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商標法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第一二七號法律，依同年第一二八號法律於一九六０年

四月一日施行，並經一九六二年第一四０號法律和一六一號法律、 一九六四年

第一四八號法律、 一九六五年第八一號法律、一九七０年第九一號法律、 一九

七五年第四六號法律、 一九七八年第二七號法律和第八九號法律修改以及一九

八一年第四五號法律修改）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目的］    

本法的目的是通過保護商標，以維護商標使用者業務上的信譽、促進產業的

發展並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第二條 ［定義］    

（一）本法中所謂“商標”，系指由文字、圖形、符號或它們的結合，或它

們與色彩的結合（下稱“標誌”），作為以生產、加工、證明或轉讓商品為業者

在其商品上所使用的標誌。    

（二）本法中所謂“注冊商標”系指取得註冊的商標。    

（三）本法中所謂標誌的“使用”系指下列行為：     

（１）在商品或商品包裝上附以標誌的行為；     

（２）在商品或商品包裝上附以標誌而移轉或交付，或為了移轉或交付而

展出或進口的行為；     

（３）在商品廣告、價目表，或交易檔上附以標誌並將之展出或散發的行

為。    



 

第二章 商標註冊與商標註冊申請   

  

第三條 ［商標註冊的要件］    

（一）與自己業務有關的商品所使用的商標，除下列商標外，可以取得商標

註冊：     

（１）僅由以普通方式表示其商品通用名稱的標誌組成的商標；     

（２）其商品所慣用的商標；     

（３）僅由以普通方式表示其商品的產地、銷售地、品質、原材料、效能、

用途、數量、形狀、價格，或生產、加工，或使用的方法或時期的標誌組成的商

標；     

（４）僅由以普通方式表示一般常見的姓氏或名稱等的標誌組成的商標；     

（５）僅以極其簡單而常見的標誌表示的商標；     

（６）除前五項所列者外，消費者不能分辨出是與某人業務有關的商品的

商標。    

（二）雖符合前款第（３）項到第（５）項的商標，如使用的結果能使消費

者分辨出是與某業務有關的商品的商標，不受該款規定的限制，可取得商標註

冊。    

第四條 ［不能進行商標註冊的商標］    

（一）下列商標雖符合前條的規定，但不能取得商標註冊：     

（１）與國旗、菊花徽章、勳章、獎章或與外國的國旗相同或類似的商標；     

（２）與通商產業大臣指定的巴黎公約（系指一九００年十二月十四日於

布魯塞爾，一九一一年六月二日於華盛頓，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六日於海牙，一九



三四年六月二日於倫敦，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里斯本，以及一九六七年七

月十四日於斯德哥爾摩修改了的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日關於保護工業產權的巴

黎公約而言，以下同）成員國的國徽和其他徽章（除巴黎公約成員國的國旗外）

相同或類似的商標；     

（３）與通商產業大臣指定的表示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標誌相同或類

似的商標；     

（４）與白底紅十字標誌，或紅十字，或與日內瓦十字的名稱相同或類似

的商標；     

（５）其中有與通商產業大臣指定的日本國或巴黎公約成員國的政府或地

方公共團體監督用或證明用的圖章或符號相同或類似的標誌，並在與使用這些圖

章或符號的商品相同或類似的商品上使用的商標；     

（６）與表示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及其機關，或表示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

益團體的，或表示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事業的著名標誌相同或類似的商標；     

（７）可能損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商標；     

（８）包含有他人肖像或姓氏、名稱，或著名的雅號、藝名、筆名及其著

名的簡稱的商標（得到他人許可者除外）；   

（９）包含有與由政府、地方公共團體（以下稱政府等）開設的或由政府

等以外的人開設的而經專利局局長指定的展覽會，以及在外國為其政府或受政府

的許可而開設的國際展覽會上所發的獎章的標誌相同或類似的商標（獎章獲得者

使用其標誌作為商標的一部分者除外）；  

（１０）與表示他人業務有關商品、且為消費者廣泛熟識的商標或與之類

似的商標，並且用於相同或類似商品上的商標；     



（１１）與該商標註冊申請日前他人已註冊的商標相同或類似的商標，並

使用於該商標註冊中的指定商品［包括第六條第（一）款（第六十八條第（一）

款中所准用者）的規定中所指定的商品，以下同］或類似商品上的商標；     

（１２）與別人已註冊的防護商標（指得到防護商標註冊的標誌，以下同）

相同的商標，並使用在該防護商標註冊中的指定商品上的；     

（１３）商標權失效日期（如為審定商標註冊無效，則指所確定之日，以

下同）起未滿一年的他人的商標（他人的商標在商標權失效日期前已有一年以上

時間未曾使用者除外）或與之類似的商標，並使用于該商標權有關的指定商品或

類似商品上的；     

（１４）與根據農業種苗法（一九四七年法律第一一五號）第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品種註冊的規定中已註冊的品種名稱相同或類似的商標，並使用於該品種

的種苗或類似商品上的；     

（１５）可能與他人業務有關的商品發生混淆的商標（除第（１０）項到

第（１４）項所列出者外）；     

（１６）可能對商品的品質引起誤解的商標。    

（二）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及其機關，或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團體，或不

