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
註冊
號數

01343226

01216145

01337111

類
別

第13條 第3類

第13條 第6類

第13條 第9類

權利
期間

2009/1/1 - 2028/12/31

2006/7/1 - 2026/6/30

2008/11/16 - 2028/11/15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化粧品、燙髮液、染髮劑、
人體用清潔劑；非人體用清
潔劑、地板用亮光蠟、汽車
用亮光蠟；香料；茶浴包；
磁碟片清潔液；非醫療用口
腔清潔劑；革油、鞋水；香
末；研磨用製劑；除鏽劑；
動物用化粧品；口腔清香
劑；用於清潔及除塵的罐裝
加壓空氣。

保險箱、金庫、金屬製存錢
筒；普通金屬製美術品、普
通金屬製鑄像、銅鏡；空的
金屬製工具箱；狗鏈、金屬
製馬蹄鐵、動物掛鈴；金屬
製容器；非電氣式金屬鎖
具、金屬製鑰匙圈；金屬製
廣告牌、指示牌。

眼鏡布；安全頭盔；電子黑
板；電子廣告板；影印機；
電腦硬體、滑鼠墊；計算
機；照相機；電視機、音
響；眼鏡；電視遊樂器；電
池；影音光碟；消防器材；
電話機、傳真機；販賣機；
智慧卡。

註冊
號數

01213949

01337271

01214040

類
別

第13條 第11類

第13條 第12類

第13條 第14類

權利
期間

2006/6/16 - 2026/6/15

2008/11/16 - 2028/11/15

2006/6/16 - 2026/6/15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燈籠、燈泡、照明器具、手
電筒；運輸工具用照明設
備；電扇、電鍋、電咖啡
壺；飲水機、濾水器、開飲
機、水消毒及非工業用殺菌
器；飲料供應機；熱水器、
瓦斯爐、排油煙機、烤箱、
食品保溫箱、微波爐。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及其零組件；自行車及其
零組件；汽車及其零組件、
機車及其零組件；水上摩托
車；汽車椅套；降落傘；輪
胎；車輛傳動皮帶；纜車；
手推車；獸力車輛；車輛用
防盜裝置；堆高車。

貴金屬及其合金、珠寶、首
飾、寶石；袖扣、領帶夾；
獎牌、勳章、獎章、紀念
章；鐘錶及其組件；貴重金
屬廚房用具及餐具（特別不
包括刀、叉、匙）；黃金製
作之各種紀念卡、黃金製作
之郵票、貴重金屬鑰匙圈、
貴金屬紙鎮。

註冊
號數

01343992

01216680

01216727

類
別

第13條 第15類

第13條 第18類

第13條 第20類

權利
期間

2009/1/1 - 2028/12/31

2016/7/1 - 2026/6/30

2006/7/1 - 2026/6/30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樂器、演奏補助器。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皮夾、書包、旅行箱、手提
袋、皮工具袋、包裝用皮
袋；傘、手杖；寵物衣服、
馬具；皮製鑰匙圈。

家具、碗櫥；木製美術品、
塑膠製美術品、木製雕像、
塑膠製雕像；枕頭、坐墊、
靠墊、露營用睡袋；扇子；
圖框、相框；木製容器；塑
膠製包裝容器；鏡子；非金
屬製鎖具；木製佈告板、木
製指示牌、塑膠製指示牌。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
註冊
號數

01214274

01344230

01344242

類
別

第13條 第21類

第13條 第22類

第13條 第24類

權利
期間

2006/6/16 - 2026/6/15

2009/1/1 - 2028/12/31

2009/1/1 - 2028/12/31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杯、碗、筷子、盤、非紙製
非紡織品製杯墊、便當盒、
茶具、酒具、保鮮盒；梳
篦；花瓶、花盆；玻璃製裝
飾品；玻璃製容器；陶瓷容
器；化粧用具；肥皂盒；食
物保溫容器、飲料隔熱容
器；家事用手套。

蠶繭；天然纖維、紡織用人
造纖維、人造絲、生絲；非
金屬捆綁帶、非金屬繩、非
金屬纜；帳篷、涼篷、遮
篷；漁獵網；貯存包裝用紡
織製袋、運輸用紡織製袋；
非橡膠塑膠填塞材料；洗衣
網；貯存置物用塑膠網袋。

布料；被褥、被套、床單、
枕套、蚊帳、毛毯；壁毯、
掛毯；窗簾、門簾；家具
套；毛巾、浴巾、手帕；盥
洗清潔用手套；布製旗幟；
布製標籤；布製指示牌。

註冊
號數

01216894

01344409

01216983

類
別

第13條 第25類

第13條 第26類

第13條 第28類

權利
期間

2006/7/1 - 2026/6/30

2009/1/1 - 2028/12/31

2006/7/1 - 2026/6/30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衣服；靴鞋；圍巾、頭巾、
領帶、領結；尿布、圍兜；
冠帽、禦寒用耳罩；襪子；
服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
腰帶、吊褲帶；圍裙；睡眠
用眼罩。

緞帶、鬆緊帶；花邊、珠
繡、衣服裝飾用貼布、繩線
編織手工藝品、手機吊飾
品；髮飾品；鈕扣、拉鍊、
扣條；假髮；綬帶、臂章；
非貴重金屬胸針；針線包、
針線盒；人造花；茶壺保溫
套；衣服墊肩。

遊戲器具、玩具；運動用
具；釣魚用具、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紙牌遊戲器
具；聖誕裝飾品、塑膠聖誕
樹；遊樂園用大型電動機械
設備；自動及投幣啟動之遊
戲機。

註冊
號數

01337771

01308414

01205302

類
別

第13條 第29類

第13條 第30類

第13條 第33類

權利
期間

2008/11/16 - 2028/11/15

2008/4/16 - 2028/4/15

2006/4/16 - 2026/4/15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台鐵標章）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獸乳、調味乳、乳酸菌飲
料、奶粉、奶油、米漿、豆
花；薑醬；食用油；果凍；
肉類製品、非活體水產製
品；脫水果蔬、蔬菜速食調
理包；紅豆湯、花生仁湯；
蛋卵；果蔬抹醬；人造肉速
食調理包；食品添加用蛋白
質粉。

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咖
啡、巧克力製成之飲料；冰
淇淋；調味醬；糖；餅乾；
麵包、三明治；布丁（
粉）；饅頭；綜合穀物纖維
粉；粥、飯、筒仔米糕、速
食麵、牛肉麵、便當、油飯

酒（啤酒除外）。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
註冊
號數

01338365

類
別

第13條 第41類

權利
期間

2008/11/16 - 2028/11/15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台鐵標章）
各種書刊雜誌文獻之出版查詢訂閱翻譯；書籍出租、雜誌出租；知識或技術之傳授、推廣
心智障礙者之特殊親職教育及諮詢、技能檢定、舉辦各種講座、職業訓練、舉辦各種親子
活動節目、性向測驗及評估、健身訓練、教育資訊、職業輔導（教育或訓練之諮詢）、舉
辦政黨或團體大會；代辦申請有關國外各學院及大學之入學許可及提供有關資料與消息；
圖書館、畫廊、舉辦文教展覽、影展；音樂社、夜總會、電影院、歌廳、舞廳、劇院、錄
影節目播映業、視聽歌唱業、賭場娛樂資訊、音樂廳、藉由網際網路提供影片欣賞下載之
服務、藉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兒童樂園、高爾夫球場、溜冰場、游泳
池、網球場、跑馬場、保齡球館、健身房、露營區、觀光果園、觀光農場、觀光花園、休
閒育樂活動規劃、羽球場、小鋼珠遊樂場、電動玩具遊樂場、動物園、園遊會、花車遊
行、水族館、馬戲團、動物表演、觀光牧場、休閒農場、遊樂園、策劃各種聯誼活動、電
子遊藝場、電腦網路遊樂場、虛擬實境遊戲場、撞球場、賽車場、攀岩館、假日露營服
務、運動場、休閒活動資訊、露營服務（假期娛樂）、運動訓練營；舉辦體育競賽、舉辦
音樂競賽、舉辦教育競賽、舉辦娛樂競賽、舉辦選美競賽、各種動物競技比賽、舉辦賽
車；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發行、唱片錄音帶伴唱帶之製作發行、電台育樂節目之策劃
製作、電視育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音樂會之籌辦、音樂會演奏、歌劇話劇之演出、演藝經
紀人、代售各種活動展覽比賽入場券；運動設備租賃（車輛除外）、錄音室出租、舞台音
響出租、舞台燈光設備出租、電影攝影場出租、攝影棚出租、劇場出租、表演場所出租、
電視機出租、收音機租賃、電動玩具租賃；錄音帶租賃、錄影帶租賃、影片租賃；動物訓
練服務；彩券發行；手語翻譯；攝錄影；攝影報導。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5)新增
註冊
號數

01780047

類
別

第19條 第16類

權利
期間

2016/07/16-2026/07/15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台鐵標章）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製容器、塑膠袋、資料夾、
文具袋、打印台、書寫用
具、保鮮膜；繪圖用尺。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4)
註冊
號數

00813237

00806704

00107737

類
別

第49條 第16類

第49條 第30類

第49條 第36類

權利
期間

1998/8/16 - 2028/8/15

2008/5/16 - 2028/5/15

1998/9/1 - 2028/8/31

（台灣鐵路管理局標章）

（台灣鐵路管理局標章）

（台灣鐵路管理局標章）

衛生用紙、紙餐巾、紙桌
布、紙手帕。卡片、信封、
信紙、信箋、明信片、照
片、票據、票券。廣告畫
冊、雜誌、書籍。日曆、月
曆、萬年曆。紙袋、紙箱、
紙筒、紙盒、紙製垃圾袋。

冰、冰淇淋。土司、蛋糕、
麵包、漢堡、三明治。飯
糰、便當、油飯、肉粽、壽
司。

不動產之租賃。各種建築物
之租售。報關。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00102965

00102748

02023590

類
別

第49條 第39類

第49條 第43(舊第42類)

第19條 第32類

權利
期間

1998/9/16 - 2028/9/15

1998/9/1 - 2028/8/31

2019/11/06-2029/11/15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台灣鐵路管理局標章）

（台灣鐵路管理局標章）

提供旅客及貨物之陸運；貨 餐廳、旅館、飯店。
物、貨櫃之裝卸、倉儲服
務；貨物運輸之包裝、捆
紮；卡車、車輛出租；安排
商
旅行；提供停車場所。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圖商
樣標
稱名標商

02023835
第19條 第35類
2019/11/16-2029/11/15

台灣鐵路管理局標章(彩色）

台灣鐵路管理局標章(彩色）
啤酒；含微量酒精之水果飲
料；汽水；礦泉水；蒸餾
水；運動飲料；蔬果汁；餐
用礦泉水；含蛋白質的運動
飲料；麥苗汁；甘蔗汁；黑
麥汁；果膠飲料；海藻飲
料；水果醋飲料；蜂蜜醋(健
康醋)；燕窩飲料；以黃豆為
主之非代乳品飲料；以米為
主之非代乳品飲料；提神飲
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
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
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
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資料更新；
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搞撰寫；廣告劇本撰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
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
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
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
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
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
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
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代理進口服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投標經
銷；為其他企業採購商品及服務；協助企業對外採購服務；提供商品行情；提供各種產品
之價格比較及評估；建立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電腦資料庫資訊編輯；電腦檔案管理；電
腦資料庫管理；為他人提供電腦資料庫檢索；電腦資料庫資料更新和維護；企業評價；企
業資訊；藉由網路提供企業資訊；旅館經營管理；企業研究；企業管理顧問；存貨庫存管
理；企業營業點評估；為他人授權之商品及服務提供商業管理；提供企業加盟及連鎖經營
管理之諮詢顧問；提供商業資訊；企業效率專業諮詢；企業效率專業服務；人事管理顧
問；人事管理諮詢；職員選擇之心理測驗；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市場研究及分析；市場研
究；經濟預測；企業調查；提供商業和技業聯繫資訊；商業居間媒介服務；媒合潛在私人
投資者與需要資金企業家的商業仲介服務；為第三方商業交易進行協商及締結；為他人協
商商業合約；營建計劃之商業專案管理服務；臨時性企業管理；投標行政協助；投標(需
求建議書)行政協助；公關；協尋贊助廠商；職業介紹；人力仲介；人員招募；人力派
遣；拍賣；網路拍賣；市場調查；廣告空間租賃；為商品及服務之買方和賣方提供線上市
集；為工商企業籌備商展服務；為工商企業籌備博覽會服務；籌備商業性或廣告目的性的
展銷會；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商店；購物中心；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物；為消
費者選擇商品服務提供資訊和諮詢；量販店；百貨商店；食品零售批發；飲料零售批發；
衣服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批發；手提袋零售批發。

