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書文件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守望鶯歌名稱及專用圖檔非專屬授權合作原則
一、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運用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守望鶯歌」裝置
藝術，加速品牌認知度，積極行銷本市城市形象，帶動產業觀光，開放
非專屬授權供各單位機關使用，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經發局）
。
三、 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守望鶯歌名稱及專用圖檔及商標(以下合稱本專用圖檔)：係指經
發局所有如附件1所示之文字與圖樣。
（二） 授權：係指合作單位依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及商
標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取得本專用圖檔非專屬授權。
（三） 產品：係指本專用圖檔所附著之產品。
（四） 商業使用：係指以獲取商業利益或金錢報酬為目的，利用本專用
圖檔於授權產品之行為。
（五） 非商業使用：係指經經發局認定非基於營利目的利用本專用圖檔
於授權產品之行為，包括但不限於公益目的、促進產業發展等之
利用行為。
（六） 公益回饋計畫：係指以商業使用為目的，須自行提出回饋本市之
公益計畫，如向「新北愛心大平台」捐款或實物捐贈等，形式不
限。
四、 各單位機關欲取得本專用圖檔之授權製作產品時，應依合作提案書格式
（附件2）向經發局提出合作企劃書進行說明。
五、 合作企劃書經經發局評估可進行合作，若為商業使用者，經審核公益回
饋計畫後，始得辦理簽訂守望鶯歌名稱及專用圖檔非專屬授權契約相關
事宜。但非商業使用者不在此限。
六、 前項授權契約之授權期間除契約另有約定外，自簽約日起算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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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一)平面商標：
編號

圖案

商標類別
003、006、008、
009、010、012、
014、016、017、
018、020、021、
022、024、025、
026、027、028、
029、030、032、
035、036、039、
040、041、042、
043、044

商品及服務類別
003 香水；除汗臭劑；口紅；爽身粉；化
粧品；香皂；洗面乳；沐浴乳；洗潔精；
香精油；精油；茶浴包；漱口水；牙膏；
口氣清新噴劑；皮革亮光劑；防曬油；寵
物用洗髮精；寵物洗浴乳；空氣芳香劑。
006 金屬製鑰匙圈；金屬製鎖匙環；金屬
製鑰匙鏈圈；汽車排檔鎖；金屬製掛鉤；
衣服掛鉤；金屬製識別手環；金屬製雕塑
品；金屬製裝飾品；普通金屬製藝術品；
青銅製美術品；空的金屬製工具箱；金屬
製狗牌；狗鏈；金屬罐；金屬盒；金屬
箱；金屬製鎖；車徽；金屬製識別牌。
008 修指甲組皮套；修指甲用具組；電刮
鬍刀；人體用電刮毛器；刮鬍刀片；理容
用剪刀；去繭刀；電動剪鼻毛器；電動式
指甲修整用具；萬能刀；老虎鉗；餐刀；
菜刀；水果叉；湯匙；非電動開罐器；切
菜器；沖泡咖啡專用匙；熨斗；電熨斗。
009 文具用磁鐵；耳機收線器；電線收線
器；充電器；攜帶式快閃記憶體；平板電
腦專用袋；二極體；音響喇叭；手機應用
程式；可下載之電子出版品；耳機；行動
電源裝置；手機外殼；手機耳機孔用防塵
塞；智慧手機護套；行動電話車用固定
架；行動電話置放座；金融卡；智慧卡；
裝飾用磁鐵。
010 針筒；針頭；按摩器；美容用按摩
器；電動按摩椅墊；搖擺機；水療機；奶
瓶；奶嘴；耳挖；冰枕；熱氣治療器具；
外科用無菌罩布；失眠用催眠枕頭；靜脈
曲張用長襪；包紮三角巾；止血帶；醫療
用護具；扁平足用支撐器；保險套。
012 水上交通工具；單軌車；電車；自行
車；自行車踏板；自行車手把豎管；自行
車車桿接頭；競賽用自行車架；自行車用
打氣邦浦；自行車用齒輪；自行車用坐
墊；滑板車；電動滑板車；汽車；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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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案