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事業，申請商標註冊而涉及前款第（６）項的商標時，不適

用該項規定。    

（三）雖然是符合第（一）款第（８）項、第（１０）項，或第（１５）項

的商標，但在申請商標註冊時，已不再符合於該款第（８）項、第（１０）項，

或第（１５）項者，不適用於上述各規定。    



（四）按第五十三條之二的規定，在取消商標註冊的審定已經確定時，其審

判的請求人對依該項審定而被取消註冊的商標或類似商標又提出商標註冊申請

時，不適用第（一）款第（１３）項的規定。    

第五條 ［商標註冊申請］    

（一）欲取得商標註冊者，必須向專利局局長提交申請書，並附上所要註冊

的商標圖樣及必要的說明書。所提交的申請書需包括下列內容：     

（１）商標註冊申請人的姓名或名稱、住址或居所以及法人的代表人的姓

名；     

（２）申請商標註冊的年、月、日；     

（３）指定商品及在下一條第（一）款的政令中所規定的商品分類。    

（二）關於欲將與自己已註冊或正在申請註冊的商標相類似的商標，使用於

該注冊商標或正申請註冊的商標有關的商品上；或者欲將自己已註冊或正在申請

註冊的商標，或與此相類似的商標使用於該注冊商標或正在申請註冊的商標有關

的指定商品的類似商品上，在欲取得上述情況的商標註冊時，必須在申請書中表

明該注冊商標及申請商標註冊的號數。    

（三）在第（一）款規定的表示商標圖樣的書面中，那些與圖樣用紙色彩相

同的部分不能看作是該商標的一部分。但是，能辨明其色彩所包括的範圍，且在

其書面上記明附有與用紙色彩相同的色彩的部分不在此限。    

第六條 ［一個商標一個申請］    

（一）申請商標註冊時，必須在政令所規定的商品分類表中，將使用該商標

的一種或二種以上的商品予以指定，並就每一商標為之。    

（二）前款的商品分類不是規定商品類似的範圍。    



第七條 ［聯合商標］    

（一）商標權擁有者除申請聯合商標的註冊外，不得將與自己已註冊的商標

類似的商標申請註冊，並使用於該已注冊商標的指定商品上，也不得將自己已註

冊的商標及類似商標進行註冊，而使用在該已注冊商標指定商品的類似商品上。    

（二）聯合商標的商標註冊申請生效並已進行設定商標權的註冊時，該商標

和與此有關的注冊商標相互成為聯合商標。    

（三）商標權擁有者除將與自己已注冊商標類似的商標使用在該注冊商標的

指定商品上，或將自己已注冊商標及其類似商標使用於該注冊商標指定商品的類

似商品上外，就其他商標不能進行聯合商標註冊。    

第八條 ［申請在先］    

（一）在不同的日期裡，對於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使用的相同或類似的商標，

有兩個以上的註冊申請時，只有最先提出申請商標註冊的人才可以對該商標進行

註冊。    

（二）在同一天裡，對於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使用的相同或類似的商標有兩

個以上的註冊申請時，只有商標註冊申請人之間相互協商所規定的那個商標註冊

申請人，才可以對該商標進行註冊。    

（三）放棄商標註冊申請而撤回或申請無效時，或者對商標註冊申請的決定

或審定確定時，該商標註冊申請將被認為是從一開始就未曾提出過，不適用於前

兩款的規定。    

（四）專利局局長在第（二）款的場合必須命令商標註冊的申請人，在指定

的期間內達成該項協議並呈報協商結果。    



（五）第（二）款的協議未能達成，或在前款指定期間內未能如期呈報協商

結果的報告時，專利局局長將根據公正的方法進行抽籤，只有一個抽中者可以得

到該商標註冊。    

第九條 ［申請時間上的特別規定］    

（一）在政府等開設的、或政府等以外的人舉辦的而為專利局局長所指定的

展覽會上，在巴黎公約成員國的領域內、政府等或得到政府許可的人舉辦的國際

展覽會上，以及在巴黎公約成員國以外的國家的領域內、由各該國政府或受政府

許可的人所舉辦而為專利局局長所指定的國際展覽會上，展出的商品上所使用的

商標，如由使用該商標的商品的展出人在商品展出後六個月內將此商品作為指定

商品申請商標註冊時，該商標註冊申請可視為是商品展出時即已提出。    

（二）商品註冊申請人就其申請註冊的商標欲適用前款規定時，必須在申請

商標註冊時同時向專利局局長提出記有該項意願的書面材料，並須在申請商標註

冊後三十天內，向專利局局長提出書面材料，證明商標註冊申請所涉及的商標和

商品系屬前款規定的商標和商品。    

第十條 ［商標註冊的分開申請］    

（一）商標註冊申請人在申請中如以二以上的商品作為指定商品時，可將申

請分開成為一個或二個以上新的商標註冊申請。    

（二）依前款規定將商標註冊申請分開，如在商標註冊申請經決定或審定已

確定後，不得為之。    

（三）在第（一）款的場合，新的商標註冊申請視為是在原來的商標註冊申

請時就提出來的。但適用前條第（二）款以及依第十三條第（一）款准用專利法

（一九五九年法律第一二一號）第四十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時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申請的變更］    

（一）商標註冊申請人可以將聯合商標的註冊申請變更為獨立的商標的註冊

申請（系指聯合商標的商標申請以外的商標註冊申請，下同）。    

（二）商標註冊申請人可以將獨立商標註冊申請變更為聯合商標註冊申請。    

（三）前兩款規定的商標註冊申請的變更，在對商標註冊申請的決定或審定

確定後不得為之。    

（四）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而為商標註冊申請的變更時，原來的商標

註冊申請視為已經撤回。    

（五）前條第（三）款的規定，准用於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的商標

註冊申請的變更。    

第十二條 ［同前條］    

（一）防護商標註冊申請人可以將其防護商標的註冊申請變更為商標註冊申

請。    

（二）在防護商標註冊申請的決定或審定確定之後，不得進行前款規定中的

申請變更。    

（三）在第（一）款規定的申請變更中，准用第十條第（三）款以及前條第

（四）款的規定。    

第十三條 ［專利法的准用］    

（一）專利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明細表等的補充修正和要點變更）以

及第四十三條［主張優先權的手續］的規定，准用於商標註冊申請。    

（二）專利法第三十三條以及第三十四條第四款至第七款（享受專利權）的

規定，准用由於商標註冊申請所發生的權利。 



   

第三章 審查   

  

第十四條 ［審查官的審查］    

專利局局長應命審查官對商標註冊申請與對註冊提出的異議進行審查。    

第十五條 ［駁回的核定］    

審查官對具有下列各項情況之一的商標註冊申請，應為駁回該商標註冊申請

的決定：    

（一）申請註冊的商標依第三條、第四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或

第（三）款、第八條第（二）款或第（五）款、第五十一條第（二）款、第五十

三條第（二）款，以及第七十七條第（三）款所定準用的專利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不能進行商標註冊時；    