註冊
號數

02024035

類
別

第19條 第37類

權利
期間

2019/11/16-2029/11/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台灣鐵路管理局標章(彩色）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各式建築物之營建；各式建築物之代建；各式建築物之營建代建；工廠建造；倉庫建造及
修理；建築物建造監督；建築物拆除服務；提供營建資訊；建造資訊；提供建築之修繕資
訊；建造諮詢；室內裝潢工程施工；廣告工程施工；貼壁紙；攤位及商店搭建；門窗安裝
修繕；門窗安裝；玻璃門窗修理；木工服務；土木建築工程營建；土木建築工程營建及修
繕；柏油鋪設；港口建造；道路鋪設；防波堤建造；鷹架搭建；砌磚；砌石；油管鋪設及
保養；配管土木工程施工；屋頂鋪設服務；填沙；游泳池保養；水下建造；水下修理；空
氣汙染防治工程之施工及修繕；水汙染防治工程之施工及修繕；公害防治處理工程之施工
及修繕；垃圾及廢棄物處理工程之施工；建築工地的公用設施安裝；防洪設備安裝及修
理；防水工程施工；防熱工程施工；防漏工程施工；建築物隔熱施工；建築物防漏施工；
建築物防水施工；建築物防潮工程施工；冷凍設備安裝及修理；空調設備安裝及修理；暖
氣設備安裝及修理；配管；電纜鋪設；電氣工程技師服務；水電施工；電源線修復；油漆
施工；粉刷施工；塗抹灰泥；招牌油漆或修理；塗亮光漆；園景造景施工；造園景觀工程
施工；庭園景觀工程施工；營建工程管理；建築經理；電腦硬體安裝保養及修理；電腦硬
體安裝；電腦硬體保養；電腦硬體維修；網路線架設；筆記型電腦包膜；交通工具保養及
修理；交通工具保養；交通工具維修；交通工具故障修理服務；交通工具防銹處理；交通
工具加潤滑油；交通工具拋光打蠟；交通工具清洗；火車保養及修理；火車修理；火車保
養；高速電車修理；捷運電聯車修理；電梯安裝保養及修理；升降機安裝保養及修理；升
降機保養；升降機修理；立體停車場機械設備維修服務；機器翻修；機械安裝修理；磨損
或部份損壞的機器修理；磨損或部份損壞的引擎修理；機械安裝保養及修理；電氣設備安
裝修理；排除電氣設備電波干擾；儀器安裝修理；灌溉設備安裝及修理；各種農畜牧場全
自動噴霧消毒降溫系統之安裝服務；焚化爐安裝修理；重新鍍錫；鉚接；鍋爐清潔及修
理；火爐安裝及修理；爐嘴保養及修理。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5)
註冊
號數

00813113

00803985

00100863

類
別

第49條 第16類

第49條 第30類

第49條 第35類

權利
期間

1988/8/16 - 2028/8/15

2008/5/16 - 2028/5/15

2008/6/16 - 2028/6/15

圖商
樣標
（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圖
名商
TAIWAN RAILWAY
稱標
ADMINISTRATION）
衛生用紙、紙餐巾、紙桌
布、紙手帕。卡片、信封、
信紙、信箋、明信片、照
片、票據、票券。廣告畫
商
冊、雜誌、書籍。日曆、月
內品
曆、萬年曆。紙袋、紙箱、
容或
紙筒、紙盒、紙製垃圾袋。
服
務

（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圖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冰、冰淇淋。土司、蛋糕、
麵包、漢堡、三明治。飯
糰、便當、油飯、肉粽、壽
司。

（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圖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工商廣告之企劃及宣傳。廣
告代理。廣告宣傳器材租
賃。電視牆之出租。廣告牆
之出租。電子廣告看版出
租。

註冊
號數

00102348

00102402

00102957

類
別

第49條 第36類

第49條 第37類

第49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1998/9/1 - 2028/8/31

1998/9/1 - 2028/8/31

1998/9/16 - 2028/9/15

圖商
樣標
（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圖
名商
TAIWAN RAILWAY
稱標
ADMINISTRATION）
不動產之租賃。各種建築物
商 之租售。報關。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00102619

類
別

第49條 第43(舊第42類)

權利
期間

1998/9/1 - 2028/8/31

（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圖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儀器、機械按裝修理。機具
車修理。

（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圖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提供旅客及貨物之陸運；貨
物、貨櫃之裝卸、倉儲服
務；貨物運輸之包裝、捆
紮；卡車、車輛出租；安排
旅行；提供停車場所。

圖商
樣標
（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圖
名商
TAIWAN RAILWAY
稱標
ADMINISTRATION）
餐廳、旅館、飯店。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6)
註冊
號數

01343225

01307436

01337110

類
別

第13條 第3類

第13條 第6類

第13條 第9類

權利
期間

2009/1/1 - 2028/12/31

2008/4/16 - 2028/4/15

2008/11/16 - 2028/11/15

圖商
樣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名商
稱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化粧品、燙髮液、染髮劑、
人體用清潔劑；非人體用清
潔劑、地板用亮光蠟、汽車
用亮光蠟；香料；茶浴包；
磁碟片清潔液；非醫療用口
腔清潔劑；革油、鞋水；香
末；研磨用製劑；除鏽劑；
動物用化粧品；口腔清香
劑；用於清潔及除塵的罐裝
加壓空氣。

保險箱、金庫、金屬製存錢
筒；普通金屬製美術品、普
通金屬製鑄像、銅鏡；空的
金屬製工具箱；狗鏈、金屬
製馬蹄鐵、動物掛鈴；金屬
製容器；非電氣式金屬鎖
具、金屬製鑰匙圈；金屬製
廣告牌、指示牌。

眼鏡布；安全頭盔；電子黑
板；電子廣告板；影印機；
電腦硬體、滑鼠墊；計算
機；照相機；電視機、音
響；眼鏡；電視遊樂器；電
池；影音光碟；消防器材；
電話機、傳真機；販賣機；
智慧卡。

註冊
號數

01307776

01337270

01307879

類
別

第13條 第11類

第13條 第12類

第13條 第14類

權利
期間

2008/4/16 - 2028/4/15

2008/11/16 - 2028/11/15

2008/4/16 - 2028/4/15

圖商
樣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名商
稱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燈籠、燈泡、照明器具、手
電筒；運輸工具用照明設
備；電扇、電鍋、電咖啡
壺；飲水機、濾水器、開飲
機、水消毒及非工業用殺菌
器；飲料供應機；熱水器、
瓦斯爐、排油煙機、烤箱、
食品保溫箱、微波爐。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及其零組件；自行車及其
零組件；汽車及其零組件、
機車及其零組件；水上摩托
車；汽車椅套；降落傘；輪
胎；車輛傳動皮帶；纜車；
手推車；獸力車輛；車輛用
防盜裝置；堆高車。

貴金屬及其合金、珠寶、首
飾、寶石；袖扣、領帶夾；
獎牌、勳章、獎章、紀念
章；鐘錶及其組件；貴重金
屬廚房用具及餐具（特別不
包括刀、叉、匙）；黃金製
作之各種紀念卡、黃金製作
之郵票、貴重金屬鑰匙圈、
貴金屬紙鎮。

註冊
號數

01343991

01307922

01307984

類
別

第13條 第15類

第13條 第16類

第13條 第18類

權利
期間

2009/1/1 - 2028/12/31

2008/4/16 - 2028/4/15

2008/4/16 - 2028/4/15

圖商
樣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名商
稱標

台鐵
樂器、演奏補助器。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台鐵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袋；塑膠製之袋；資料夾、
文具袋、紅包袋；筆；保鮮
膜；繪圖用尺。

台鐵
皮夾、書包、旅行箱、手提
袋、皮工具袋、包裝用皮
袋；傘、手杖；寵物衣服、
馬具；皮製鑰匙圈。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7)
註冊
號數

01308033

01308068

01344229

類
別

第13條 第20類

第13條 第21類

第13條 第22類

權利
期間

2008/4/16 - 2028/4/15

2008/4/16 - 2028/4/15

2009/1/1 - 2028/12/31

圖商
樣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名商
稱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家具、碗櫥；木製美術品、
塑膠製美術品、木製雕像、
塑膠製雕像；枕頭、坐墊、
靠墊、露營用睡袋；扇子；
圖框、相框；木製容器；塑
膠製包裝容器；鏡子；非金
屬製鎖具；木製佈告板、木
製指示牌、塑膠製指示牌。

杯、碗、筷子、盤、非紙製
非紡織品製杯墊、便當盒、
茶具、酒具、保鮮盒；梳
篦；花瓶、花盆；玻璃製裝
飾品；玻璃製容器；陶瓷容
器；化粧用具；肥皂盒；食
物保溫容器、飲料隔熱容
器；家事用手套。

蠶繭；天然纖維、紡織用人
造纖維、人造絲、生絲；非
金屬捆綁帶、非金屬繩、非
金屬纜；帳篷、涼篷、遮
篷；漁獵網；貯存包裝用紡
織製袋、運輸用紡織製袋；
非橡膠塑膠填塞材料；洗衣
網；貯存置物用塑膠網袋。

註冊
號數

01344241

01308181

01344408

類
別

第13條 第24類

第13條 第25類

第13條 第26類

權利
期間

2009/1/1 - 2028/12/31

2008/4/16 - 2028/4/15

2009/1/1 - 2028/12/31

圖商
樣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名商
稱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布料；被褥、被套、床單、
枕套、蚊帳、毛毯；壁毯、
掛毯；窗簾、門簾；家具
商
套；毛巾、浴巾、手帕；盥
內品
洗清潔用手套；布製旗幟；
容或
布製標籤；布製指示牌。
服
務

衣服；靴鞋；圍巾、頭巾、
領帶、領結；尿布、圍兜；
冠帽、禦寒用耳罩；襪子；
服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
腰帶、吊褲帶；圍裙；睡眠
用眼罩。

緞帶、鬆緊帶；花邊、珠
繡、衣服裝飾用貼布、繩線
編織手工藝品、手機吊飾
品；髮飾品；鈕扣、拉鍊、
扣條；假髮；綬帶、臂章；
非貴重金屬胸針；針線包、
針線盒；人造花；茶壺保溫
套；衣服墊肩。

註冊
號數

01308283

01337770

01308413

類
別

第13條 第28類

第13條 第29類

第13條 第30類

權利
期間

2008/4/16 - 2028/4/15

2008/11/16 - 2028/11/15

2008/4/16 - 2028/4/15

圖商
樣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名商
稱標

台鐵

台鐵

台鐵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遊戲器具、玩具；運動用
具；釣魚用具、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紙牌遊戲器
具；聖誕裝飾品、塑膠聖誕
樹；遊樂園用大型電動機械
設備；自動及投幣啟動之遊
戲機。

獸乳、調味乳、乳酸菌飲
料、奶粉、奶油、米漿、豆
花；薑醬；食用油；果凍；
肉類製品、非活體水產製
品；脫水果蔬、蔬菜速食調
理包；紅豆湯、花生仁湯；
蛋卵；果蔬抹醬；人造肉速
食調理包；食品添加用蛋白
質粉。

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咖
啡、巧克力製成之飲料；冰
淇淋；調味醬；糖；餅乾；
麵包、三明治；布丁（
粉）；饅頭；綜合穀物纖維
粉；粥、飯、筒仔米糕、速
食麵、牛肉麵、便當、油
飯。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8)
註冊
號數

01308496

01308525

01308684

類
別

第13條 第32類

第13條 第33類

第13條 第35類

權利
期間

2008/4/16 - 2028/4/15

2008/4/16 - 2028/4/15

2008/4/16 - 2028/4/15

商標
圖樣

台鐵

台鐵

台鐵

商標
名稱

台鐵

台鐵

台鐵

啤酒；汽水、果汁、礦泉
水、綜合植物飲料、青草植
物茶（包）、製飲料用糖漿
製劑、蒸餾水、運動飲料、
鈣離子水、綜合果汁、麥苗
汁、甘蔗汁、牛蒡茶、果菜
汁、青草茶、苦茶、薑湯、
健康醋、冰糖燕窩飲料。

