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商標類試題
類
科：共同考科
科
目：商標法規
考試時間：2 小時

全6頁
准考證號碼
__________

甲、 測驗題部分：（60 分）
（一） 本測驗試題分為單選題和複選題，單選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複選題請選出數個正確或適當的答案。
（二） 共 25 題，單選題每題 2 分；複選題全對每題 3 分。
（三） 須用 2B 鉛筆於答案卡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
予計分。
單題題
1. 關於商標識別性的問題，下列何者敘述不正確？
（A）「恭賀新禧」標識，可認為不具先天識別性而不准註冊；
（B）
「不在辦公室，也能辦公事」標識，指定在行動電話通訊傳輸等服務，
可以因大量使用具有後天識別性而准予註冊；
（C）
「克潮靈」標識，指定在除濕劑商品，是屬於「暗示性」商標而可准
予註冊；
（D）申請商標被主管機關認定不具有識別性而被先行核駁時，申請人可
以不備使用證據，主張已具有後天識別性。
2.

商標權屬於具永續性質的權利，但仍可能發生當然消滅的情形，關於構成
商標權當然消滅的原因及消滅的時間，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權人死亡而無繼承人者，商標權自商標權人死亡後消滅；
（B）商標權人死亡而有繼承人者，商標權自各繼承人書面聲明抛棄繼承
權時消滅；
（C）依第四十五條規定拋棄商標權者，自其書面表示達到商標專責機關
之日消滅；
（D）未依商標法第 34 條規定延展註冊者，商標權自該商標權期間屆滿後
消滅。

3.

關於可以辦理商標權延展的時間，下列何者正確？
（A）商標期間屆滿前 6 個月內；
（B）商標期間屆滿前 7 個月內；
（C）商標申請延展每次可以再延長 12 年；
（D）核准之商標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註冊公告，若期滿前未申請延展，仍
得於 2012 年 7 月 1 日前繳納二倍延展註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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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標申請之後，有關變更商標圖樣或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A）得就商標圖樣為非實質之變更；
（B）指定商品不超過 20 個者，得增加商品項目；
（C）得將商標外文的字體由印刷體改為設計字體；
（D）商標圖樣或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一旦申請即不得為任何變更。

5.

關於非傳統商標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商標如果是發揮功能所必要者，不得註冊；
（B） 非傳統商標，尤其是立體形狀有可能同時獲得商標法與專利法的保
護；
（C） 取得設計專利權的立體形狀，得主張在專利權期間的排他使用，當
然取得後天識別性而獲准商標註冊；
（D） 立體形狀、動態影像或全像圖等，若同時符合商標法與著作權法保
護之要件，也可以同時取得商標權與著作權。

6.

甲商標於 2016 年 8 月 1 日註冊公告，請問異議人應在何者期間內提起異
議，始屬合法？
（A）自 8 月 1 日起算，至 10 月 31 日期滿；
（B）自 8 月 1 日起算，至 11 月 1 日期滿；
（C）自 8 月 2 日起算，至 11 月 1 日期滿；
（D）自 8 月 2 日起算，至 11 月 2 日期滿。

7.

關於商標爭議案件「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異議人撤回異議後，不得就同一事實，以同一證據及同一理由，再
提異議或評定；
（B） 評定與廢止因準用異議規定之結果，評定或廢止申請人撤回評定或
廢止案件後，亦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
（C） 評定案件確定後，任何人不得就同一事實，以同一證據及同一理由，
申請評定；
（D） 異議確定後之註冊商標，任何人不得就同一事實，以同一證據及同
一理由，申請評定。

8.

甲以其註冊滿 3 年之 A 商標，主張乙註冊甫滿 3 個月之 A’商標有商標法
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規定不得註冊之事由，對 A’商標申請評定，關
於該評定案審查所為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甲應檢附 A 商標於申請評定前 3 年有使用於據以主張商品或服務之
證據；
（B） 甲所提出 A 商標之使用證據，應足以證明商標之真實使用，並符合
一般商業交易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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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甲未能提出 A 商標之使用證據，應證明其未使用有正當事由；
（D） 甲如能證明乙註冊 A’商標係出於惡意，可毋庸提出 A 商標之使用
證據。
9.

關於商標評定案件 5 年除斥期間之限制，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商標專責機關之審查人員提請評定，應受限制；
（B） 以商標之註冊，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而
申請評定者，不受限制；
（C） 以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關於著名商標保護之規
定，且係屬惡意者，不受限制；
（D） 商標具備識別性為取得註冊之積極要件，如以商標欠缺識別性為理
由申請評定者，不受限制。

10. 關於商標侵權責任主觀要件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民事排除或防止侵害之請求，不以侵害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
為必要；
（B） 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應以侵害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C） 商標侵權刑事責任所處罰的對象僅有故意犯，不包括過失犯；
（D） 以上皆是。
11. 關於我國商標法權利之取得，以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商標權的取得，是採註冊原則；
（B） 申請商標註冊者，必須以實際使用為要件；
（C） 申請註冊的權利包含商標、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
（D） 可由二人以上共有一商標權。
12. 商標提出申請註冊及其他程序，關於判斷書件申請日期之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應以書件或物件到達商標專責機關之日為準；
（B）如以郵寄者，應以郵寄地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C）郵戳所載日期不清晰者，除當事人舉證外，以到達商標專責機關之
日為準；
（D）以上皆是。
13. 證明標章，係指證明標章權人得用以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下列事項，何