（二）申請註冊的商標，依條約的規定，不能進行商標註冊時；    

（三）商標註冊申請不具備第六條第（一）款所規定的要件時；    

（四）申請註冊的商標與在巴黎公約成員國內享有關於商標的權利（僅限於

相當於商標權的權利，下同）的商標相同或類似，並使用在該權利所及的相同或

類似商品上，且在既沒有正當的理由又未得到享有關於商標的權利的人的許可，

就由其代理人或代表者提出商標註冊申請；或由在該商標申請日前一年內曾任代

理人或代表者的人提出商標註冊申請時。但本條款只有在享有關於商標的權利的

人以申請註冊的商標是相當於本項的規定為理由而對其註冊提出異議時才適

用。    

第十六條 ［申請公告］    



（一）審查官如對商標註冊申請沒有發現駁回的理由時，必須作出發佈申請

公告的決定。    

（二）當決定發佈申請公告時，專利局局長應在將決定的副本送交商標註冊

申請人後發佈申請公告。    

（三）發佈申請公告，應在“商標公報”上刊載下列事項：     

（１）商標註冊申請人的姓名或名稱，以及住所或居所；     

（２）商標註冊申請的號數及年、月、日；     

（３）附在申請書上的要求註冊的商標圖樣的內容；     

（４）指定商品；     

（５）申請公告的號數及年、月、日；     

（６）除前列各款所述內容以外的必要事項。    

（四）在發佈申請公告時，准用專利法第五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申請

文件的公開查閱）。    

第十七條 ［專利法的准用］    

在審查商標註冊申請時，准用專利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審查官的資格）、

第四十八條（審查官的回避）、第五十條（通知駁回理由）以及第五十三條至第

六十五條（駁回補充修正、對專利的異議、審定的方式、申請公告決定後的補充

修正及與訴訟的關係）的規定。   

  

第四章 商標權   

  

第一節 商標權    

第十八條 ［設定商標權的註冊］    



（一）商標權經設定註冊後生效。    

（二）按第四十條第（一）款的規定繳納註冊費用後，可進行設定商標權的

註冊。    

（三）進行前項註冊後，必須在《商標公報》上公佈：商標權者的姓名或名

稱，以及住所或居所、註冊號數及設定註冊的年、月、日。    

第十九條 ［有效期限］    

（一）商標權的有效期限是自設定註冊之日起十年。    

（二）商標權有效期限可以根據續展註冊的申請進行續展，但下列情況不在

此限：     

（１）該注冊商標符合第四條第（一）款第（１）項至第（３）項、第（５）

項、第（７）項或第（１６）項所列的商標時；     

（２）在續展申請前（如適用下一條第（三）款的規定時，則在該條第（二）

款所規定的期滿前）三年以內，在日本國內商標權人、專用使用權人或一般使用

權人中的任何人，都未在其指定商品上使用其註冊的商標（在注冊商標與其他注

冊商標組成聯合商標時，系指該注冊商標及該其他注冊商標）時；    

（三）在前款但書中第（２）項的情形，在指定商品上未使用其注冊商標，

如有正當理由時，該項規定不適用。    

第二十條 ［有效期限的續展註冊］    

（一）欲取得商標權有效期限續展註冊者，必須向專利局局長提交記載下列

事項的申請書：     

（１）申請人的姓名或名稱，以及住所或居所及作為法人的代表者的姓名；     

（２）商標註冊的註冊號碼。    



（二）續展註冊申請必須在商標權的有效期滿前六個月到三個月的時間內進

行。    

（三）當續展註冊的申請者，由於不可歸責於己的理由而未能在前款規定期

間內提出其申請時，雖有前款的規定，仍可以在該理由消失之日起十四天內提出

申請，但必須是在規定期間屆滿後二個月以內。    

（四）對商標權的有效期限提出續展註冊申請後，其有效期視為已經續展。

但該申請被駁回的審定確定後，或商標權的有效期續展註冊已生效時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之二 ［同前條］    

申請續展註冊者應在申請的同時，向專利局局長提交下列檔中的件何一種：    

（１）證明該申請不屬於第十九條第（二）款但書第（２）項的必要文件；    

（２）表明具有第十九條第（三）款中所規定的正當理由的必要文件。    

第二十一條 ［同前條］    

（一）商標權有效期限續展註冊的申請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時，審查官應作

出決定，駁回該申請：     

（１）申請的注冊商標屬於第十九條第（二）款但書中第（１）項時；     

（２）依前條第（一）款所提出的文件，不能證明該項申請不屬於第十九

條第（二）款但書第（２）項時，或依前條第（二）款所提出的文件，不能證明

該項申請具有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正當理由時；     

（３）申請人不是該商標權人時。    

（二）在對商標權有效期續展註冊申請未曾發現有駁回的理由時，審查官應

決定批准續展註冊。    

第二十二條 ［同前條］    



第十四條以及專利法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和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准用於商