酒（啤酒除外）。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廣告之企劃設計製作代理宣
傳及宣傳品遞送、為企業企
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
務為目的之服務；代理進出
口服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
種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
情提供；工商管理協助；櫥
窗設計、擺設設計；職業介
紹；拍賣、網路拍賣；市場
調查、民意調查；公關；廣
告宣傳器材租賃、廣告場所
租賃；辦公機器租賃、辦公
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
商展及展示會及博覽會之服
務；產品包裝；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便利商店、超級
商店、購物中心、郵購、電
視購物、網路購物（電子購
物）；農產品零售、食品零
售、飲料零售、布疋零售、
服飾配件零售、布疋及衣服
及服飾配件零售、衣服零
售、鞋子零售、家具零售、
室內裝設品零售、五金零
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文
教用品零售、鐘錶零售、眼
鏡零售、電器用品零售、電
子材料零售、首飾零售、貴
金屬零售、攝影器材零售、
畜產品零售、水產品零售、
化粧品零售、康樂用品零
售、機械器具零售；建立電
腦資訊系統資料庫；販賣機
之租賃。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9)
註冊
號數

01308771

01308848

類
別

第13條 第36類

第13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2008/4/16 - 2028/4/15

2008/4/16 - 2028/4/15

商標
圖樣

台鐵

台鐵

商標
名稱

台鐵

台鐵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發行信用卡服務、款項代
收、代理收付款項；不動產
租售、不動產買賣租賃之仲
介、商場攤位之租售；資本
投資；報關；財務之評估分
析諮詢顧問、金融之評估分
析諮詢顧問、投資之評估分
析諮詢顧問。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市區
電車運輸；貨物或貨櫃之裝
卸、貨物或貨櫃之倉儲；貨
櫃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
安排旅遊、代辦出入國手
續、代售國內外運輸事業之
客票、提供旅遊資訊、提供
導遊；停車場；運輸前車輛
或貨物檢驗服務；運輸仲
介；電子化儲存資料或文件
之保管。

註冊
號數

2024034

類
別

第19條 第37類

權利
期間

2019/11/16-2029/11/15

圖商
樣標

台鐵

名商
稱標

台鐵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各式建築物之營建；各式建築物之代建；各式建築物之營建代建；工廠建造；倉庫建造及
修理；建築物建造監督；建築物拆除服務；提供營建資訊；建造資訊；提供建築之修繕資
訊；建造諮詢；室內裝潢工程施工；廣告工程施工；貼壁紙；攤位及商店搭建；門窗安裝
修繕；門窗安裝；玻璃門窗修理；木工服務；土木建築工程營建；土木建築工程修繕；土
木建築工程營建及修繕；柏油鋪設；港口建造；道路鋪設；防波堤建造；鷹架搭建；砌
磚；砌石；油管鋪設及保養；配管土木工程施工；屋頂鋪設服務；填沙；游泳池保養；水
下建造；水下修理；空氣汙染防治工程之施工及修繕；水汙染防治工程之施工及修繕；公
害防治處理工程之施工及修繕；垃圾及廢棄物處理工程之施工；建築工地的公用設施安
裝；防洪設備安裝及修理；防水工程施工；防熱工程施工；防漏工程施工；建築物隔熱施
工；建築物防漏施工；建築物防水施工；建築物防潮工程施工；冷凍設備安裝及修理；空
調設備安裝及修理；暖氣設備安裝及修理；配管；電纜鋪設；電氣工程技師服務；水電施
工；電源線修復；油漆施工；粉刷施工；塗抹灰泥；招牌油漆或修理；塗亮光漆；園景造
景施工；造園景觀工程施工；庭園景觀工程施工；營建工程管理；建築經理；電腦硬體安
裝保養及修理；電腦硬體安裝；電腦硬體保養；電腦硬體修理；網路線架設；筆記型電腦
包膜；交通工具保養及修理；交通工具保養；交通工具修理；交通工具故障修理服務；交
通工具防銹處理；交通工具加潤滑油；交通工具拋光打蠟；交通工具清洗；火車保養及修
理；火車修理；火車保養；高速電車修理；捷運電聯車修理；電梯安裝保養及修理；升降
機安裝保養及修理；升降機保養；升降機修理；立體停車場機械設備維修服務；機器翻
修；機械安裝修理；磨損或部份損壞的機器修理；磨損或部份損壞的引擎修理；機械安裝
保養及修理；電氣設備安裝修理；排除電氣設備電波干擾；儀器安裝修理；灌溉設備安裝
及修理；各種農畜牧場全自動噴霧消毒降溫系統之安裝服務；焚化爐安裝修理；重新鍍
錫；鉚接；鍋爐清潔及修理；火爐安裝及修理；爐嘴保養及修理。

註冊
號數

01176410

01196638

01205068

類
別

第13條 第39類

第13條 第30類

第13條 第30類

權利
期間

2005/10/1 - 2025/9/30

2006/2/16 - 2026/2/15

2006/4/16 - 2026/4/15

台鐵本舖 台北站及圖

便當本舖 懷念的好味道及圖

圖商
樣標
名商
寶島之星Formosa Star及星圖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安排觀光旅遊、旅遊預約、
安排航海旅遊、代辦出入國
手續、代預訂國內外運輸事
業之客票、運輸工具預約、
提供旅遊資訊、提供導遊。

註冊
號數

01212515

類
別

第13條 第35類

權利
期間

2006/6/1 - 2026/5/31

圖商
樣標

台鐵本舖

名商
稱標

台鐵本舖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拍賣、網路拍賣；廣告宣傳
器材及場所租賃、網路廣告
看板出租；產品包裝；超級
市場、便利商店、超級商
店、網路購物（電子購
物）；農產品零售、食品及
飲料零售、布疋及衣服及服
飾配件零售、五金及家庭日
常用品零售、文教用品零
售、化妝品零售、康樂用品
零售；販賣機之租賃。

飯糰、便當、油飯、肉粽、
壽司。土司、蛋糕、麵包、
漢堡、三明治。冰、冰淇
淋。

同左。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0)
註冊
號數

01338364

01309083

類
別

第13條 第41類

第13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08/11/16 - 2028/11/15

2008/4/16 - 2028/4/15

圖商
樣標

台鐵

台鐵

名商
稱標

台鐵

台鐵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各種書刊雜誌文獻之出版查詢訂閱翻譯；書籍出租、雜誌出 餐廳、旅館；廚房用品租
租；知識或技術之傳授、推廣心智障礙者之特殊親職教育及 賃；會場出租；空廚。
諮詢、技能檢定、舉辦各種講座、職業訓練、舉辦各種親子
活動節目、性向測驗及評估、健身訓練、教育資訊、職業輔
導（教育或訓練之諮詢）、舉辦政黨或團體大會；代辦申請
有關國外各學院及大學之入學許可及提供有關資料與消息；
圖書館、畫廊、舉辦文教展覽、影展；音樂社、夜總會、電
影院、歌廳、舞廳、劇院、錄影節目播映業、視聽歌唱業、
賭場娛樂資訊、音樂廳、藉由網際網路提供影片欣賞下載之
服務、藉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兒童樂園、
高爾夫球場、溜冰場、游泳池、網球場、跑馬場、保齡球
館、健身房、露營區、觀光果園、觀光農場、觀光花園、休
閒育樂活動規劃、羽球場、小鋼珠遊樂場、電動玩具遊樂
場、動物園、園遊會、花車遊行、水族館、馬戲團、動物表
演、觀光牧場、休閒農場、遊樂園、策劃各種聯誼活動、電
子遊藝場、電腦網路遊樂場、虛擬實境遊戲場、撞球場、賽
車場、攀岩館、假日露營服務、運動場、休閒活動資訊、露
營服務（假期娛樂）、運動訓練營；舉辦體育競賽、舉辦音
樂競賽、舉辦教育競賽、舉辦娛樂競賽、舉辦選美競賽、各
種動物競技比賽、舉辦賽車；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發
行、唱片錄音帶伴唱帶之製作發行、電台育樂節目之策劃製
作、電視育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音樂會之籌辦、音樂會演
奏、歌劇話劇之演出、演藝經紀人、代售各種活動展覽比賽
入場券；運動設備租賃（車輛除外）、錄音室出租、舞台音
響出租、舞台燈光設備出租、電影攝影場出租、攝影棚出
租、劇場出租、表演場所出租、電視機出租、收音機租賃、
電動玩具租賃；錄音帶租賃、錄影帶租賃、影片租賃；動物
訓練服務；彩券發行；手語翻譯；攝錄影；攝影報導。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1)
註冊
號數

01385653

01385683

01385725

類
別

第13條 12類

第13條 14類

第13條 16類

權利
期間

2009/11/16 - 2029/11/15

2009/11/16 - 2029/11/15

2009/11/16 - 2029/11/15

Taroko及圖(彩色)

Taroko及圖(彩色)

Taroko及圖(彩色)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及其零組件；自行車及其
零組件；汽車及其零組件、
機車及其零組件；水上摩托
車；汽車椅套；降落傘；輪
胎；車輛傳動皮帶；纜車；
手推車；獸力車輛；車輛用
防盜裝置；堆高車。

貴金屬及其合金、珠寶、首
飾、寶石；袖扣、領帶夾；
珠寶箱；獎牌、勳章、獎
章、紀念章；鐘錶及其組
件。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袋；塑膠製之袋；資料夾、
文具袋、紅包袋；筆；保鮮
膜；繪圖用尺。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01386103

01390299

01390708

類
別

第13條 第28類

第13條 第30類

第13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2009/11/16 - 2029/11/15

2009/12/16 - 2029/12/15

2009/12/16 - 2029/12/15

Taroko及圖(彩色)

Taroko及圖(彩色)

Taroko及圖(彩色)

遊戲器具、玩具；運動用
具；釣魚用具、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紙牌遊戲器
具；聖誕裝飾品、塑膠聖誕
樹；遊樂園用大型電動機械
設備；自動及投幣啟動之遊
戲機；捕蟲網。

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咖
啡、巧克力製成之飲料；冰
淇淋；調味醬；糖；餅乾；
麵包、三明治；布丁（
粉）；饅頭；綜合穀物纖維
粉；粥、飯、筒仔米糕、速
食麵、牛肉麵、便當、油
飯。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市區
電車運輸；貨物或貨櫃之裝
卸、貨物或貨櫃之倉儲；貨
櫃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
安排旅遊、代辦出入國手
續、代售國內外運輸事業之
客票、提供旅遊資訊、提供
導遊；停車場；運輸前車輛
或貨物檢驗服務；運輸仲
介。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2)
註冊
號數

01390654

01386635

類
別

第13條 第35類

第13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09/12/16 - 2029/12/15

2009/11/16 - 2029/11/15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Taroko及圖(彩色)

Taroko及圖(彩色)

廣告之企劃設計製作代理宣傳及宣傳品遞送、為企業企劃折 餐廳、旅館；廚房用品租
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代理進出口服務、 賃；會場出租；空廚。
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提供；工商
管理協助；櫥窗設計、擺設設計；職業介紹；拍賣、網路拍
賣；市場調查、民意調查；公關；廣告宣傳器材租賃、廣告
場所租賃；辦公機器租賃、辦公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
商展及展示會及博覽會之服務；產品包裝；百貨公司、超級
市場、便利商店、超級商店、購物中心、郵購、電視購物、
網路購物（電子購物）；農產品零售、食品零售、飲料零
售、家具零售、室內裝設品零售、五金零售、家庭日常用品
零售、文教用品零售、鐘錶零售、電器用品零售、電子材料
零售、首飾零售、貴金屬零售、攝影器材零售、畜產品零
售、水產品零售、化粧品零售、康樂用品零售、機械器具零
售、室內裝設品零售、美容用具零售、婦嬰用品零售、衛浴
設備零售、電腦軟硬體及其周邊配備零售；建立電腦資訊系
統資料庫；販賣機之租賃。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3)
註冊
號數

01385654

01385684

01385726

類
別

第13條 第12類

第13條 第14類

第13條 第16類

權利
期間

2009/11/16 - 2029/11/15

2009/11/16 - 2029/11/15

2009/11/16 - 2029/11/15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及其零組件；自行車及其
零組件；汽車及其零組件、
機車及其零組件；水上摩托
車；汽車椅套；降落傘；輪
胎；車輛傳動皮帶；纜車；
手推車；獸力車輛；車輛用
防盜裝置；堆高車。

貴金屬及其合金、珠寶、首
飾、寶石；袖扣、領帶夾；
珠寶箱；獎牌、勳章、獎
章、紀念章；鐘錶及其組
件。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袋；塑膠製之袋；資料夾、
文具袋、紅包袋；筆；保鮮
膜；繪圖用尺。

註冊
號數

01386017

01386104

01408524

類
別

第13條 第25類

第13條 第28類

第13條 第30類

權利
期間

2009/11/16 - 2029/11/15

2009/11/16 - 2029/11/15

2010/5/1 - 2030/4/30

名 商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稱標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衣服；靴鞋；圍巾、頭巾、
領帶、領結；尿布、圍兜；
冠帽、禦寒用耳罩；襪子；
服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
腰帶、吊褲帶；圍裙；睡眠
用眼罩。