者不正確？
（A）特定品質、精密度；
（B）原料、製造方法；
（C）產地；
（D）會員之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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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商標法罰則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侵權不處罰過失犯；
（B）明知有侵權之虞，販賣或意圖販賣附有他人註冊證明標章標識之標
籤、包裝容器者，應負刑責；
（C）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他人所為之仿冒品有構成刑責者，不以明知
為限；
（D）侵害商標權之物品或文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沒收。
15. 現行商標法修正前，關於異議、評定或廢止案件審理之過渡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不正確?
（A）已受理尚未處分之異議或評定案件，以註冊時及本法修正後之規定
均為違法事由為限，始撤銷其註冊；
（B）修正前註冊之商標，修正後提出申請評定者，以其註冊時及本法修
正後之規定均為違法事由為限；
（C）已受理尚未處分之評定案件，不適用第 5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即毋庸檢附申請評定前 3 年有使用據爭商標之證據；
（D）已受理尚未處分之廢止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複選題
16.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相關事務，有關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之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 商標代理人應在我國國內有住所；
（B） 只要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可以不必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
（C） 無論在我國境內有無住所或營業所，皆需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
（D） 只要是外國申請人，一律須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

17.

商標法有關期間之計算，以下敘述，何者不正確？
（A）一律始日不計算在內；
（B）商標權期間應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算；
（C）修正前之聯合商標變更為獨立之註冊商標者，有關商標法第 63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期間，應自變更之次日起算；
（D）修正前之聯合商標變更為獨立之註冊商標者，有關商標法第 63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期間，應自變更當日起算。

18.

包含文字與圖形的商標，在申請註冊過程中，如果發現文字部分與他人
在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上的註冊商標構成近似，在未被核駁前，申請
人爭取註冊的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取得該已註冊商標權人的同意；
（B）聲明近似的文字部分不在專用之列；
（C）請求將圖樣上構成近似的文字部分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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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申請減縮構成類似之商品／服務。
19.

甲乙兩企業都指定在其所生產的傢俱上註冊「華利」商標，並均向智慧
局遞交了註冊申請，關於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申請在先的應先予以核准註冊；
（B） 如果二者在同一天申請，應由使用在先的核准註冊；
（C） 如果二者同一天申請，由雙方自行協商議定之，不能達成協議的，
以抽籤方式定之；
（D） 如果二者同一天申請，不能辨別時間先後者，二件統統駁回，重新
再來比先後。

20.

關於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2 款的適用，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A） 商標應構成相同或近似；
（B） 據以異議或評定商標必須在我國有先使用的事實為限；
（C） 商標註冊人與在先使用人間縱使無契約、地緣或業務往來關係，也
可以推定有知悉的可能；
（D） 爭執的兩商標應使用在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

21.

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不具先天識別性的標識，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
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可因為取得「後天識別
性」
，而獲准予註冊。但下列何者無法透過使用，主張已取得後天識別性?
（A）僅由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或名稱所構成者；
（B）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之功能所必要者；
（C）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
之說明所構成者；
（D）僅由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

22.

關於對註冊商標提起異議及評定的事由，下列何者不正確？
（A）商標僅由描述商品品質之說明文字所構成；
（B）未就商標圖樣中不具識別性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部分為
不專用之聲明；
（C）商標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產地之虞；
（D）商標權人無行為能力且未經合法代理即獲准註冊取得商標權。

23.

B 明知「香奈兒」商標為 C 公司著名之註冊商標，在未獲 C 公司同意之
情形下，以「香奈兒」作為自己商號名稱，申請設立「香奈兒當舖」
，經
營相關之典當業務，如 C 公司在我國僅於香水商品取得註冊，未於典當
相關服務取得商標註冊。則關於 B 行為法律效果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B 僅登記商號名稱，不是商標使用行為，不構成侵害商標權；
（B） B「香奈兒當鋪」侵害 C 公司著名之註冊「香奈兒」商標權，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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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第 70 條負民事責任；
（C） B「香奈兒當鋪」侵害 C 公司著名之註冊「香奈兒」商標權，應依
商標法第 95 條負刑事責任；
（D） B 提供之典當服務，與 C 公司「香奈兒」商標指定使用之香水商品
並不類似，無成立商標法第 95 條刑事責任之可能。
24.

關於侵害商標權所產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商標法未明文規定，可類推適用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時效之規定；
（B）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C） 專屬被授權人於專屬授權範圍內得以自己名義行使損害賠償請求
權；
（D） 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請求權人無論是否知悉賠償義務人，
其請求權因逾十年而消滅。

25.

依商標法罰則之規定，請問侵害下列何種權利須負刑事責任？
（A）商標權；
（B）證明標章權；
（C）團體標章權；
（D）團體商標權。

乙、簡答題部分：（40 分）
(ㄧ)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
者，不予計分。
(二)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以中文作答，鉛筆作答不予計分。
一、 （10 分）
何謂商標權分割？（5 分）申請中的商標如何申請分割？（5 分）
二、 （10 分）
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前段及後段在立法目的及適用上有何差異
性？（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
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三、 （10 分）
關於商標異議與評定制度，請從申請人、申請期間、審查方式與法律效果
四個方面，分析比較其差異。
四、 （10 分）
請簡要說明商標法所稱「視為侵害商標權」之態樣類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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