標權有效期限的續展註冊申請的審查。    

第二十三條 ［有效期限續展的註冊］    

（一）依第四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已繳納註冊費用時，商標權有效期續展

應予以註冊。    

（二）第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准用於前款的註冊。    

第二十四條 ［商標權的移轉］    

（一）在有兩個以上的指定商品進行商標權的移轉時，可以按每個指定商品

予以分開辦理。但如被分開的指定商品與其以外的任何一個指定商品相類似時，

不在此限。    

（二）聯合商標的商標權不能單獨分開移轉。    

（三）受讓商標權時，應按通商產業省命令的規定，在日報上公佈其事實。    

（四）商標權的移轉（根據繼承等一般承繼除外）從按前款規定公佈日起，

必須經過三十天以後方可註冊。    

（五）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或其機關，以及非營利的公益團體的商標註冊申

請中，凡與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有關的商標權不得轉讓。    

（六）從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事業的商標註冊申請中，凡與第四條第（二）

款規定有關的商標權，除隨同其事業者外不得移轉。    

第二十五條 ［商標權的效力］    

商標權人有在指定商品上使用注冊商標的專有權。但在對其商標權已設定專

用使用權時，在專用使用權人使用其注冊商標的專有權範圍內，除外。    

第二十六條 ［商標權效力所不及的範圍］    



（一）商標權的效力，不及於下列商標：     

（１）以普通的方式用自己的肖像或自己的姓名、或著名的雅號、藝名或

筆名及其上述著名的略稱所表示的商標；     

（２）以普通的方式用該指定商品或與此類似商品的通用名稱、產地、銷

售地、品質、原材料、功能、用途、數量、形狀、價格，或生產加工或使用方法

或時期表示的商標；     

（３）該指定商品或與此類似的商品上所慣用的商標。    

（二）前款第（１）項規定不適用於在設立商標權註冊以後，出於不正當競

爭的目的用自己的肖像，或自己的姓名、名稱或著名的略稱的情況。    

第二十七條 ［注冊商標等的範圍］    

（一）注冊商標的範圍，應根據申請書所附說明所表示的商標來決定。    

（二）指定商品的範圍必須根據申請書的記載來決定。    

第二十八條 ［同前］    

（一）關於商標權的效力，可請求專利局審查決定之。    

（二）在依前款規定提出要求後，專利局局長必須指定三名審判官進行審

查。    

（三）除前款規定者外，有關審查手續由政令規定之。    

第二十九條 ［與他人的外觀設計權等的關係］    

在指定商品上使用的注冊商標，因它的使用方式與該商標註冊申請日前的他

人已註冊的外觀設計權，或與該商標註冊申請日前的他人的著作權發生抵觸時，

商標權人、專用使用權人或一般使用權人在指定商品中的抵觸部分，不得依該使

用方式使用所註冊的商標。    



第三十條 ［專用使用權］    

（一）商標權人可以對其商標權設定專用使用權，但第四條第（二）款規定

的商標註冊申請的商標權除外。    

（二）專用使用權人在其設定行為規定範圍內，有在指定商品上使用注冊商

標的專有權利。    

（三）專用使用權，只限於在得到商標權人的允許，或在繼承等一般承繼的

情形下，才得移轉。    

（四）專利法第七十七條第（四）款、第（五）款、第九十七條第（二）款

和第九十八條第（一）款第（２）項及第（二）款的規定，准用於專用使用權。    

第三十一條 ［一般使用權］    

（一）商標權人就其商標權可允許他人有一般使用權。但第四條第（二）款

規定的商標註冊申請的商標權除外。    

（二）一般使用權人在其設定行為規定的範圍內，有在指定商品上使用注冊

商標的權利。    

（三）一般使用權只限於在得到商標權人（如系關於專用使用權的一般使用

權，則為商標權人和專用使用權人）的允許，或在繼承等一般承繼的情形下，才

得移轉。    

（四）專利法第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九十四條第（二）款、第九十七條

第（三）款以及第九十九條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規定，准用於一般使用權。    

第三十二條 ［首先使用的商標的使用權利］    

（一）於日本國內在他人的商標註冊申請以前，不是出於不正當競爭的目的，

而在其商標註冊申請有關的指定商品或類似商品上使用該商標或類似商標的結



果，已使消費者熟知該商標是標誌著自己所經營的商品時，在該商標申請註冊時

（依第十三條第（一）款中准用專利法第四十條的規定，或依第十七條中、第五

十六條第（一）款准用專利法第一五九條第一款，或依第六十一條中准用專利法

第一七四條第一款，准用該法第一五九條第一款，分別准用該法第五十三條第四

款的規定，該商標註冊申請被視為已經提出了補充手續書時，系指原商標註冊申

請之時或提出補充手續書之時），如申請人繼續在其商品上使用該商標時，則在

該商品上有使用該商標的權利。該業務的承繼者也同樣如此。    

（二）該商標權人或專用使用權人，可以要求前款規定的有商標使用權人附

加適當的表示以防止後者經營的商品和自己經營的商品相混淆。    

第三十三條 ［由於在申請無效審判註冊前使用商標而得到的使用商標的權利］    

（一）符合下列各項之一者，在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的審判申請註冊前，

不知道該項商標註冊符合該條該款之一的情形，且已於日本國內在指定商品或類

似商品上使用該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用該商標標誌自己經營的商品而為消費者

所熟知，如該人繼續在那些商品上使用該商標時，則在該商品上有使用該商標的

權利。該業務的承繼者亦同樣如此。     

（１）在相同或類似的指定商品上使用的相同或類似商標中，有兩個以上商標註

冊時，其一為無效時的原商標權人；     

（２）商標註冊無效，而正當權利人在對於相同或類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類似的

商標進行商標註冊時的原商標權人；     

（３）在前兩項情況下，對於根據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申請審判註冊時，已經

無效的注冊商標的商標權有專用使用權者，或對於該商標權或專用使用權具有依



第三十一條第（四）款准用專利法第九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而擁有一般使用權

者。    

（二）該商標權人或專用使用權人，可以從依前款規定有使用商標權的人那

裡，獲得相當等價報酬的權利。    

（三）前條第（二）款的規定，准用於第（一）款的情形。    