遊戲器具、玩具；運動用
具；釣魚用具、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紙牌遊戲器
具；聖誕裝飾品、塑膠聖誕
樹；遊樂園用大型電動機械
設備；自動及投幣啟動之遊
戲機；捕蟲網。

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咖
啡、巧克力製成之飲料；冰
淇淋；調味醬；糖；餅乾；
麵包、三明治；布丁（
粉）；饅頭；綜合穀物纖維
粉；粥、飯、筒仔米糕、速
食麵、牛肉麵、便當、油
飯。

圖商
樣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4)
註冊
號數

01390528

類
別

第13條 第35類

權利
期間

2009/12/16 - 2029/12/15

圖商
樣標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廣告之企劃設計製作代理宣傳及宣傳品遞送、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
的之服務；代理進出口服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提供；工商
管理協助；櫥窗設計、擺設設計；職業介紹；拍賣、網路拍賣；市場調查、民意調查；公
關；廣告宣傳器材租賃、廣告場所租賃；辦公機器租賃、辦公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
商展及展示會及博覽會之服務；產品包裝；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商店、超級商店、
購物中心、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物（電子購物）；農產品零售、食品零售、飲料零
售、布疋零售、服飾配件零售、布疋及衣服及服飾配件零售、衣服零售、鞋子零售、家具
零售、室內裝設品零售、五金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文教用品零售、鐘錶零售、眼鏡
零售、電器用品零售、電子材料零售、首飾零售、貴金屬零售、攝影器材零售、畜產品零
售、水產品零售、化粧品零售、康樂用品零售、機械器具零售、皮件零售、室內裝設品零
售、美容用具零售、婦嬰用品零售、衛浴設備零售、電腦軟硬體及其周邊配備零售；建立
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販賣機之租賃。

註冊
號數

01390709

01401689

類
別

第13條 第39類

第13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09/12/16 - 2029/12/15

2010/3/16 - 2030/3/15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TRA設計字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彩色)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市區
電車運輸；貨物或貨櫃之裝
卸、貨物或貨櫃之倉儲；貨
櫃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
安排旅遊、代辦出入國手
續、代售國內外運輸事業之
客票、提供旅遊資訊、提供
商
導遊；停車場；運輸前車輛
內品
或貨物檢驗服務；運輸仲
容或
介。
服
務

餐廳、旅館；廚房用品租
賃；會場出租；空廚。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5)
註冊
號數

01556814

01556985

01557054

類
別

第13條 第9類

第13條 第11類

第13條 第12類

權利
期間

2013/1/1 - 2022/12/31

2013/1/1 - 2022/12/31

2013/1/1 - 2022/12/31

TRA Design

TRA Design

TRA Design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安全頭盔；電子黑板；電子
佈告板；影印機；電腦硬
體、電腦軟體、滑鼠墊；計
算機；照相機；電視機、音
響；眼鏡；電池；影音光
碟；消防器材；電話機、傳
真機；警報器；智慧卡；公
共資訊站。

燈籠、燈泡、照明器具、手
電筒；運輸工具用照明設
備；電扇、電鍋、電咖啡
壺；飲水機、濾水器、開飲
機；飲料供應機；熱水器、
瓦斯爐、排油煙機、烤箱、
食品保溫箱、微波爐；水消
毒用殺菌器、非工業用殺菌
器。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軌道車輛零組件；自行
車、自行車零組件；汽車、
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
組件；水上摩托車；汽車椅
套；降落傘；輪胎；車輛傳
動皮帶；纜車；手推車；獸
力車輛；車輛用防盜裝置；
堆高車。

註冊
號數

01557114

01557172

01554051

類
別

第13條 第14類

第13條 第16類

第13條 第18類

權利
期間

2013/1/1 - 2022/12/31

2013/1/1 - 2022/12/31

2012/12/16 - 2022/12/15

TRA Design

TRA Design

TRA Design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貴重金屬、貴重金屬合金、
珠寶、首飾、寶石；袖扣、
商 領帶夾；珠寶箱；獎牌、勳
內 品 章、獎章、紀念章；鐘、
容 或 錶、鐘組件、錶組件。
服
務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製容器；塑膠袋；資料夾、
文具袋、打印台；書寫用
具；保鮮膜；繪圖用尺。

錢包、書包、手提包、旅行
箱、手提袋、皮夾、皮工具
袋、包裝用皮袋；傘、手
杖；皮革、人造皮革；寵物
衣服、馬具；抱嬰兒用吊
袋、抱嬰兒用吊帶；皮製行
李吊牌套。

註冊
號數

01554124

01557420

01554290

類
別

第13條 第20類

第13條 第21類

第13條 第25類

權利
期間

2012/12/16 - 2022/12/15

2013/1/1 - 2022/12/31

2012/12/16 - 2022/12/15

TRA Design

TRA Design

TRA Design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家具、碗櫥；木製美術品、
塑膠製美術品、木製雕像、
塑膠製雕像；枕頭、坐墊、
靠墊、露營用睡袋；扇子；
圖框、相框；木製容器；塑
膠製包裝容器；鏡子；非金
屬製鎖具；木製佈告板、木
製指示牌、塑膠製指示牌。

杯、碗、筷、盤、非紙製非
紡織品製杯墊、便當盒、茶
具、酒具、保鮮盒；梳；花
瓶、花盆；玻璃製裝飾品；
玻璃製容器；陶瓷製容器；
化粧用具；肥皂盒；食物保
溫容器、飲料隔熱容器；家
事用手套。

衣服；鞋、靴；圍巾、頭
巾、領帶、領結；圍兜；冠
帽、禦寒用耳罩；襪子；服
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腰
帶、吊褲帶；圍裙；睡眠用
眼罩。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6)
註冊
號數

01554451

01557982

01558420

類
別

第13條 第28類

第13條 第30類

第13條 第35類

權利
期間

2012/12/16 - 2022/12/15

2013/1/1 - 2022/12/31

2013/1/1 - 2022/12/31

TRA Design

TRA Design

TRA Design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玩具；運動用具；釣魚用
具、人造釣餌、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遊戲紙牌；合
成材料製聖誕樹、照明用品
及糖果除外之聖誕樹裝飾
品；遊樂園用大型電動遊戲
設備；電子遊戲機；捕蝶
網；游泳用浮物。

茶、茶飲料；咖啡、巧克力
飲料；冰淇淋；調味醬；
糖；餅乾；麵包、三明治；
布丁；饅頭；穀製粉；粥、
飯、筒仔米糕、速食麵、牛
肉麵、便當、油飯。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廣告、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
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
服務、商店櫥窗裝飾、商店
擺設設計；代理進出口服
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
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提
供；文字處理、影印、建立
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企業
管理顧問、工商管理協助、
公關；職業介紹；拍賣；市
場調查、民意調查；廣告宣
傳器材租賃、廣告空間租
賃；辦公機器租賃、辦公設
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商
展服務；百貨公司、超級市
場、便利商店、購物中心、
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
物、為消費者提供商品資訊
及購物建議服務、量販店、
百貨商店；飲料零售批發、
衣服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
品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
批發、貴重金屬零售批發、
育樂用品零售批發、食品零
售批發、布疋零售批發、鞋
零售批發、皮件零售批發、
手工藝品零售批發；販賣機
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7)
註冊
號數

01558699

01559004

類
別

第13條 第39類

第13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13/1/1 - 2022/12/31

2013/1/1 - 2022/12/31

TRA Design

TRA Design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捷
運、旅客運輸；貨物或貨櫃
之裝卸、貨物或貨櫃之倉
儲；貨物包裝；快遞、貨物
運送；交通工具租賃、貨櫃
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搬
家服務；安排旅遊、代辦出
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
事業之客票、提供旅遊資
訊、導遊；停車場；提供運
輸資訊、運輸經紀；運輸前
車輛或貨物檢驗服務；電子
儲存紀錄載體或文件的保
管。

餐廳、旅館；桌子椅子桌布
及玻璃器皿出租；會場出
租；動物膳宿；提供露營住
宿設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8)
註冊
號數

01557055

01554452

01558700

類
別

第13條 第12類

第13條 第28類

第13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2013/1/1 - 2022/12/31

2012/12/16 - 2022/12/15

2013/1/1 - 2022/12/31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及圖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及圖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及圖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軌道車輛零組件；自行
車、自行車零組件；汽車、
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
組件；水上摩托車；汽車椅
套；降落傘；輪胎；車輛傳
商 動皮帶；纜車；手推車；獸
內 品 力車輛；車輛用防盜裝置；
容 或 堆高車。
服
務

玩具；運動用具；釣魚用
具、人造釣餌、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遊戲紙牌；合
成材料製聖誕樹、照明用品
及糖果除外之聖誕樹裝飾
品；遊樂園用大型電動遊戲
設備；電子遊戲機；捕蝶
網；游泳用浮物。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捷
運、旅客運輸；貨物或貨櫃
之裝卸、貨物或貨櫃之倉
儲；貨物包裝；快遞、貨物
運送；交通工具租賃、貨櫃
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搬
家服務；安排旅遊、代辦出
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
事業之客票、提供旅遊資
訊、導遊；停車場；提供運
輸資訊、運輸經紀；運輸前
車輛或貨物檢驗服務；電子
儲存紀錄載體或文件的保
管。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19)
註冊
號數

01637264

01637305

01637352

類
別

第19條 第12類

第19條 第14類

第19條 第16類

權利
期間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臺鐵夢工廠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臺鐵夢工廠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臺鐵夢工廠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貴金屬及其合金、珠寶、首
飾、寶石；袖扣、領帶夾；
珠寶箱；獎牌、勳章、獎
章、紀念章；鐘錶及其組
件。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袋；塑膠製之袋；資料夾、
文具袋、紅包袋；筆；保鮮
膜；繪圖用尺。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軌道車輛零組件；自行
車、自行車零組件；汽車、
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
組件；水上摩托車；汽車椅
套；降落傘；輪胎；車輛傳
動皮帶；纜車；手推車；獸
力車輛；車輛用防盜裝置；
堆高車。

註冊
號數

01637595

01637689

01637857

類
別

第19條 第25類

第19條 第28類

第19條 第30類

權利
期間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臺鐵夢工場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臺鐵夢工場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臺鐵夢工場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衣服；靴鞋；圍巾、頭巾、
領帶、領結；尿布、圍兜；
冠帽、禦寒用耳罩；襪子；
服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
腰帶、吊褲帶；圍裙；睡眠
用眼罩。

遊戲器具、玩具；運動用
具；釣魚用具、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紙牌遊戲器
具；聖誕裝飾品、塑膠聖誕
樹；遊樂園用大型電動機械
設備；自動及投幣啟動之遊
戲機；捕蟲網。

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咖
啡、巧克力製成之飲料；冰
淇淋；調味醬；糖；餅乾；
麵包、三明治；布丁（
粉）；饅頭；綜合穀物纖維
粉；粥、飯、筒仔米糕、速
食麵、牛肉麵、便當、油
飯。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0)新增
註冊
號數

01638270

01638442

01638704

類
別

第19條 第35類

第19條 第39類

第19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臺鐵夢工場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臺鐵夢工場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臺鐵夢工場設計字Taiwan
Railways Shop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捷
運、旅客運輸；貨物或貨櫃
之裝卸、貨物或貨櫃之倉
儲；貨物包裝；快遞、貨物
運送；交通工具租賃、貨櫃
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搬
家服務；安排旅遊、代辦出
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
事業之客票、提供旅遊資
訊、導遊；停車場；提供運
輸資訊、運輸經紀；運輸前
車輛或貨物檢驗服務；電子
儲存紀錄載體或文件的保
管。

餐廳、旅館；桌子椅子桌布
及玻璃器皿出租；會場出
租；動物膳宿；提供露營住
宿設備。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廣告、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
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
服務、商店櫥窗裝飾、商店
擺設設計；代理進出口服
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
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提
供；文字處理、影印、建立
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企業
管理顧問、工商管理協助、
公關；職業介紹；拍賣；市
場調查、民意調查；廣告宣
傳器材租賃、廣告空間租
賃；辦公機器租賃、辦公設
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商
展服務；百貨公司、超級市
場、便利商店、購物中心、
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
物、為消費者提供商品資訊
及購物建議服務、量販店、
百貨商店；飲料零售批發、
衣服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
品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
批發、貴重金屬零售批發、
育樂用品零售批發、食品零
售批發、布疋零售批發、鞋
零售批發、皮件零售批發、
手工藝品零售批發；販賣機
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
預約；加水站服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1)
註冊
號數

01637265

01637306

01637353

類
別

第19條 12類

第19條 14類

第19條 16類

權利
期間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火車設計圖(彩色)

火車設計圖(彩色)