商標類別

商品及服務類別
汽車椅套；手把套；方向盤套；嬰兒車；
嬰兒車用車篷。
014 硬幣；手錶；時鐘；鬧鐘；腕錶；計
時器；卡通錶；項鍊錶；紀念章；鑰匙圈
之裝飾品；鑰匙圈（隨身之小飾物）；胸
針；別針（首飾）；別針飾品；手環；袖扣
鏈扣；袖扣；領帶夾；獎牌；獎章。
016 郵票；書籤；紙製旗幟；紙旗；紙製
徽章；紙製購物袋；護照套；面紙；貼
紙；卡片；明信片；筆記本；筆袋；便條
紙；印刷品；桌曆；文件夾；資料夾；識
別證套（事務用品）；紙製吊牌。
017 隔熱紙；橡膠製填塞材料；絕緣膠
帶；雲母；隔音板；橡膠；非建築用塑膠
板；非金屬製管接頭；塑膠製墊片；絕緣
塗料；絕緣材料；填縫膠泥；絕緣手套；
插花用海綿；包裝填隙用棉絮；橡膠製
閥；非醫療或家庭用非文具型膠帶；非文
具及非醫療或非家庭用膠帶；非包裝用黏
膠薄片；工業用膠膜。
018 名片皮夾；名片匣；護照皮夾；證件
皮夾；雨傘；購物袋；錢包；背包；腰
包；行李箱；紙傘；陽傘；登山手杖；手
杖；寵物衣服；繫狗皮帶；嬰兒揹袋；嬰
兒揹帶；皮製行李吊牌套；帆布背袋。
020 靠墊；圖框；相框；靠枕；扇子；非
電動個人用扇；枕頭；玩具箱；木製裝飾
品；木製擺飾品；塑膠製擺飾品；風鈴；
木製盒；非金屬製籃；非金屬製手持式旗
桿；鏡子；家庭寵物用窩；非金屬製識別
手環；蠟製雕像；蠟製小雕像。
021 非電動開瓶器；水壺；保溫杯；馬克
杯；杯；存錢筒；調味品罐；牙刷；牙線
盒；非人體清潔用刷；梳子；陶製花瓶；
瓷製花瓶；玻璃製半身像；瓷製小雕像；
玻璃製容器；玻璃製瓶；睫毛刷；蚊香
器；保溫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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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案

商標類別

商品及服務類別
022 紡織用纖維；紡織用未加工纖維；天
然纖維；蠶繭；紡織用人造纖維；非金屬
捆綁帶；包裝用非金屬帶；捆綁用非金屬
帶；非金屬包裝用帶；非金屬捆綁用帶；
帳篷；吊床；塗焦油之防水篷布；塗蠟之
防水篷布；球場圍網；包裝用紡織製粗布
袋；包裝用紡織製袋；鴨絨毛；填塞用羽
毛；洗衣網。
024 非紙製餐墊；毛巾；紡織製毛巾；浴
巾；製旗用布；枕套；床單；床罩；壁
毯；布簾；電話絨布套；面紙盒套；沐浴
用手套；旗幟；布製旗幟；國旗；廣告
旗；布製廣告牌；布製指示牌。
025 領帶；領結；圍巾；運動帽；帽子；
Ｔ恤；褲子；外套；浴袍；男裝；襯衫；
女裝；雨衣；女鞋；男鞋；襪子；褲襪；
服飾用手套；泳裝；腰帶。
026 彩帶；鞋帶；服裝配件用胸針；人造
胸花；服裝用裝飾配件；裁縫用玫瑰花
飾；髮叉；髮夾；捲髮夾；髮箍；髮圈；
裝飾性徽章；圓形小徽章；非貴重金屬配
戴用徽章；布帶；綬帶；臂章；紙花；緞
帶花；人造花圈。
027 草蓆；竹蓆；涼蓆；籐蓆；榻榻米；
地毯；組合式方塊地毯；門毯；塑膠地
毯；浴墊；門墊；防滑墊；踏墊；地板止
滑墊；壁紙；紡織品製壁紙；塑膠壁紙；
體操墊；運動用墊；瑜珈墊。
028 玩偶；布偶；手偶；遊戲用氣球；娛
樂用螢光棒；玩具公仔；玩具模型；運動
用護腕；運動用護胸；運動用球；球拍
套；高爾夫球具袋；游泳用浮板；聖誕樹
裝飾品；聖誕裝飾鈴鐺；釣魚用具；遊戲
紙牌；撲克牌；骰子；運動用頭帶。
029 獸乳；奶粉；豆花；大豆油；果凍；
肉乾；牛肉乾；肉脯；魚丸；炸魚丸；魚
鬆；肉類速食調理包；肉汁；瓜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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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案