第三十四條 ［質權］    

（一）以商標權、專用使用權或一般使用權為標的已設立質權時，除在契約

上另有規定外，質權人不得在該指定商品上使用該注冊商標。    

（二）專利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准用於以商標權、專用使用權或一般使用

權為標的的質權。    

（三）專利法第九十八條第一款第三項及第二款的規定，准用於以商標權或

專用使用權為標的的質權。    

（四）專利法第九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准用於以一般使用權為標的的質

權。    

第三十五條 ［專利法的准用］    

專利法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款、第九十八條第一款第

一項及第二款的規定，准用於商標權。    

第二節 侵害權利    

第三十六條 ［排除侵害請求權］    

（一）商標權人或專用使用權人，對侵犯或有可能侵犯自己的商標權或專用

使用權的人，可以請求其停止或預防這種侵犯。    



（二）商標權人或專用使用權人，根據前款規定提出請求時，可以要求廢棄

構成侵權行為的物品，撤銷供侵權行為所用的設備或為其他預防侵權的必要行

為。    

第三十七條 ［視為侵權的行為］    

下列行為視為對該商標權或專用使用權的侵權行為：     

（１）在指定商品上使用與注冊商標類似的商標，或在與指定商品類似的商

品上使用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     

（２）為了轉讓或交付，而持有在指定商品或類似的商品或其商品的包裝上

附以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之物品；     

（３）為了要在指定商品或類似商品上使用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而持有表

示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之物品；     

（４）為了使別人在指定商品或類似商品上使用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進行

轉讓、交付或為轉讓、交付而持有表示注冊商標或類似商品之物品；     

（５）為了在指定商品或類似商品上自己使用或使他人使用注冊商標或類似

商標，而製造或輸入表示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之物品；     

（６）只是為了製造表示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的商品，而以製造、轉讓、交

付或輸入所需用的物品為業的。    

第三十八條 ［損害額的推定等］    

（一）商標權人或專用使用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而侵犯自己權利的人，

要求其賠償自己因其侵害所受的損害時，如果侵權人因侵權行為而獲得利益時，

推定其利益額為商標使用權人或專用使用權人所受損害額。    



（二）商標權人或專用使用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犯自己的商標權或專

用使用權的人，可以要求相當於使用該注冊商標時一般獲得的金額的金錢作為自

己所受損失的賠償。    

（三）前款的規定不妨礙要求超過該款所定金額的損害賠償。在此情況下，

如侵犯商標權或專用使用權者沒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法院在確定損害賠償額時，

可以考慮此點決定之。    

第三十九條 ［專利法的准用］    

專利法第一零三條、第一零五條與第一零六條的規定，准用於對商標權或專

用使用權的侵害。    

第三節 註冊費    

第四十條 ［註冊費］    

（一）得到設立商標權的註冊者每一件應繳納三萬七千元註冊費。    

（二）得到商標權有效期限的續展註冊者每件必須繳納七萬元註冊費。    

（三）前兩款的規定，對屬於國家的商標權不適用。    

第四十一條 ［註冊費的繳納期限］    

（一）前條第（一）款規定的註冊費必須從商標註冊審定或審決的副本送達

日起三十天以內繳納。    

（二）前條第（二）款規定的註冊費必須從商標權有效期續展註冊的審定或

審決副本送達日（在商標的有效期滿前將此件送達時，系指有效期滿之日）起三

十天以內繳納。    

（三）專利局局長根據應繳納註冊費的人的請求，可以延長前兩款規定的期

限，但不得超過三十天。    



第四十二條 ［誤繳的註冊費的退還］    

（一）誤繳的註冊費，依繳納人的請求予以退還。    

（二）自繳納日起經過一年者，不得再按前款的規定請求退還註冊費。    

第四十三條 ［專利法的准用］    

專利法第一一零條（由利害關係人繳納專利費）的規定，准用於繳納註冊費。 

    

第五章 審判   

  

第四十四條 ［對於駁回審定的審判］    

（一）被駁回審定者對該審定不服時，可在該審定的副本送達日起三十天內

提出請求對其審判。    

（二）前款審判申請人因不得歸責於己的理由在該款規定的期間內未能提出

申請時，可不受該款規定的限制。在其理由消失日起十四天以內、在前款規定期

滿後六個月之內，可以提出申請。    

第四十五條 ［對駁回補充材料決定的審判］    

（一）根據第十七條中所准用的專利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受到駁回

決定者對該決定不服時，在該決定的副本送達之日起三十天內可以提出請求對其

審判。但依第十七條中准用的專利法第五十三條第四款的規定，已提出新的商標

註冊申請時除外。    

（二）前條第（二）款的規定准用於前款的審判請求。    

第四十六條 ［商標註冊無效的審判］    



（一）商標註冊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時，可以對之請求審判、宣告該商標註

冊無效。在此情況下，如商標註冊涉及兩個以上的指定商品時，可按每個指定商

品分別提出請求審判：     

（１）該商標註冊違反第三條、第四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或第

（三）款、第八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第五十一條第（二）

款、第五十三條第（二）款或第七十七條第（三）款中所准用的專利法第二十五

條的規定時；     

（２）該商標註冊違反條約時；     

（３）對於還沒有繼承該商標註冊申請所產生的權利者，提出的商標註冊申

請取得商標註冊時；     

（４）商標註冊後，該商標權人根據第七十七條第（三）款所准用的專利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已變成不再享有商標權時，或者該商標註冊違反條約時。    