火車設計圖(彩色)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軌道車輛零組件；自行
車、自行車零組件；汽車、
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
組件；水上摩托車；汽車椅
套；降落傘；輪胎；車輛傳
動皮帶；纜車；手推車；獸
力車輛；車輛用防盜裝置；
堆高車。

貴金屬及其合金、珠寶、首
飾、寶石；袖扣、領帶夾；
珠寶箱；獎牌、勳章、獎
章、紀念章；鐘錶及其組
件。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袋；塑膠製之袋；資料夾、
文具袋、紅包袋；筆；保鮮
膜；繪圖用尺。

註冊
號數

01637596

01637690

01637858

類
別

第19條 第25類

第19條 第28類

第19條 第30類

權利
期間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火車設計圖(彩色)

火車設計圖(彩色)

火車設計圖(彩色)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衣服；靴鞋；圍巾、頭巾、
領帶、領結；尿布、圍兜；
冠帽、禦寒用耳罩；襪子；
服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
腰帶、吊褲帶；圍裙；睡眠
用眼罩。

遊戲器具、玩具；運動用
具；釣魚用具、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紙牌遊戲器
具；聖誕裝飾品、塑膠聖誕
樹；遊樂園用大型電動機械
設備；自動及投幣啟動之遊
戲機；捕蟲網。

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咖
啡、巧克力製成之飲料；冰
淇淋；調味醬；糖；餅乾；
麵包、三明治；布丁（
粉）；饅頭；綜合穀物纖維
粉；粥、飯、筒仔米糕、速
食麵、牛肉麵、便當、油
飯。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2)
註冊
號數

01638271

01638443

01638705

類
別

第19條 第35類

第19條 第39類

第19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2014/4/16 - 2024/4/15

火車設計圖(彩色)

火車設計圖(彩色)

火車設計圖(彩色)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廣告、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
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
服務、商店櫥窗裝飾、商店
擺設設計；代理進出口服
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
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提
供；文字處理、影印、建立
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企業
管理顧問、工商管理協助、
公關；職業介紹；拍賣；市
場調查、民意調查；廣告宣
傳器材租賃、廣告空間租
賃；辦公機器租賃、辦公設
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商
展服務；百貨公司、超級市
場、便利商店、購物中心、
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
物、為消費者提供商品資訊
及購物建議服務、量販店、
百貨商店；飲料零售批發、
衣服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
品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
批發、貴重金屬零售批發、
育樂用品零售批發、食品零
售批發、布疋零售批發、鞋
零售批發、皮件零售批發、
手工藝品零售批發；販賣機
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
預約；加水站服務。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捷
運、旅客運輸；貨物或貨櫃
之裝卸、貨物或貨櫃之倉
儲；貨物包裝；快遞、貨物
運送；交通工具租賃、貨櫃
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搬
家服務；安排旅遊、代辦出
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
事業之客票、提供旅遊資
訊、導遊；停車場；提供運
輸資訊、運輸經紀；運輸前
車輛或貨物檢驗服務；電子
儲存紀錄載體或文件的保
管。

餐廳、旅館；桌子椅子桌布
及玻璃器皿出租；會場出
租；動物膳宿；提供露營住
宿設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3)新增
註冊
號數

01701927

01701928

01701962

類
別

第19條 第12類

第19條 第12類

第19條 第14類

權利
期間

2015/4/16 - 2025/4/15

2015/4/16 - 2025/4/15

2015/4/16 - 2025/4/15

熊圖(二)

熊圖(一)

熊圖(二)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軌道車輛零組件；自行
車；自行車零組件；汽車；
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
組件；水上摩托車；汽車椅
套；降落傘；輪胎；車輛傳
動皮帶；纜車；手推車；獸
力車輛；車輛用防盜裝置；
堆高車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軌道車輛零組件；自行
車；自行車零組件；汽車；
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
組件；水上摩托車；汽車椅
套；降落傘；輪胎；車輛傳
動皮帶；纜車；手推車；獸
力車輛；車輛用防盜裝置；
堆高車

註冊
號數

01701963

01702019

01702020

類
別

第19條 第14類

第19條 第16類

第19條 第16類

權利
期間

2015/4/16 - 2025/4/15

2015/4/16 - 2025/4/15

2015/4/16 - 2025/4/15

熊圖(一)

熊圖(二)

熊圖(一)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貴重金屬；貴重金屬合金；
珠寶；首飾；寶石；袖扣；
領帶夾；珠寶箱；獎牌；勳
章；獎章；紀念章；鐘；
錶；鐘組件；錶組件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貴重金屬；貴重金屬合金；
珠寶；首飾；寶石；袖扣；
商 領帶夾；珠寶箱；獎牌；勳
內 品 章；獎章；紀念章；鐘；
容 或 錶；鐘組件；錶組件
服
務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製容器；塑膠袋；資料夾；
文具袋；打印台；書寫用
具；保鮮膜；繪圖用尺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製容器；塑膠袋；資料夾；
文具袋；打印台；書寫用
具；保鮮膜；繪圖用尺

註冊
號數

01702367

01702368

01702465

類
別

第19條 第25類

第19條 第25類

第19條 第28類

權利
期間

2015/4/16 - 2025/4/15

2015/4/16 - 2025/4/15

2015/4/16 - 2025/4/15

熊圖(二)

熊圖(一)

熊圖(二)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衣服；鞋；靴；圍巾；頭
巾；領帶；領結；圍兜；冠
帽；禦寒用耳罩；襪子；服
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腰
帶；吊褲帶；圍裙；睡眠用
眼罩

註冊
號數

01702466

類
別

第19條 第28類

權利
期間

2015/4/16 - 2025/4/15

圖商
樣標

衣服；鞋；靴；圍巾；頭
巾；領帶；領結；圍兜；冠
帽；禦寒用耳罩；襪子；服
飾用手套；禦寒用手套；腰
帶；吊褲帶；圍裙；睡眠用
眼罩

玩具；運動用具；釣魚用
具；人造釣餌；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遊戲紙牌；合
成材料製聖誕樹；照明用品
及糖果除外之聖誕樹裝飾
品；遊樂園用大型電動遊戲
設備；電子遊戲機；捕蝶
網；游泳用浮物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熊圖(一)
玩具；運動用具；釣魚用
具；人造釣餌；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遊戲紙牌；合
成材料製聖誕樹；照明用品
及糖果除外之聖誕樹裝飾
品；遊樂園用大型電動遊戲
設備；電子遊戲機；捕蝶
網；游泳用浮物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4)
註冊
號數

01710797

01710798

01710987

類
別

第19條 第35類

第19條 第35類

第19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2015/6/1 - 2025/5/31

2015/6/1 - 2025/5/31

2015/6/1 - 2025/5/31

熊圖(二)

熊圖(一)

熊圖(二)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廣告；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
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
服務；商店櫥窗裝飾；商店
擺設設計；代理進出口服
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
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提
供；文字處理；影印；建立
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企業
管理顧問；工商管理協助；
公關；職業介紹；拍賣；市
場調查；民意調查；廣告宣
傳器材租賃；廣告空間租
賃；辦公機器租賃；辦公設
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商
展服務；百貨公司；超級市
場；便利商店；購物中心；
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
物；為消費者提供商品資訊
及購物建議服務；量販店；
百貨商店；衣服零售批發；
五金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
品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
批發；皮件零售批發；手工
藝品零售批發；販賣機租
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預
約；加水站服務

廣告；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
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
服務；商店櫥窗裝飾；商店
擺設設計；代理進出口服
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
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提
供；文字處理；影印；建立
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企業
管理顧問；工商管理協助；
公關；職業介紹；拍賣；市
場調查；民意調查；廣告宣
傳器材租賃；廣告空間租
賃；辦公機器租賃；辦公設
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商
展服務；百貨公司；超級市
場；便利商店；購物中心；
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
物；為消費者提供商品資訊
及購物建議服務；量販店；
百貨商店；衣服零售批發；
五金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
品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
批發；皮件零售批發；手工
藝品零售批發；販賣機租
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預
約；加水站服務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捷
運；旅客運輸；貨物或貨櫃
之裝卸；貨物或貨櫃之倉
儲；貨物包裝；快遞；貨物
運送；交通工具租賃；貨櫃
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搬
家服務；安排旅遊；代辦出
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
事業之客票；提供旅遊資
訊；導遊；停車場；提供運
輸資訊；運輸經紀；運輸前
車輛或貨物檢驗服務；電子
儲存紀錄載體或文件的保管

註冊
號數

01710988

01711241

01711242

類
別

第19條 第39類

第19條 第43類

第19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15/6/1 - 2025/5/31

2015/6/1 - 2025/5/31

2015/6/1 - 2025/5/31

熊圖(一)

熊圖(二)

熊圖(一)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捷
運；旅客運輸；貨物或貨櫃
之裝卸；貨物或貨櫃之倉
儲；貨物包裝；快遞；貨物
運送；交通工具租賃；貨櫃
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搬
家服務；安排旅遊；代辦出
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
事業之客票；提供旅遊資
訊；導遊；停車場；提供運
輸資訊；運輸經紀；運輸前
車輛或貨物檢驗服務；電子
儲存紀錄載體或文件的保管

餐廳；旅館；桌子椅子桌布
及玻璃器皿出租；會場出
租；動物膳宿；提供露營住
宿設備

餐廳；旅館；桌子椅子桌布
及玻璃器皿出租；會場出
租；動物膳宿；提供露營住
宿設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5)
註冊
號數

01797388

01797714

01797753

類
別

第19條 第06類

第19條 第12類

第19條 第14類

權利
期間

2016/10/16 - 2026/10/15

2016/10/16 - 2026/10/15

2016/10/16 - 2026/10/15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普通金屬未製成器具之半製
品；金屬製梯子；非發光式
及非機械式金屬製標牌；不
屬別類之金屬五金零件；保
險箱；金庫；普通金屬製美
術品；普通金屬製鑄像；空
的金屬製工具箱；狗鏈；動
物掛鈴；金屬製墊片；金屬
製容器；金屬製鑰匙鏈圈；
非電氣式金屬製鎖具；金屬
製指示牌；車徽；金屬製車
牌；金屬製數字牌；金屬製
告示牌

船舶；航空運輸器；軌道車
輛；軌道車輛零組件；自行
車；自行車零組件；汽車；
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
組件；水上摩托車；汽車椅
套；降落傘；輪胎；車輛傳
動皮帶；纜車；手推車；獸
力車輛；車輛用防盜裝置；
堆高車

貴重金屬；貴重金屬合金；
珠寶；首飾；寶石；袖扣；
領帶夾；珠寶箱；獎牌；勳
章；獎章；紀念章；鐘；
錶；鐘組件；錶組件

註冊
號數

01797816

01797937

01798149

類
別

第19條 第16類

第19條 第20類

第19條 第26類

權利
期間

2016/10/16 - 2026/10/15

2016/10/16 - 2026/10/15

2016/10/16 - 2026/10/15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製容器；塑膠袋；資料夾；
文具袋；打印台；書寫用
具；保鮮膜；繪圖用尺

家具；碗櫥；木製美術品；
塑膠製美術品；木製雕像；
塑膠製雕像；枕頭；坐墊；
靠墊；露營用睡袋；扇子；
圖框；相框；木製容器；塑
膠製包裝容器；鏡子；非金
屬製鎖具；木製佈告板；木
製指示牌；塑膠製指示牌

緞帶；鬆緊帶；花邊；引導
小孩行走用繩；服裝用裝飾
配件；繩線編織手工藝品；
手機吊飾品；服裝配件用胸
針；髮飾品；鈕扣；拉鍊；
假髮；裝飾性徽章；綬帶；
臂章；除線以外的裁縫小用
品；針線包；針線盒；人造
花；衣服墊肩

註冊
號數

01798175

01798767

01798915

類
別

第19條 第28類

第19條 第35類

第19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2016/10/16 - 2026/10/15

2016/10/16 - 2026/10/15

2016/10/16 - 2026/10/15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玩具；運動用具；釣魚用
具；人造釣餌；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遊戲紙牌；合
成材料製聖誕樹；照明用品
及糖果除外之聖誕樹裝飾

廣告；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
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
服務；商店櫥窗裝飾；商店
擺設設計；代理進出口服
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捷
運；旅客運輸；貨物或貨櫃
之裝卸；貨物或貨櫃之倉
儲；貨物包裝；快遞；貨物
運送；交通工具租賃；貨櫃

