通訊

網路提供的可下載之遊樂場遊戲

機軟體；……。 

頂層舖有穀類脆片／果仁脆片

／巧克力脆片、及／或以穀類脆

片／果仁脆片／巧克力脆片作

為內餡之蛋糕；……。 

頂層舖有穀類脆片、果仁脆片、

巧克力脆片及（或）以穀類脆片、

果仁脆片、巧克力脆片作為內餡

之蛋糕；……。 

板狀．片狀．帶狀．塊狀絕緣材

料；……。 

板狀、片狀、帶狀、塊狀絕緣材

料；……。 

經保存處理．冷凍．乾燥處理及

調理過的水果及蔬菜；……。 

經保存處理、冷凍、乾燥處理及

調理過的水果及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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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即服務［ＳａａＳ］；……。 軟體即服務（ＳａａＳ）；……。 

鋼筆【辦公室用品】；……。 鋼筆（辦公室用品）；……。 

電信加值網路傳輸「利用各種電

腦之通訊、供應商業用、家庭用

藉電話、電報、電視之結合而傳

輸情報、消息」；……。 

電信加值網路傳輸（利用各種電

腦之通訊，供應商業用、家庭用，

藉電話、電報、電視之結合而傳

輸情報、消息）；……。 

ＭＰ３＆ＭＰ４播放器外殼塑

膠保護膜；……。 

ＭＰ３、ＭＰ４播放器外殼塑膠

保護膜；……。 

酒＜啤酒除外＞；……。 酒(啤酒除外)；……。 

受保護原產地名稱“聖埃米利

翁特級產區（Ｓａｉｎｔ－Ｅｍ

ｉｌｉｏｎ Ｇｒａｎｄ Ｃ

ｒｕ）”所出產的葡萄

酒；……。 

受保護原產地名稱「聖埃米利翁

特級產區（Ｓａｉｎｔ－Ｅｍｉ

ｌｉｏｎ Ｇｒａｎｄ Ｃｒ

ｕ）」所出產的葡萄酒；……。 

代辦申請有關國內外～各學院

及大學之入學許可；……。 

代辦申請有關國內外各學院及大

學之入學許可；……。 

作為陸上交通工具駕駛艙和儀

表板的組成零件出售之安全氣

囊，轉向柱，踏板及煞車裝

置；……。 

作為陸上交通工具駕駛艙和儀表

板的組成零件出售之安全氣囊、

轉向柱、踏板及煞車裝置；……。 

於生物技術工業和醫療診斷工

業使用的藥物，設備，生物製劑

和方法的開發和測試領域之法

規 符 合 性 之 法 律 研 究 服

務；……。 

於生物技術工業和醫療診斷工業

使用的藥物、設備、生物製劑和

方法的開發和測試領域之法規符

合性之法律研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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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式視頻電腦遊戲主機，及其

配件，即遊戲操控器與互動式遊

戲遠距操控器（含遊戲用搖

桿）；視頻遊戲操控器；……。 

行動式視頻電腦遊戲主機及其配

件，即遊戲操控器與互動式遊戲

遠距操控器（含遊戲用搖桿）；視

頻遊戲操控器；……。 

電子菸用霧化器，及相關之消費

者電子裝置之保養、安裝及修理

服務；……。 

電子菸用霧化器及相關之消費者

電子裝置之保養、安裝及修理服

務；……。 

受客戶之委託，依其指示規格製

造及加工下列之產品：壓鑄模、

塑膠模、鋼模、機械零件；……。 

受客戶之委託，依其指示規格製

造及加工下列之產品：壓鑄模，

塑膠模，鋼模，機械零件；……。 

廣告；代理進出口服務；下列商

品之批發零售服務：化粧品、塗

料、文教用品、衛生紙、家庭日

常用品；超級市場；……。 

廣告；代理進出口服務；下列商

品之批發零售服務：化粧品，塗

料，文教用品，衛生紙，家庭日

常用品；超級市場；……。 

家具零售批發；家居裝飾品零售

及批發，即手工藝品，木製、蠟

製及石膏製裝飾品，塑膠器皿；

貴金屬，相框，鏡子；……。 

家具零售批發；家居裝飾品零售

及批發，即手工藝品，木製、蠟

製及石膏製裝飾品，塑膠器皿，

貴金屬，相框，鏡子；……。 

醫學用及研究用，即：根據核酸

序列，用於檢測免疫系統之電腦

軟體程式；……。 

醫學用及研究用，即根據核酸序

列，用於檢測免疫系統之電腦軟

體程式；……。 

派對用紙製裝飾品；派對用文具

用品即：紙製邀請卡及標籤；邀

請卡；……。 

派對用紙製裝飾品；派對用文具

用品，即紙製邀請卡及標籤；邀

請卡；……。 

氣動手工具：包含氣動鑽、氣動

研磨器、氣動夾鉗、氣動鎚、氣

動打孔器；……。 

氣動手工具，包含氣動鑽；氣動

研磨器；氣動夾鉗；氣動鎚；氣

動打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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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數位影音監控與安全系

統，包括：攝影機、無線影音發

射器及接收器、錄影機、揚聲

器、麥克風；……。 

無線數位影音監控與安全系統，

包括攝影機；無線影音發射器及

接收器；錄影機；揚聲器；麥克

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