（二）前款的審判，即使在商標權失效後，也可以請求。    

（三）審判長在接到第（一）款的審判請求時，必須將其內容通知給該商標

權的專用使用權人和其他擁有使用該商標註冊有關的註冊權利者。    

第四十七條 ［同前條］    

商標註冊違反第三條、第四條第（一）款第（８）項或從第（１１）項到第

（１５）項、第七條第（一）款或第（三）款或第八條第（一）款、第（二）款

或第（五）款的規定時；商標註冊違反第四條第（一）款第（１０）項（以不正

當競爭為目的，取得商標註冊的情況除外）的規定時，或商標註冊符合前條第（一）

款第（３）項時，該款對於這些商標註冊的審判，在商標權設立註冊之日起已滿

五年者，不得再提出請求。    



第四十八條 ［商標權有效期限的續展註冊無效的審判］    

（一）商標權的有效期限的續展註冊符合下列各項之一時，可以提出請求進

行對該續展註冊無效的審判。在此情況下，如其續展註冊所指定的商品是兩個以

上時，可按每個指定商品分別提出申請。    

（１）該續展註冊違反第十九條第（二）款但書的規定時；    

（２）該續展註冊不是由該商標權人申請時。    

（二）第四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准用於前款審判的請求。    

第四十九條 ［同前條］    

商標權有效期限的續展註冊違反第十九條第（二）款但書第（２）項的規定

時，或商標權有效期限的續展註冊符合前條第（一）款第（２）項時，該項續展

註冊的審判從商標權有效期續展註冊之日起已滿五年者，不得再對其提出請求。    

第五十條 ［撤銷商標註冊的審判］    

（一）商標權人、專用使用權人或一般使用權人連續三年以上，在日本國內

都沒有在其指定商品上使用該注冊商標時，可以提出請求撤銷該指定商品上的注

冊商標。    

（二）提出前款審判的請求後，被告不能證明該審判登記前三年以內，在日

本國內的商標權人、專用使用權人或一般使用權人中的任何人在被指控的任何指

定商品上使用注冊商標（在有與該注冊商標相互成為聯合商標的其他注冊商標時，

系指該注冊商標或其他注冊商標）的情況時，商標權人在其指定商品上的商標註

冊即應撤銷。但申請人說明在其指定商品上未使用注冊商標是有正當的理由時，

不在此限。    

第五十一條 ［同前條］    



（一）商標權人故意在指定商品上使用注冊商標的類似商標，或在指定商品

的類似商品上使用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而使商品的品質被誤認或與他人業務上

的商品發生混淆時，任何人都可以請求進行撤銷其商標註冊的審判。    

（二）原來的商標權人，在按前款規定撤銷商標註冊的判決確定之日起未滿

五年時，不得在上述指定商品或類似商品上對該注冊商標及類似商標進行註冊。    

第五十二條 ［同前條］    

前條第（一）款的審判，在商標權人事實上不使用該款所述的商標已滿五年

者，不得再提出。    

第五十三條 ［同前條］    

（一）專用使用權人或一般使用權人在指定商品或類似商品上使用注冊商標

或類似商標，而造成對商品品質的誤認或與他人業務上的商品發生混淆時，任何

人都可以提出撤銷該商標註冊的審判請求。但在該商標權人並不知道這個事實的

情況且已經給予充分注意時，不在此限。    

（二）商標權人或是專用使用權人，或是一般使用權人使用前款規定的商標，

在按前款規定撤銷其商標註冊的判決確定之日起未滿五年者，不得在其指定商品

或類似商品上對該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進行註冊。   （三）前條的規定准用

於第（一）款的審判。    

第五十三條之二 ［同前條］    

注冊商標系屬於巴黎公約成員國商標權人所擁有的商標或類似商標，並以該

商標權所及商品或類似商品作為指定商品，且此商標註冊申請在既無正當理由又

未得到該商標權人允許的情況下，就由其代理人或代表者，或在該商標註冊申請



日前一年以內曾為其代理人或代表者註冊時，對該商標擁有權利的人，可以提出

請求審判撤銷該商標註冊。    

第五十三條之三 ［同前條］    

在商標權設定的註冊之日起已滿五年者，不得對其提出前條審判申請。    

第五十四條 ［同前條］    

撤銷商標註冊的審決確定時，商標權在其後即消滅。    

第五十五條 ［同前條］    

第四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准用於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五十條第

（一）款、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五十三條第（一）款或第五十三條之二的

審判請求。    

第五十六條 ［專利法的准用］    

（一）專利法第一二五條、第一三一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從第一三二條到第

一五四條、第一五五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從一五六條到第一六一條、第一六二條、

第一六三條、從第一六七條到第一七○條的規定，准用於審判。在此種情況下，

該法第一三二條第一款、第一四五條第一款、第一六七條以及第一六九條第一款

中所說的“第一二三條第一款或第一二九條第一款”應代之以：“商標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款、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五十條第（一）款、第五十一條第

（一）款、第五十三條第（一）款或第五十三條之二”。    

（二）專利法第一五五條第三款的規定，准用於商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及

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的審判。   

  

第六章 再審和訴訟    



 

第五十七條 ［再審的請求］    

（一）對已確定的審決，當事人可以請求再審。    

（二）民事訴訟法（一八九０年法律第二十九號）第四二０條第一款和第二

款以及第四二一條的規定，准用於前款的再審請求。    

第五十八條 ［同前］    

（一）審判的原告和被告懷著損害第三者的權利或利益的目的同謀請求審決

時，該第三者可以對已確定的審決請求再審。    

（二）前款的再審必須將上述原告和被告作為共同的被告提出。    

第五十九條 ［根據再審恢復的商標權的效力限制］    

與已經無效或撤銷的商標註冊、或無效的有效期限續展註冊有關的商標權在

根據再審恢復時，商標權的效力不及于下列行為：    

（一）在該審決確定之後而在請求再審註冊前，於該指定商品上善意地使用

該注冊商標；    

（二）在該審決確定之後而在再審請求註冊前，善意地行使第三十七條各項

行為。    

第六十條 ［同前］    

（一）已失效或已撤銷的商標註冊，或已失效的有效期限續展註冊的商標權

經過再審而恢復時，或審決被駁回的商標註冊申請及有效期限續展註冊申請的商

標權的設定或商標權有效期的續展經過再審得到註冊時，當某人在該審決確定之

後，但在請求再審註冊之前已在日本國內於指定商品或類似商品上善意地使用該

注冊商標或類似商標，且使用的結果實際上在請求再審註冊之際，其商標已為消



費者所熟知是表示該企業商品的商標時，該使用者只要繼續在其商品上使用該商

標時，就擁有在其商品上使用該商標的權利。此規定亦同樣適用於該企業的繼承

者。    

（二）第三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准用於前款的情形。    

第六十一條 ［專利法的准用］    

專利法第一七三條、第一七四條第一款到第三款和第五款的規定，准用於再

審。在這種情形，同法第一七四條第三款中所說的“第一二三條第一款或第一二

九條第一款”，可以代之以“商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第四十八條第（一）

款、第五十條第（一）款、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五十三條第（一）款或第

五十三條之二”。    

第六十二條 ［刪除］    

第六十三條 ［對審決等的訴訟］    

（一）對審決的訴訟，按第五十六條第（一）款、或第六十一條中准用的專

利法第一七四條第一款及根據分別准用的專利法中第一五九條第一款中所准用

的專利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 ，對作出的駁回決定的訴訟 ，以及對審判或

再審的請求被駁回的決定的訴訟，專屬於東京高等法院管轄。    

（二）從專利法第一七八條第二款到第六款、從第一七九條到第一八二條的

規定，准用於前項的訴訟。在此情形，同法第一七九條中所說的“第一二三條第

一款或第一二九條第一款”，可代之以“商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第四十

八條第（一）款、第五十條第（一）款、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五十三條第

（一）款或第五十三條之二”。    

第六十三條之二 ［申明不服與訴訟的關係］    



專利法第一八四條之二的規定，准用於本法或基於本法的命令所規定的處分

的撤銷訴訟（第七十七條第（六）款中所規定的處分除外）。  

   