玩具；運動用具；釣魚用
具；人造釣餌；釣具袋；棋
盤遊戲器具；遊戲紙牌；合
成材料製聖誕樹；照明用品
及糖果除外之聖誕樹裝飾
品；遊樂園用大型電動遊戲
設備；電子遊戲機；捕蝶
網；游泳用浮物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廣告；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
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
服務；商店櫥窗裝飾；商店
擺設設計；代理進出口服
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
品之報價投標經銷；提供商
品行情；文字處理；影印；
建立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
企業管理顧問；工商管理協
助；公關；職業介紹；拍
賣；市場調查；民意調查；
廣告宣傳器材租賃；廣告空
間租賃；辦公機器租賃；辦
公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
備商展服務；百貨公司；超
級市場；便利商店；購物中
心；郵購；電視購物；網路
購物；為消費者提供商品資
訊及購物建議服務；量販
店；百貨商店；衣服零售批
發；五金零售批發；家庭日
常用品零售批發；文教用品
零售批發；皮件零售批發；
手工藝品零售批發；販賣機
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

鐵路運輸；貨櫃運輸；捷
運；旅客運輸；貨物或貨櫃
之裝卸；貨物或貨櫃之倉
儲；貨物包裝；快遞；貨物
運送；交通工具租賃；貨櫃
出租；倉庫用棧板出租；搬
家服務；安排旅遊；代辦出
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
事業之客票；提供旅遊資
訊；運輸工具預約；停車
場；提供運輸資訊；運輸經
紀；運輸前車輛或貨物檢驗
服務；電子儲存紀錄載體或
文件的保管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6)
註冊
號數

01798987

類
別

第19條 第41類

權利
期間

2016/10/16 - 2026/10/15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仲夏寶島號及圖(彩色)

遊樂園服務；各種書刊雜誌文獻之編輯出版查詢訂閱翻譯；書籍出租；雜誌出租；技能檢
定；教育服務；實地訓練（示範）；培訓服務；特殊教育；對個人之技能與學術能力程度
做甄別及檢定；性向測驗及評估；健身訓練；教育資訊；職業訓練；圖書館；畫廊；提供
博物館設施（展示展覽）；夜總會娛樂服務；電影院；歌廳；舞廳；劇院；音樂廳；兒童
樂園；高爾夫球場；溜冰場；游泳池；網球場；跑馬場；保齡球館；健身房；露營區；觀
光果園；觀光農場；觀光花園；羽球場；小鋼珠遊樂場；電動玩具遊樂場；水族館；馬戲
商 團表演；觀光牧場；休閒農場；電子遊藝場；虛擬實境遊戲場；撞球場；賽車場；攀岩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遊樂園服務；各種書刊雜誌文獻之編輯出版查詢訂閱翻譯；書籍出租；雜誌出租；技能檢
定；教育服務；實地訓練（示範）；培訓服務；特殊教育；對個人之技能與學術能力程度
做甄別及檢定；性向測驗及評估；健身訓練；教育資訊；職業訓練；圖書館；畫廊；提供
博物館設施（展示展覽）；夜總會娛樂服務；電影院；歌廳；舞廳；劇院；音樂廳；兒童
樂園；高爾夫球場；溜冰場；游泳池；網球場；跑馬場；保齡球館；健身房；露營區；觀
光果園；觀光農場；觀光花園；羽球場；小鋼珠遊樂場；電動玩具遊樂場；水族館；馬戲
團表演；觀光牧場；休閒農場；電子遊藝場；虛擬實境遊戲場；撞球場；賽車場；攀岩
館；運動場；休閒活動資訊；視聽歌唱服務；娛樂資訊；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線
上音樂欣賞服務；動物園服務；提供電腦及網路設備供人上網之服務；野營娛樂服務；觀
光工廠；舉辦教育競賽；舉辦各種講座；影展；休閒育樂活動規劃；舉辦娛樂競賽；各種
動物競技比賽；舉辦賽車；代售各種活動展覽比賽入場券；舉辦運動競賽；安排及舉行會
議；籌辦文化或教育目的之展覽；派對籌劃（娛樂）；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電視育樂節
目策劃；表演節目製作；音樂演奏；現場表演；藝人表演服務；攝影棚出租；劇場出租；
表演場所出租；收音機租賃；運動設備租賃（車輛除外）；錄音帶租賃；錄影帶租賃；影
片租賃；電動玩具租賃；動物訓練服務；彩券發行；手語翻譯；攝錄影；攝影報導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7)
註冊
號數

01847195

01847275

01847394

類
別

第19條 第16類

第19條 第18類

第19條 第21類

權利
期間

2017-06/16-2027/06/15

2017-06/16-2027/06/15

2017-06/16-2027/06/15

（鐵路便當節
Formosa Rail road Bento
Festival及圖）

（鐵路便當節
Formosa Rail road Bento
Festival及圖）

（鐵路便當節
Formosa Rail road Bento
Festival及圖）

圖商
樣標
商
稱標
名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紙製桌布；紙製手
帕；貼紙；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印刷品；票；紙
製容器；塑膠袋；資料夾；
文具袋；打印台；書寫用
具；保鮮膜；繪圖用尺

錢包、書包、旅行箱、手提
袋、購物袋；購物網袋；鑰
匙包；盥洗包(空)；便當
袋；證件皮夾；包裝用皮
袋；帆布背袋；空的工具
袋；傘；手杖；皮革；人造
皮革；行李牌；名片皮夾；
信用卡皮夾

杯；碗；筷；盤；便當盒；
非電動開瓶器；人體清潔用
刷；非人體清潔用刷；梳
子；花瓶；玻璃製裝飾品；
玻璃製容器；陶瓷製容器；
化妝用具；抹布；肥皂盒；
食物保溫容器；飲料隔熱容
器；家事用手套；存錢筒。

註冊
號數

01847468

01847506

01847622

類
別

第19條 第24類

第19條 第25類

第19條 第28類

權利
期間

2017-06/16-2027/06/15

2017-06/16-2027/06/15

2017-06/16-2027/06/15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鐵路便當節
Formosa Rail road Bento
Festival及圖）
帆布；印花布；布料；製旗
用布；毛巾布；毛毯；紡織
製掛毯；窗簾；浴簾；門
簾；家具套；毛巾；餐巾；
桌墊；沐浴手套；非紙製
旗；布製廣告牌；布製標
籤；家庭寵物用毯；便當用
包巾

（鐵路便當節
Formosa Rail road Bento
Festival及圖）
泳衣；襯衫；T恤；裙子；褲
子；衣服；民俗服裝；雨
衣；鞋；靴；圍巾；頭巾；
領帶；圍兜；帽子；襪子；
服飾用手套；腰帶；圍裙；
睡眠用眼罩

註冊
號數

01848242

類
別

第19條 第35類

權利
期間

2017-06/16-2027/06/15

（鐵路便當節
Formosa Rail road Bento
Festival及圖）
氣球；玩偶；玩具公仔；拼
圖玩具；音樂玩具；交通工
具的縮尺模型；玩具交通工
具；無線遙控玩具交通工
具；玩具；抽獎遊戲刮刮
卡；運動用護腕；運動用
具；釣魚用具；遊戲紙牌；
棋盤遊戲器具；聖誕樹裝飾
品；遊樂園用大型電動遊戲
設備；電子遊戲機；撲克
牌；玩具車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鐵路便當節
Formosa Rail road Bento Festival及圖）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飲料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批發；食品零售批發；手提袋零售批發；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
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
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
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
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
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
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
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
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代理進出口服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投
標；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經銷；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為其他企業採購商品及服務；協助
企業對外採購服務；開發票服務；代理彩券經銷；提供商品行情；成本價格分析；提供各種產品之價格比較及評估；
價格比較服務；貨物公證；打字；文字處理；訊息抄寫（辦公事務）；速記；為他人撰寫簡歷；文件複製；影印；建
立電腦資訊系統資料庫；電腦資料庫資訊編輯；電腦檔案管理；電腦資料庫管理；電腦文字處理；為他人提供電腦資
料庫檢索；電腦資料庫資料更新和維護；辦理會計業務；企業審計；會計簽證；帳務稽核；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稅
務簽證；代客記帳服務；財務報表製作；簿記；薪資帳冊製作；統計服務；統計資料彙編；辦理會計制度之設計修
訂；稅務代理；稅務申報服務；稅務文件準備；企業評價；企業資訊；藉由網路提供企業資訊；企業查詢；企業管理
和組織諮詢；旅館經營管理；企業研究；企業管理顧問；企業組織諮詢；企業管理諮詢；表演藝術家事業管理；自由
職業者的事業管理；運動員事業管理；專業企業諮詢；企業買收之仲介及有關之諮詢顧問；行銷研究諮詢顧問；行銷
顧問；存貨庫存管理；企業營業點評估；為他人授權之商品及服務提供商業管理；提供企業加盟及連鎖經營管理之諮
詢顧問；提供商業資訊；企業效率專業諮詢；企業效率專業服務；演藝經紀服務；人事管理顧問；人事管理諮詢；職
員選擇之心理測驗；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市場研究及分析；市場研究；經濟預測；企業調查；提供商業和企業聯繫資
訊；商業居間媒介服務；為第三方商業交易進行協商及締結；營建計劃之商業專案管理服務；工商管理協助；對購物
訂單提供行政處理服務；企業經營協助；企業管理協助；新聞剪報服務；秘書服務；電話代接服務；為無法接聽電話
用戶提供電話答覆；安排報紙訂閱；公司行政管理業務之承包；為他人提供償付方案的商業管理；公務會面行程的安
排服務；公務會面的提醒服務；公關；公關顧問；協尋贊助廠商；職業介紹；人力仲介；人員招募；拍賣；古董拍
賣；珠寶拍賣；藝術品拍賣；網路拍賣；市場調查；市場調查顧問；民意調查；輿論調查；意見調查；電視收視率調
查；電視牆租賃；廣告牆租賃；電子廣告看板租賃；網路廣告看板租賃；廣告宣傳器材租賃；廣告看板租賃；廣告空
間租賃；為商品及服務之買方和賣方提供線上市集；辦公機器租賃；影印機租賃；辦公設備租賃；收銀機租賃；為工
商企業籌備商展服務；為工商企業籌備展示會服務；為工商企業籌備博覽會服務；籌備商業性或廣告目的性的展示
會；籌備商業性或廣告目的性的展銷會；展覽會場佈置；為促銷目的籌辦時裝表演；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商
店；購物中心；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物；為消費者提供商品資訊及購物建議服務；量販店；百貨商店；販賣機租
賃；售貨架出租；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預約；加水站服務；商品買賣之仲介服務；二手商品買賣之仲介服務；藉由網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8)
註冊
號數

02057308

類
別

第19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2020/05/01-2030/04/30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標章
旅客運輸；貨櫃運輸；貨物
運送；貨物或貨櫃之裝卸；
貨物或貨櫃之倉儲；貨物包
裝；貨物運送前之包裝；貨
物運送前之綑紮；貨物打
包；卡車租借；汽車出租；
車輛出租；安排旅遊；停車
場；車庫租賃；停車場租
賃。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29)
註冊
號數

02071705

02071792

02071899

類
別

第19條 第14類

第19條 第18類

第19條 第21類

權利
期間

2020/07/16-2030/07/15

2020/07/16-2030/07/15

2020/07/16-2030/07/15

TR設計字

TR設計字

TR設計字

貴重金屬合金；珠寶；首
飾；寶石；袖扣；領帶夾；
獎牌；勳章；獎章；紀念
章；錶組件；貴重金屬製鑰
匙圈；紀念牌；可伸縮的鑰
匙環；鑰匙圈之裝飾品；
鐘；貴重金屬製證章；首飾
展示盒；領帶別針；墜子。

皮夾；皮包；背包；書包；
手提箱；旅行箱；旅行用衣
物袋；手提袋；購物袋；公
事包；行李箱；鑰匙包；手
提包；旅行袋；便當袋；名
片夾；行李牌；傘；皮革。

杯；碗；盤；便當盒；酒
具；保鮮盒；花瓶；花盆；
玻璃製裝飾品；玻璃製容
器；化粧用具；肥皂盒；食
物保溫容器；飲料隔熱容
器；家事用手套；筷；非紙
製及非紡織品製杯墊；梳
子；茶具（餐具）；陶瓷製
容器。

註冊
號數

02071971

02072012

02072053

類
別

第19條 第25類

第19條 第26類

第19條 第28類

權利
期間

2020/07/16-2030/07/15

2020/07/16-2030/07/15

2020/07/16-2030/07/15

TR設計字

TR設計字

TR設計字

鬆緊帶；花邊；繩線編織手
工藝品；手機吊飾品；髮飾
品；鈕扣；拉錬；假髮；綬
帶；臂章；針線包；人造
花；衣服墊肩；緞帶花；刺
繡小飾品；紡織品裝飾用熱
黏貼片；扣針；皮帶扣；服
裝配件用胸針。