商標類別

商品及服務類別
梅；蔭瓜；花生湯；綠豆湯；豆腐；香
鬆。
030 茶葉；茶飲料；可可；咖啡飲料；巧
克力飲料；冰淇淋；調味品；糕餅；軟
糖；甜點；餅乾；巧克力；綠豆糕；披
薩；蛋捲；中式喜餅；鳳梨酥；麵包；冰
品；茶包。
032 啤酒；黑啤酒；生啤酒；不含酒精之
啤酒；汽水；蘇打水；礦泉水；可樂；沙
士；果汁；不含酒精濃縮果汁；黑麥汁；
胡蘿蔔汁；綠豆沙飲料；水果飲料；梅子
汁；水果飲料包；包裝飲用水；麥芽飲
料。
035 廣告；代理進出口服務；代理國內外
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文件複製；建立電
腦資訊系統資料庫；市場研究；公關；公
關顧問；人員招募；意見調查；電視牆租
賃；廣告牆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展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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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
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批發；育樂用品
零售批發；化粧品零售批發。
036 銀行；信託服務；保險服務；證券期
貨服務；典當；不動產租售；不動產買賣
租賃之仲介；資本投資；古董估價；珠寶
估價；玉石估價；報關；慈善基金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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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鈔機租賃；自動櫃員機租賃。
039 車輛運輸；船舶運輸；航空運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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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救援；交
通工具租賃；搬家服務；安排旅遊；停車
場；提供運輸資訊；運輸經紀；配水；配
電；油管輸送；報紙之派送；運輸前車輛
或貨物檢驗服務；救難援助運輸；車輛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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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案

商標類別

商品及服務類別
吊；電子儲存紀錄載體或文件的保管；為
他人提供人造衛星發射；車輛地磅服務；
纜車運輸；廢棄物運送；貴重物品之警衛
護運。
040 影像處理；服裝定製裁縫；環境污物
淨化；廢棄物及垃圾再生處理；藝術品裝
框；晶圓代工；金屬處理；紡織品處理；
毛皮處理；動物屠宰；食物材料處理；雕
刻；鋸木；材料處理資訊；印刷；鑰匙粗
胚切割；能源生產；噴砂處理服務；相片
顯像用及沖洗用機械器具之出租；依據客
戶委託及指示之規格從事光碟片之複製。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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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
務；圖書館；畫廊；娛樂；籌辦教育或娛
樂競賽；安排及舉行會議；影片錄影片碟
影片之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
藝人表演服務；錄音工作室服務；電影製
片廠；影音設備租賃；影音載體租賃；電
動玩具租賃；彩券發行；口譯；手語翻
譯；攝錄影；新聞採訪服務；運動設備租
賃（車輛除外）；電子書籍及期刊之線上出
版；提供電子刊物線上瀏覽服務；提供不
可下載之線上電子刊物；提供電子圖片線
上瀏覽服務；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
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
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
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虛擬實境遊戲
場；舉辦教育競賽；舉辦娛樂競賽；舉辦
運動競賽；籌辦文化或教育目的之展覽；
休閒育樂活動規劃；舉辦娛樂運動及文化
活動；舉辦娛樂活動；舉辦運動活動；舉
辦文化活動；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
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
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
影片碟影片之製作。
042 建築設計；室內設計；舞台設計；電
腦動畫設計；電腦繪圖；電腦程式設計；
電腦資料處理；提供研究和開發；服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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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案