第七章 防護商標   

  

第六十四條 ［防護商標註冊的必要條件］    

商標權人在表示自己業務上的指定商品的注冊商標，已廣為消費者所熟知的

情況下，為了防止他人在其注冊商標的指定商品以及類似商品以外的商品上使用

該注冊商標，而該商品又有可能與自己業務上的商品發生混淆的危險時，可以在

這些可能有混淆危險的商品上進行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標誌的防護商標的註冊。    

第六十五條 ［申請的變更］    

（一）商標註冊申請人可將其商標註冊申請變更為防護商標註冊申請。    

（二）根據前款規定申請之變更，在決定發佈商標註冊申請公告的副本送達

後，不得再提出。    

（三）第十條第（三）款以及第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准用於根據第（一）

款規定申請變更的情形。    

第六十六條 ［基於防護商標註冊的權利的附屬性］    

（一）基於防護商標註冊的權利，在該商標權移轉時，應隨同該商標權一起

移轉。但在該商標權已經分開移轉時，則上述防護商標的權利消滅。    

（二）基於防護商標註冊的權利在該商標權失效時亦失效。    

第六十七條 ［視為侵害的行為］    

下列行為視為侵害該商標權或專用使用權的行為：    

（１）在指定商品上使用註冊防護商標；    



（２）為了轉讓或交付而持有在指定商品或其商品包裝上附以註冊防護商標

的物品；    

（３）為了在指定商品上使用註冊防護商標而持有表示註冊防護商標的物

品；    

（４）為了使別人在指定商品上使用註冊防護商標，進行轉讓或交付，或為

了轉讓、交付而持有表示註冊防護商標的物品；    

（５）為了在指定商品上自己使用或使他人使用註冊防護商標，而製造或輸

入表示註冊防護商標的物品。    

第六十八條 ［關於商標的規定的准用］    

（一）第五條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條第（一）款、第十條以及第

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准用於防護商標註冊的申請。在這種情形，第五條第

（一）款中“（３）指定商品以及下一條第（一）款的政令中規定的商品分類”，

可用“（３）指定商品以及下一條第（一）款的政令中規定的商品分類。（４）

防護商標註冊申請的商標的註冊號碼”代替之。    

（二）從第十四條到第十七條的規定，准用於防護商標註冊申請的審查。在

這種情形，第十五條第（一）款所說的“第三條、第四條第（一）款、第七條第

（一）款或第（三）款、第八條第（二）款或第（五）款、第五十一條第（二）

款、第五十三條第（二）款”，可代之以“第六十四條”。    

（三）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款以及第（二）款（同款中但書條款的

第（２）項除外）、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１）項和第（３）項以

及第（二）款、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從第二十六條到第二十八條、第三十

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從第四十條到第四十三條，以及第六十九條的



規定，准用於基於防護商標註冊而得到的權利。在這種情形，第十九條第（二）

款但書條款所說的“相當於第四條第（一）款第（１）項到第（３）項、第（５）

項、第（７）項和第（１６）項所列的商標”和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第（１）

項所說的“相當於第十九條第（二）款但書條款第（１）項”，可代之以“按照

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不能接受防護商標註冊”。    

（四）從第四十四條到第四十六條，從第五十三條之二到第五十四條和第五

十六條的規定，准用於有關防護商標註冊的審判。在這種情形，第四十六條第（一）

款第（１）項所說的“第三條、第四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或第（三）

款、第八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第五十一條第（二）款、第

五十三條第（二）款”，可代之以“第六十四條”，同款第（４）項中“條約”

可代之以“第六十四條的規定或條約”。    

（五）從第五十七條到第六十三條之二的規定，在有關防護商標註冊的再審

和訴訟時准用之。在這種情形，第五十九條第（二）款中所說的“第三十七條各

項”，可代之以“從第六十七條第（二）款到第（五）款”。 

    

第八章 附則    

 

第六十八條之二 ［手續的補正］    

已辦理商標註冊申請、防護商標註冊申請、其他的商標註冊申請或防護商標

註冊有關的手續者，限於系屬事件的審查、審判或再審的情形，可以對其進行補

正。但在作出發佈申請公告決定副本送達之後除按照第十七條（包括前條第（二）

款准用的情形）、第五十六條第（一）款（包括前條第（四）款准用的情形）中

准用的專利法第一五九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時，或在第六十一條（包括前條第（五）



款中准用的情形）中准用專利法第一七四條第一款時，准用專利法第一五九條第

二款或第三款，以及分別准用專利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進行補正的情形之外，不

能對其進行這種補正。    

第六十九條 ［在兩個以上的指定商品上的商標權的特別規定］    

（一）指定商品在適用於關於幾個商標註冊或商標權的第三十三條第（一）

款、依第三十五條准用的專利法第九十七條第一款或第九十八條第一款第（１）

項、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包括依第四十八條第（二）款准用的情形）、

第五十四條、依第五十六條第（一）款准用的專利法第一二五條、本法第五十六

條第（一）款或第六十一條准用的專利法第一七四條第三款又分別准用的專利法

第一三二條第一款、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六十條、第七十一條第（一）款第（１）

項或依第七十五條第（二）款准用的專利法第一九三條第二款第五項的規定時，

視為對每一個指定商品都已進行商標註冊，並視為均享有商標權。    

（二）指定商品在適用於關於幾個商標註冊或商標權的第五十九條、第六十

條的規定時，視為對每一個指定商品都已進行商標權有效期的續展註冊。    

第七十條 ［與注冊商標相類似的商標等的特別規定］    

（一）第十九條第（二）款但書第（２）項或第（三）款、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二）款、第三十一條第（二）款、第三十四條第（一）