遊戲機；玩具；運動用具；
棋盤遊戲器具；遊戲紙牌；
玩偶；比例模型組件（玩
具）；撲克牌；玩具公仔；
交通工具的縮尺模型；釣魚
用具；附紙牌遊戲玩具組；
玩具車；遙控玩具車；聖誕
樹裝飾品；填充玩具；風
箏；拼圖玩具；玩具積木；
兒童益智玩具。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衣服；圍巾；頭巾；領帶；
領結；圍兜；冠帽；禦寒用
耳罩；襪子；禦寒用手套；
商 腰帶；吊褲帶；圍裙；睡眠
內 品 用眼罩；靴；T恤；工作服；
容 或 制服；雨衣。
服
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1)新增
註冊
號數

02075456

02075597

02075643

類
別

第19條 第30類

第19條 第32類

第19條 第33類

權利
期間

2020/08/1-2030/07/31

2020/08/1-2030/07/31

2020/08/1-2030/07/31

TR設計字

TR設計字

TR設計字

啤酒;汽水;果汁;礦泉水;水
果飲料;蔬果汁;製飲料用糖
漿;蒸餾水;運動飲料;鋰鹽礦
水;麥苗汁;甘蔗汁;薑汁啤
酒;水果醋飲料;燕窩飲料;冬
瓜茶;可樂;氣泡水;提神飲
料;蘆筍汁。

小米酒;水果酒;以甘蔗為主
之酒精飲料;白酒;含酒精之
水果濃縮液;含酒精飲料(啤
酒除外);汽泡酒;料理米酒;
茶酒;酒(啤酒除外);高梁酒;
清酒;甜酒;紹興酒;葡萄酒;
蒸餾酒;製飲料用含酒精調製
品;雞尾酒;蘋果酒;釀造酒。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茶葉;咖啡;冰淇淋;調味醬;
糖;餅乾;麵包;三明治;饅頭;
粥;飯; 筒仔米糕;速食麵;牛
商
肉麵;便當;油飯;茶飲料;巧
內品
克力飲料;布丁粉;穀物零
容或
食。
服
務

註冊
號數

02075967

類
別

第19條 第35類

權利
期間

2020/08/1-2030/07/31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TR設計字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飲料零售批發；茶葉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批發；手提袋零售
批發；戶外廣告；目標行銷；企業識別體系設計；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為他人提供促銷
活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
飾；商品現場示範；張貼廣告；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電台廣告；電視廣
告；電視購物節目製作；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廣告；廣告宣傳；廣告宣傳本出版；廣告宣
傳品遞送；樣品分發；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經銷；代理進出口服務；提供各種產品
之價格比較及評估；貨物公證；文字處理；影印；為他人提供電腦資料庫檢索；電腦資料
庫資料更新和維護；電腦資料庫管理；企業審計；財務報表製作；帳務稽核；辦理會計業
務；薪資帳冊製作；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市場研究；企業效率專業服務；企業組織諮詢；
企業調查；企業營業點評估；存貨庫存管理；投標（需求建議書）行政協助；投標行政協
助；為他人協商商業合約；為他人授權之商品及服務提供商業管理；為第三方商業交易進
行協商及締結；商業居間媒介服務；專業企業諮詢；媒合潛在私人投資者與需要資金企業
家的商業仲介服務；提供企業加盟及連鎖經營管理之諮詢顧問；提供商業和企業聯繫資
訊；工商管理協助；公務會面的提醒服務；秘書服務；對購物訂單提供行政處理服務；公
關；協尋贊助廠商；媒體關係服務；人力派遣；人員招募；職業介紹；拍賣；網路拍賣；
藝術品拍賣；市場情報服務；為商品及服務之買方和賣方提供線上市集；電視牆租賃；廣
告牆租賃；共同工作場所的辦公設備租賃；辦公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展示會服務；
展覽會場佈置；籌備商業性或廣告目的性的展銷會；百貨公司；百貨商店；便利商店；為
消費者選擇商品服務提供資訊和諮詢；超級市場；郵購；量販店；電視購物；網路購物；
購物中心；售貨架出租；販賣機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預約；藉由網路提供商品交換
之仲介服務。

註冊
號數

02076233

02076764

類
別

第19條 第37類

第19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20/08/1-2030/07/31

2020/08/1-2030/07/31

TR設計字

TR設計字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建築物建造監督；建築物內
部清潔；道路清潔；消毒；
儀器安裝修理；機械安裝保
養及修理；機械安裝修理；
交通工具加潤滑油；交通工
具防銹處理；交通工具拋光
打蠟；交通工具保養；交通
工具保養及修理；交通工具
故障修理服務；交通工具修
理；交通工具清洗；火車保
養；火車保養及修理；火車
修理；高速電車修理；捷運
電聯車修理。

餐廳；旅館；觀光客住所；
預訂臨時住宿；民宿；提供
膳宿處；旅社；臨時住宿接
待服務（抵達和離開的管
理）；飯店；自助餐廳；外
燴；伙食包辦；流動咖啡餐
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
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素食
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冰
店；複合式餐廳；有關餐食
準備之資訊和諮詢。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2)新增
註冊
號數

2097109

類
別

第19條 第12類

權利
期間

2020/11/1-2030/10/31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TR設計字
陸上交通工具；陸上運載工
具；火車；火車車廂聯結
器；火車頭；船舶；航空運
輸器；軌道車輛零組件；汽
車零組件；機車零組件；水
上摩托車；汽車椅套；降落
傘；輪胎；車輛傳動皮帶；
纜車；手推車；獸力車輛；
車輛用防盜裝置（以上商品
皆與自行車無關）。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5)新增
註冊
號數

02114918

類
別

第19條 第20類

權利
期間

2021/1/16-2031/1/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TR設計字
桌；椅；工作桌；公文櫃；
木製裝飾品；塑膠製擺飾
品；扇子；相框；鏡子；化
粧鏡；椅墊；木製美術品；
木製容器；非金屬製鎖具；
木製告示牌；木製指示牌；
塑膠製指示牌；家具；塑膠
製工具箱。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0)
註冊
號數

2071706

2071751

2071793

類
別

第19條 第14類

第19條 第16類

第19條 第18類

權利
期間

2020/07/16-2030/07/15

2020/07/16-2030/07/15

2020/07/16-2030/07/15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貴重金屬合金；珠寶；首
飾；寶石；袖扣；領帶夾；
獎牌；勳章；獎章；紀念
章；錶組件；貴重金屬製鑰
匙圈；紀念牌；可伸縮的鑰
匙環；鑰匙圈之裝飾品；
鐘；貴重金屬製證章；首飾
展示盒；領帶別針；墜子。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名片；時刻表；貼
紙；書籍；雜誌；圖畫；照
片；印刷品；票；紙製容
器；塑膠袋；資料夾；文具
袋；明信片；書寫用具；地
圖；紙箱。

皮夾；皮包；背包；書包；
手提箱；旅行箱；旅行用衣
物袋；手提袋；購物袋；公
事包；行李箱；鑰匙包；手
提包；旅行袋；便當袋；名
片夾；行李牌；傘；皮革。

註冊
號數

02071835

02071972

02072013

類
別

第19條 第20類

第19條 第25類

第19條 第26類

權利
期間

2020/07/16-2030/07/15

2020/07/16-2030/07/15

2020/07/16-2030/07/15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桌；椅；工作桌；公文櫃；
木製裝飾品；塑膠製擺飾
品；扇子；相框；鏡子；化
粧鏡；椅子；木製美術品；
木製容器；塑膠製包裝容
器；非金屬製鎖具；木製告
示牌；塑膠製指示牌；家
具；塑膠製工具箱。

衣服；圍巾；頭巾；領帶；
領結；圍兜；冠帽；禦寒用
耳罩；襪子；禦寒用手套；
腰帶；吊褲帶；圍裙；睡眠
用眼罩；靴；T恤；工作服；
制服；雨衣。

鬆緊帶；花邊；繩線編織手
工藝品；手機吊飾品；髮飾
品；鈕扣；拉錬；假髮；綬
帶；臂章；針線包；人造
花；衣服墊肩；緞帶花；刺
繡小飾品；紡織品裝飾用熱
黏貼片；扣針；皮帶扣；服
裝配件用胸針。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02072054

類
別

第19條 第28類

權利
期間

2020/07/16-2030/07/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遊戲機；玩具；運動用具；
棋盤遊戲器具；遊戲紙牌；
玩偶；比例模型組件（玩
具）；撲克牌；玩具公仔；
交通工具的縮尺模型；釣魚
用具；附紙牌遊戲玩具組；
玩具車；遙控玩具車；聖誕
樹裝飾品；填充玩具；風
箏；拼圖玩具；玩具積木；
兒童益智玩具。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1)
註冊
號數

02074650

02074949

02075457

類
別

第19條 第12類

第19條 第21類

第19條 第30類

權利
期間

2020/08/01-2030/07/31

2020/08/01-2030/07/31

2020/08/01-2030/07/31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陸上交通工具；陸上運載工
具；火車；火車車廂聯結
器；火車頭；船舶；航空運
輸器；軌道車輛零組件；自
行車零組件；汽車零組件；
機車零組件；水上摩托車；
汽車椅套；降落傘；輪胎；
車輛傳動皮帶；纜車；手推
車；獸力車輛；車輛用防盜
裝置。

杯；碗；盤；便當盒；酒
具；保鮮盒；花瓶；花盆；
玻璃製裝飾品；玻璃製容
器；化粧用具；肥皂盒；食
物保溫容器；飲料隔熱容
器；家事用手套；筷；非紙
製及非紡織品製杯墊；梳
子；茶具（餐具）；陶瓷製
容器。

茶葉；咖啡；冰淇淋；調味
醬；糖；餅乾；麵包；三明
治；饅頭；粥；飯；筒仔米
糕；速食麵；牛肉麵；便
當；油飯；茶飲料；巧克力
飲料；布丁粉；穀製零食。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02075598

02075644

類
別

第19條 第32類

第19條 第33類

權利
期間

2020/08/01-2030/07/31

2020/08/01-2030/07/31

商標
名稱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啤酒；汽水；果汁；礦泉
水；水果飲料；蔬果汁；製
飲料用糖漿；蒸餾水；運動
飲料；鋰鹽礦水；麥苗汁；
甘蔗汁；薑汁啤酒；水果醋
飲料；燕窩飲料；冬瓜茶；
可樂；氣泡水；提神飲料；
蘆筍汁。

小米酒；水果酒；以甘蔗為
主之酒精飲料；白酒；含酒
精之水果濃縮液；含酒精飲
料（啤酒除外）；汽泡酒；
料理米酒；茶酒；酒（啤酒
除外）；高粱酒；清酒；甜
酒；紹興酒；葡萄酒；蒸餾
酒；製飲料用含酒精調製
品；雞尾酒；蘋果酒；釀造
酒。

商標
圖樣

註冊
號數

02075968

別類

第19條 第35類

期權
間利

2020/08/01-2030/07/31

圖商
樣標
名商
稱標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圖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飲料零售批發；茶葉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批發；手提袋零售
批發；戶外廣告；目標行銷；企業識別體系設計；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為他人提供促銷
活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
飾；商品現場示範；張貼廣告；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電台廣告；電視廣
告；電視購物節目製作；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廣告；廣告宣傳；廣告宣傳本出版；廣告宣
傳品遞送；樣品分發；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經銷；代理進出口服務；提供各種產品
之價格比較及評估；貨物公證；文字處理；影印；為他人提供電腦資料庫檢索；電腦資料
庫資料更新和維護；電腦資料庫管理；企業審計；財務報表製作；帳務稽核；辦理會計業
務；薪資帳冊製作；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市場研究；企業效率專業服務；企業組織諮詢；
企業調查；企業營業點評估；存貨庫存管理；投標（需求建議書）行政協助；投標行政協
助；為他人協商商業合約；為他人授權之商品及服務提供商業管理；為第三方商業交易進
行協商及締結；商業居間媒介服務；專業企業諮詢；媒合潛在私人投資者與需要資金企業
家的商業仲介服務；提供企業加盟及連鎖經營管理之諮詢顧問；提供商業和企業聯繫資
訊；工商管理協助；公務會面的提醒服務；秘書服務；對購物訂單提供行政處理服務；公
關；協尋贊助廠商；媒體關係服務；人力派遣；人員招募；職業介紹；拍賣；網路拍賣；
藝術品拍賣；市場情報服務；為商品及服務之買方和賣方提供線上市集；電視牆租賃；廣
告牆租賃；共同工作場所的辦公設備租賃；辦公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展示會服務；
展覽會場佈置；籌備商業性或廣告目的性的展銷會；百貨公司；百貨商店；便利商店；為
消費者選擇商品服務提供資訊和諮詢；超級市場；郵購；量販店；電視購物；網路購物；
購物中心；售貨架出租；販賣機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預約；藉由網路提供商品交換
之仲介服務。