商標類別

商品及服務類別
計；產品外觀設計；圖像藝術設計；產品
品質檢驗測試；藝術品鑑定；人工造雨；
氣象預測；鋼琴調音服務(編號2、3無此商
品名稱)；軟體即服務（SaaS）；平台即服
務（PaaS）；產品外觀設計；工業產品外觀
設計；工業產品外觀造型設計；電腦硬體
外觀設計；電腦硬體外觀設計之諮詢；包
裝設計；圖像藝術設計；平面圖案設計；
名片設計；提供時尚商品設計資訊服務。
043 托嬰中心；安親班；冷熱飲料店；飲
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
店；咖啡廳；咖啡館；啤酒屋；酒吧；飯
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伙食包
辦；流動咖啡餐車；流動飲食攤；快餐
車；小吃攤；泡沫紅茶店；餐廳；學校工
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
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
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居酒屋；素食
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賓館；
汽車旅館；供膳宿旅館；代預訂旅館；旅
館預約；臨時住宿租賃；觀光客住所；旅
館；預訂臨時住宿；民宿；提供膳宿處；
旅社；桌子椅子桌布及玻璃器皿出租；桌
子椅子桌布出租；傢俱租賃；烹飪設備出
租；展覽會場出租；會場出租；會議室出
租；動物膳宿；動物寄養；動物旅館；提
供露營住宿設備；提供營地設施；活動房
屋租賃；帳篷租賃；提供營地住宿服務。
044 園藝；美髮；美容；三溫暖；醫療；
配鏡服務；醫療儀器租賃；衛生設備租
賃；農場設備租賃；花環出租；花藝設
計；食品營養諮詢；坐月子中心；動物美
容；植物病蟲害之防治與鑑定；動物醫
療；代耕採收；水產養殖服務。

(二)立體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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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圖案

商標類別
028、035、042

商品及服務類別
028 玩具、玩偶、充氣玩具、手偶、洋娃
娃、玩具娃娃、絨毛玩具、布偶、玩具公
仔、玩具模型。
035 廣告；代理進出口服務；代理國內外
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文件複製；建立電
腦資訊系統資料庫；市場研究；公關；公
關顧問；人員招募；意見調查；電視牆租
賃；廣告牆租賃；為工商企業籌備展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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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消費者選擇商品服務提供資訊和諮詢；
量販店；百貨商店；飲料零售批發；成衣
零售批發；文教用品零售批發；育樂用品
零售批發；化粧品零售批發。
042 電腦動畫設計；電腦繪圖；電腦程式
設計；電腦資料處理；提供研究和開發；
產品外觀設計；圖像藝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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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附件2

守望鶯歌名稱及專用圖檔非專屬授權合作提案書(封面)
單 位

代表人

地 址
聯 絡 人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1.

年 月 日 至

產品名稱
圖檔種類
(可複選)
商標種類
(一類一案)
使用地點

使用期間
2.
□平面商標

年

月

日

□立體商標
(請參考附件 1)

商品及
服務類別

(請參考附件 1)

(請說明通路)

預計製作數
量
執行方式

(請說明是否為販賣或有其他行銷方式)
1. 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機關、授權機構核發合法登記或設立之

2.
3.
檢附文件
4.

5.
6.

證明文件影本一份。(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及加蓋合作單位大小章)，
政府機關則應以正式行文方式向經發局提出。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一份。
商業授權使用：守望鶯歌名稱及專用圖檔產品授權合作企劃書(商業使用)
（內容須包含企劃與設計理念(含品項、設計示意圖)、使用方式、使用期
間、預計製作數量、行銷販售計畫、販售或發行地區、成本分析、預計定
價、預期效益及公益回饋計畫等）。
非商業授權使用：守望鶯歌名稱及專用圖檔產品授權合作企劃書(非商業使
用)（內容須包含企劃與設計理念(含品項、設計示意圖)、使用方式、使用
期間、預計製作數量、行銷計畫、使用地區、成本分析及預期效益等）。
切結書一份。
其他經經發局通知檢附之文件。

（請蓋與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一致之大小章）

提案單位簽
章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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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