款、第三十八條第（二）款、第五十條、第五十九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

第七十三條或第七十四條所提及的“注冊商標”，包括那些與注冊商標類似的、

且當使用與注冊商標同樣的色彩時，視為是和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    



（二）第四條第（一）款第（１２）項或第六十七條中所提及的“註冊防護

商標”，包括與註冊防護商標類似、且當用與註冊防護商標同樣的色彩時，視為

是與註冊防護商標相同的商標。    

（三）第三十七條第（一）款或第五十一條第（一）款所說的“與注冊商標

類似的商標”，不包括與注冊商標類似且當用與注冊商標同樣色彩時，視為是與

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    

第七十一條 ［在商標底簿上的註冊］    

（一）下列事項，在專利局設置的商標底簿上註冊：     

（１）商標權的設定，有效期的續展、移轉、變更、撤銷及處分的即制；     

（２）基於防護商標註冊確立的權利，有效期的續展、移轉或撤銷；     

（３）專用使用權或一般使用權的設定、保留、移轉、變更、撤銷或處分的

限制；     

（４）以商標權、專用使用權或一般使用權為標的的質權的設定、移轉、變

更、撤銷或處分的限制。    

（二）商標底簿的全部或一部分，可以用磁帶（包括按照類似方法，可以準

確地記錄一定事項的物品，下同）製作出來。    

（三）本法規定者以外，與註冊有關的必要事項由政令規定之。    

第七十二條 ［證明等的請求］    

任何人都可以向專利局局長請求交付與商標註冊或防護商標註冊有關的證

明、文件的節錄或副本，以及閱覽或謄寫檔，或交付商標底簿中，用磁帶錄製部

分所記載的事項的檔。但文書中的記載有損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時除外。    

第七十三條 ［注冊商標的表示］    



商標權人，專用使用權人，或一般使用權人，根據通商產業省令的規定，在

指定商品或指定商品的包裝上附有注冊商標時，必須儘量在其商標上附注該商標

系注冊商標的表示（以下稱為“注冊商標的表示”）。    

第七十四條 ［禁止虛偽的表示］    

任何人都不准有下列行為：    

（一）使用非注冊商標的商標時，在該商標上附有注冊商標的表示或附有易

與注冊商標混淆的表示的行為；    

（二）在非指定商品的商品上使用注冊商標時，在其商標上附有注冊商標的

表示或附有易與注冊商標混淆的表示的行為；    

（三）為轉讓或交付而在商品或商品包裝上附有非注冊商標的商標，或在非

指定商品的商品或其包裝上附有注冊商標，並在這些商標上附有注冊商標的表示

或易引起混淆的表示的行為。    

第七十五條 ［商標公報］    

（一）專利局發行《商標公報》。    

（二）專利法第一九三條第二款第（１）項到第（４）項、第（５）項、第

（６）項及第（８）項的規定，准用於《商標公報》。    

第七十六條 ［手續費］    

（一）附表中的中欄所列者必須分別在同表右欄中金額的範圍內，繳納政令

所規定數額的手續費。    

（二）附表的中欄中所列者為國家時，不適用前款規定。    

（三）誤納的手續費，根據繳納者的申請予以退還。    

（四）從繳納日起經過一年以後，不得按前款規定申請退還手續費。    



第七十七條 ［專利法的准用］    

（一）從專利法第三條到第五條的規定，准用於本法所規定的期間及期日。    

（二）專利法第六條到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第十八條到第

二十四條以及第一九四條的規定，准用於商標註冊申請、防護商標註冊的有關程

式中。    

（三）專利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准用於商標權以及其他與商標註冊有關的

權利。    

（四）專利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准用於商標註冊和防護商標註冊。    

（五）專利法第一八九條到第一九二條的規定，准用於本法規定的送達中。    

（六）專利法第一九五條之三的規定，在按本法規定的、對補充修正駁回的

決定、核定、審決和審判，或對再審的申請書駁回的決定以及對本法規定的不能

進行不服申訴的處分中准用之。   

  

第九章 罰 則    

 

第七十八條 ［侵害罪］    

侵害商標權或專用使用權者，處五年以下的徒刑或五十萬元以下的罰金。    

第七十九條 ［詐欺罪］    

以詐欺行為進行商標註冊、防護商標註冊，或基於商標權、防護商標註冊的

權利得到有效期限的續展註冊者或受到審決者，處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二十萬元

以下的罰金。    

第八十條 ［虛偽表示罪］    

違反第七十四條的規定者，處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二十萬元以下的罰金。    



第八十一條 ［偽證罪］    

（一）根據本法規定，宣過誓的證人、鑒定人或翻譯人員對專利局或受專利

局委託的法院進行虛偽的陳述、鑒定或翻譯時，處以三個月以上，十年以下的徒

刑。    

（二）犯前款罪行者，在確定事件審核或審判前自白時，可以減輕或免除其

刑。    

第八十二條 ［兩罰規定］    

法人的代表者，或法人及自然人的代理人、使用人等其他從業人員，在與該

法人或與該自然人業務有關的事務上，有違反第七十八條到第八十條的行為時，

除處罰行為者外，對該法人，或該自然人也同時判以各該條的罰金。    

第八十三條 ［罰款］    

根據第五十六條第（一）款（包括第六十八條第（四）款中准用的情形），

在第十七條（包括第六十八條第（二）款中准用的情形）所准用專利法第五十九

條或在第六十一條（包括第六十八條第（五）款准用的情形）中所准用專利法的

第一七四條第一款到第三款、以及分別准用專利法第一五一條中所准用的民事訴

訟法的第二六七條第二款或第三三六條的規定宣過誓者，對專利局或專利局委託

的法院進行虛偽的陳述時，處以五千元以下的罰款。    

第八十四條 ［同前］    

根據本法的規定，受專利局或專利局委託的法院傳訊者，在沒有正當的理由

而不出庭或拒絕宣誓、陳述、作證、鑒定或翻譯時，處以五千元以下的罰款。    

第八十五條 ［同前］    



在調查證據或證據保全中，按本法的規定，由專利局或專利局委託的法院命

令其提交或提示有關物體的人，沒有正當的理由而不服從命令時，處以五千元以

下的罰款。   

（以下附則與附表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