註冊
號數

02076234

02076313

類
別

第19條 第37類

第19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2020/08/01-2030/07/31

2020/08/01-2030/07/31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圖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圖

建築物建造監督；建築物內
部清潔；道路清潔；消毒；
儀器安裝修理；機械安裝保
養及修理；機械安裝修理；
交通工具加潤滑油；交通工
具防銹處理；交通工具拋光
打蠟；交通工具保養；交通
工具保養及修理；交通工具
故障修理服務；交通工具修
理；交通工具清洗；火車保
養；火車保養及修理；火車
修理；高速電車修理；捷運
電聯車修理。

觀光旅遊的運輸服務；車輛運輸；汽車貨運；汽車運輸；遊
覽車客運；計程車客運；計程車運輸；鐵路運輸；捷運；貨
櫃運輸；貨車運輸；電車運輸；公共汽車運輸；乘客運輸；
旅客運輸；車輛出租；大客車出租；鐵路貨車車廂出租；鐵
路客車車廂出租；司機服務；汽車共享服務；輪椅租賃；導
航系統出租；交通工具租賃；為旅行目的提供行車指引；旅
遊運輸安排；線上安排乘客運輸服務；安排旅遊；安排觀光
旅遊；旅遊預約；旅行預約；安排航海旅遊；安排乘客運
輸；代辦出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事業之客票；代預訂
國內外運輸事業之客票；運輸工具預約；運輸預約；提供旅
遊資訊；為旅遊預訂座位；旅客陪同；停車場；車庫租賃；
停車場租賃；纜車運輸；提供運輸資訊；提供電子地理資
訊；運輸經紀；能源供應；能源分配；販賣機補充；旅行箱
出租；產品包裝；禮品包裝；包裹遞送；快遞；物流運送；
商品快遞；貨物運送。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02076765

類
別

第19條 第43類

權利
期間

2020/08/01-2030/07/31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臺灣鐵路Taiwan Railway及
圖
餐廳；旅館；觀光客住所；
預訂臨時住宿；民宿；提供
膳宿處；旅社；臨時住宿接
待服務（抵達和離開的管
理）；飯店；自助餐廳；外
燴；伙食包辦；流動咖啡餐
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
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素食
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冰
店；複合式餐廳；有關餐食
準備之資訊和諮詢。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2)
註冊
號數

02074758

02076312

類
別

第19條 第16類

第19條 第39類

權利
期間

2020/08/01-2030/07/31

2020/08/01-2030/07/31

標章圖

標章圖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事務用紙；衛生用紙；紙製
餐巾；名片；時刻表；貼
紙；書籍；雜誌；圖畫；照
片；印刷品；票；紙製容
器；塑膠袋；資料夾；文具
袋；明信片；書寫用具；地
商
圖；紙箱。
內品
容或
服
務

觀光旅遊的運輸服務；車輛運輸；汽車貨運；汽車運輸；遊
覽車客運；計程車客運；計程車運輸；鐵路運輸；捷運；貨
櫃運輸；貨車運輸；電車運輸；公共汽車運輸；乘客運輸；
旅客運輸；車輛出租；大客車出租；鐵路貨車車廂出租；鐵
路客車車廂出租；司機服務；汽車共享服務；輪椅租賃；導
航系統出租；交通工具租賃；為旅行目的提供行車指引；旅
遊運輸安排；線上安排乘客運輸服務；安排旅遊；安排觀光
旅遊；旅遊預約；旅行預約；安排航海旅遊；安排乘客運
輸；代辦出入國手續；代售國內外運輸事業之客票；代預訂
國內外運輸事業之客票；運輸工具預約；運輸預約；提供旅
遊資訊；為旅遊預訂座位；旅客陪同；停車場；車庫租賃；
停車場租賃；纜車運輸；提供運輸資訊；提供電子地理資
訊；運輸經紀；能源供應；能源分配；販賣機補充；旅行箱
出租；產品包裝；禮品包裝；包裹遞送；快遞；物流運送；
商品快遞；貨物運送。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3)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02116273
第19條 第35類
2021/01/16-2031/01/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台鐵便當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飲料零售批發；茶葉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批發；手提袋零售批發；食品零售批
發；戶外廣告；目標行銷；企業識別體系設計；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為他人提供促銷活
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
商品現場示範；張貼廣告；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電台廣告；電視廣告；電
視購物節目製作；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廣告；廣告宣傳；廣告宣傳本出版；廣告宣傳品遞
送；樣品分發；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經銷；代理進出口服務；提供各種產品之價格
比較及評估；貨物公證；文字處理；影印；為他人提供電腦資料庫檢索；電腦資料庫資料
更新和維護；電腦資料庫管理；企業審計；財務報表製作；帳務稽核；辦理會計業務；薪
資帳冊製作；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市場研究；企業效率專業服務；企業組織諮詢；企業調
查；存貨庫存管理；投標（需求建議書）行政協助；投標行政協助；為他人協商商業合
約；為他人授權之商品及服務提供商業管理；為第三方商業交易進行協商及締結；商業居
間媒介服務；專業企業諮詢；媒合潛在私人投資者與需要資金企業家的商業仲介服務；提
供企業加盟及連鎖經營管理之諮詢顧問；提供商業和企業聯繫資訊；工商管理協助；公務
會面的提醒服務；秘書服務；對購物訂單提供行政處理服務；公關；協尋贊助廠商；媒體
關係服務；人力派遣；人員招募；職業介紹；拍賣；網路拍賣；藝術品拍賣；市場情報服
務；為商品及服務之買方和賣方提供線上市集；電視牆租賃；廣告牆租賃；共同工作場所
的辦公設備租賃；辦公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展示會服務；展覽會場佈置；百貨公
司；百貨商店；便利商店；為消費者選擇商品服務提供資訊和諮詢；超級市場；郵購；量
販店；電視購物；網路購物；購物中心；售貨架出租；販賣機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
預約；藉由網路提供商品交換之仲介服務；企業搬遷的行政服務；籌備商業性或廣告目的
性的展示會。

02117040
第19條 第43類
2021/01/16-2031/01/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台鐵便當
餐廳；旅館；觀光客住所；
預訂臨時住宿；民宿；提供
膳宿處；旅社；臨時住宿接
待服務（抵達和離開的管
理）；飯店；自助餐廳；外
燴；伙食包辦；流動咖啡餐
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
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素食
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冰
店；複合式餐廳；有關餐食
準備之資訊和諮詢。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6)新增
註冊
號數

02119146

類
別

第19條 第30類

權利
期間

2021/02/01-2031/01/31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台鐵便當
茶葉；咖啡；冰淇淋；調味
醬；糖；餅乾；麵包；三明
治；饅頭；粥；飯；筒仔米
糕；速食麵；牛肉麵；便
當；油飯；茶飲料；巧克力
飲料；布丁粉；穀製零食。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4)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02116272
第19條 第35類
2021/01/16-2031/01/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TR Bento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飲料零售批發；茶葉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批發；手提袋零售批發；食品零售批
發；戶外廣告；目標行銷；企業識別體系設計；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為他人提供促銷活
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
商品現場示範；張貼廣告；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電台廣告；電視廣告；電
視購物節目製作；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廣告；廣告宣傳；廣告宣傳本出版；廣告宣傳品遞
送；樣品分發；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經銷；代理進出口服務；提供各種產品之價格
比較及評估；貨物公證；文字處理；影印；為他人提供電腦資料庫檢索；電腦資料庫資料
更新和維護；電腦資料庫管理；企業審計；財務報表製作；帳務稽核；辦理會計業務；薪
資帳冊製作；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市場研究；企業效率專業服務；企業組織諮詢；企業調
查；存貨庫存管理；投標（需求建議書）行政協助；投標行政協助；為他人協商商業合
約；為他人授權之商品及服務提供商業管理；為第三方商業交易進行協商及締結；商業居
間媒介服務；專業企業諮詢；媒合潛在私人投資者與需要資金企業家的商業仲介服務；提
供企業加盟及連鎖經營管理之諮詢顧問；提供商業和企業聯繫資訊；工商管理協助；公務
會面的提醒服務；秘書服務；對購物訂單提供行政處理服務；公關；協尋贊助廠商；媒體
關係服務；人力派遣；人員招募；職業介紹；拍賣；網路拍賣；藝術品拍賣；市場情報服
務；為商品及服務之買方和賣方提供線上市集；電視牆租賃；廣告牆租賃；共同工作場所
的辦公設備租賃；辦公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展示會服務；展覽會場佈置；百貨公
司；百貨商店；便利商店；為消費者選擇商品服務提供資訊和諮詢；超級市場；郵購；量
販店；電視購物；網路購物；購物中心；售貨架出租；販賣機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
預約；藉由網路提供商品交換之仲介服務；企業搬遷的行政服務；籌備商業性或廣告目的
性的展示會。

02117039
第19條 第43類
2021/01/16-2031/01/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TR Bento
餐廳；旅館；觀光客住所；
預訂臨時住宿；民宿；提供
膳宿處；旅社；臨時住宿接
待服務（抵達和離開的管
理）；飯店；自助餐廳；外
燴；伙食包辦；流動咖啡餐
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
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素食
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冰
店；複合式餐廳；有關餐食
準備之資訊和諮詢。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6)新增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02119145
第19條 第30類
2021/02/01-2031/01/31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TR Bento
茶葉；咖啡；冰淇淋；調味
醬；糖；餅乾；麵包；三明
治；饅頭；粥；飯；筒仔米
糕；速食麵；牛肉麵；便
當；油飯；茶飲料；巧克力
飲料；布丁粉；穀製零食。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5)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02116271
第19條 第35類
2021/01/16-2031/01/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台鐵便當TR Bento及圖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飲料零售批發；茶葉零售批發；家庭日常用品零售批發；手提袋零售批發；食品零售批
發；戶外廣告；目標行銷；企業識別體系設計；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為他人提供促銷活
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
商品現場示範；張貼廣告；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電台廣告；電視廣告；電
視購物節目製作；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廣告；廣告宣傳；廣告宣傳本出版；廣告宣傳品遞
送；樣品分發；代理國內外廠商各種產品之經銷；代理進出口服務；提供各種產品之價格
比較及評估；貨物公證；文字處理；影印；為他人提供電腦資料庫檢索；電腦資料庫資料
更新和維護；電腦資料庫管理；企業審計；財務報表製作；帳務稽核；辦理會計業務；薪
資帳冊製作；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市場研究；企業效率專業服務；企業組織諮詢；企業調
查；存貨庫存管理；投標（需求建議書）行政協助；投標行政協助；為他人協商商業合
約；為他人授權之商品及服務提供商業管理；為第三方商業交易進行協商及締結；商業居
間媒介服務；專業企業諮詢；媒合潛在私人投資者與需要資金企業家的商業仲介服務；提
供企業加盟及連鎖經營管理之諮詢顧問；提供商業和企業聯繫資訊；工商管理協助；公務
會面的提醒服務；秘書服務；對購物訂單提供行政處理服務；公關；協尋贊助廠商；媒體
關係服務；人力派遣；人員招募；職業介紹；拍賣；網路拍賣；藝術品拍賣；市場情報服
務；為商品及服務之買方和賣方提供線上市集；電視牆租賃；廣告牆租賃；共同工作場所
的辦公設備租賃；辦公設備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展示會服務；展覽會場佈置；百貨公
司；百貨商店；便利商店；為消費者選擇商品服務提供資訊和諮詢；超級市場；郵購；量
販店；電視購物；網路購物；購物中心；售貨架出租；販賣機租賃；為他人安排電訊服務
預約；藉由網路提供商品交換之仲介服務；企業搬遷的行政服務；籌備商業性或廣告目的
性的展示會。

02117038
第19條 第43類
2021/01/16-2031/01/15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台鐵便當TR Bento及圖
餐廳；旅館；觀光客住所；
預訂臨時住宿；民宿；提供
膳宿處；旅社；臨時住宿接
待服務（抵達和離開的管
理）；飯店；自助餐廳；外
燴；伙食包辦；流動咖啡餐
車；流動飲食攤；快餐車；
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素食
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冰
店；複合式餐廳；有關餐食
準備之資訊和諮詢。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商標授權種類標準表(36)
註冊
號數
類
別
權利
期間

02119144
第19條 第30類
2021/02/01-2031/01/31

商標
圖樣
商標
名稱
商
內品
容或
服
務

台鐵便當TR Bento及圖
茶葉；咖啡；冰淇淋；調味
醬；糖；餅乾；麵包；三明
治；饅頭；粥；飯；筒仔米
糕；速食麵；牛肉麵；便
當；油飯；茶飲料；巧克力
飲料；布丁粉；穀製零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