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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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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分） 

（一）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

題不予計分。 

（二）共 25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於答案卡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

論試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我國商標法權利之取得，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得申請註冊的權利包含有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及團體商標

權 

(B) 申請註冊者，不須以有實際使用為要件 

(C) 二人以上於同日以相同或近似的商標申請，有致混淆誤認之虞，而不能

辨別時間先後者，以有實際使用者優先 

(D) 可由二人以上共有一商標權。 

  

2. 商標法有關期間之計算，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除商標法明文規定外，始日不計算在內 

(B) 商標自註冊公告日後，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 

(C) 修正前註冊之防護商標，申請變更為獨立之註冊商標後，關於第 63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期間，應自變更當日起算 

(D) 商標之註冊有違法情形者，任何人得自註冊公告日後 3 個月內，向商標

專責機關提出異議。 

  

3. 關於商標註冊申請案之優先權主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申請人應於申請日後 6 個月，檢送國外第一次商標註冊申請案已受理之

證明文件 

(B) 在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第一次申請日後 6

個月內，以相同商標在我國申請註冊 

(C) 國外第一次商標註冊申請案與我國之申請案，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

不一定要完全相同 

(D) 主張複數優先權者，各以其商品或服務所主張之優先權日為申請日。 

  

4. 下列何者非屬不得註冊商標之情況？ 

（A）以「霜降」為商標，指定使用於牛肉、豬肉及其他生鮮肉品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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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香檳」為商標，指定使用於糖果及蛋糕商品 

（C）以「無國界醫師」為商標，指定使用於醫療器材 

（D）在提出商標註冊前三年，無正當事由而未使用該商標者。 

  

5. 商標權人得就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授權他人使用商標，有關授權

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取得相當於商標權人的地位，行使專

屬使用權及排他權。但商標權人之使用不受限制 

(B) 非專屬授權未為登記者，商標權人再為專屬授權登記後，在先之非專

屬被授權人仍得繼續使用 

(C) 商標權人授權他人使用其註冊商標時，一定要將權利涵蓋的所有商品

或服務全部授權 

(D) 授權登記後，商標權移轉者，其授權契約對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6. 申請註冊之商標，依商標法第 29 條第 3 項規定，就不具識別性部分聲明不專

用者，申請人應於下列何時為之？ 

（A）核駁理由通知陳述意見前 

（B）核駁審定前 

（C）核駁訴願程序終結前 

（D）核駁行政訴訟程序終結前。 

  

7. 有關商標註冊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達後 2 個月內繳納註冊費，並得於屆期前申請延

長 

(B) 商標之註冊公告，與申請人繳納註冊費與否無關 

(C) 申請人非因故意延誤 2 個月註冊費繳費期限者，皆得於繳費期限屆滿

後 6 個月內，繳納 2 倍註冊費後註冊公告 

(D) 申請人於繳費期限屆滿後 6 個月內，繳納 2 倍註冊費，但有影響第三

人於此期間內申請註冊或取得商標權者，仍不得公告註冊。 

  

8. 關於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團體商標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團體商標與商標性質相同，自得移轉、授權他人使用 

（B）皆可以作為質權標的物 

（C）證明標章權人從事其所證明商品或服務之業務者，應撤銷其註冊 

（D）證明標章作為商標使用者，得廢止其註冊。 

  

9. 關於申請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應檢附使用規範書，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團體標章之使用規範書，商標專責機關於註冊公告時，不須一併公告 



3 
 

(B) 商標專責機關於註冊公告時，一併公告使用規範書者，註冊後不得修

改 

(C) 商標專責機關於註冊公告時，一併公告使用規範書者，註冊後若有修

改，不必再公告 

(D) 商標專責機關對於註冊後修改使用規範書者，是否須進行公告，法律

未明文規定。 

  

10. 商標權人行使權利救濟時，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請求損害賠償者，須以侵權人有故意為必要 

(B) 請求除去、防止侵害之虞者，不須以侵權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必

要 

(C) 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 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D) 得請求銷毀侵害商標權之物品及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但法院

審酌侵害之程度及第三人利益後，得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11. 關於商標法刑事處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侵權刑責不處罰過失犯 

（B）皆不是告訴乃論罪，商標權人縱使未提出告訴，檢察官仍得依職權追訴 

（C）對侵害商標權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沒收之 

（D）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因無權利能力，不得提出告訴。 

  

12. 依商標法罰則之規定，請問侵害下列何種權利不須負刑事責任？ 

（A）商標權 

（B）證明標章權 

（C）團體商標權 

（D）團體標章權。 

  

13. 侵害商標權之罰責，最高刑度為何？ 

（A）處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B）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100 萬元以下罰金 

（C）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D）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5 萬元以下罰金。 

  

14. 關於商標之註冊，有違反註冊規定之情形者，得提出異議或申請評定撤銷其

註冊。有關提起期間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商標之異議，不論主張商標之註冊違反的條款為何，皆應於商標註冊

公告日後 3 個月內提出 

(B) 以商標之註冊違反商標識別性規定申請評定者，應無申請評定期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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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C) 以商標之註冊違反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9 款酒類地理標示保護之情

形申請評定者，除惡意者外，應自註冊公告日後 5 年內提出 

(D) 以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2 款意圖仿襲之情形申請評

定者，應自註冊公告日後 5 年內提出。 

  

15. 關於商標圖樣及其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變更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可以在核駁審定後的行政救濟階段中為之 

(B) 可以減縮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 

(C) 原則上申請後即不得變更 

(D) 可以在不改變原商標圖樣給予消費者識別來源同一印象之範圍內，准

予變更。 

  

16. 下列何種錯誤之情形，不得經申請或依職權更正？ 

（A）申請人地址之錯誤 

（B）影響商標同一性之錯誤 

（C）文字用語或繕寫之錯誤 

（D）其他明顯之錯誤。 

  

17.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相關事務，有關商標之代理人，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只要是外國申請人，一律須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 

(B) 在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者，可以不必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 

(C) 商標代理人應在我國國內有住所 

(D) 代理人為撤回商標之申請或拋棄商標權，包括減縮申請或註冊指定使

用之商品或服務，需受特別委任。 

  

18. 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後段有關商標淡化保護之規定，其對商標著名

程度之要求相較於同款前段規定為？ 

（A）相同 

（B）低 

（C）高 

（D）視個案情形而定。 

  

19. 關於商標之移轉，我國商標法是採取何種立法例？ 

（A）登記生效主義 

（B）登記對抗主義 

（C）意思成立主義 

（D）書面成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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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於聲音商標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音樂性質的聲音商標，其商標圖樣為表現該聲音之五線譜或簡譜 

（B）無法以五線譜或簡譜表現的聲音商標，應以文字說明作為商標圖樣 

（C）音樂性質的聲音商標，不須提供存載商標之電子載體 

（D）無法以五線譜或簡譜表現的聲音商標，仍應提供商標描述。 

  

21. 下列何者非屬對註冊商標提起異議及評定的事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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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為不

專用之聲明 

(B) 商標僅由描述商品品質之說明文字所構成 

(C) 商標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產地之虞 

(D) 商標侵害他人之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經判決確定。 

  

22. 有關商標專責機關就商標申請及其他程序作成「不受理」處分，下列敘述何

者不正確？ 

(A) 不合法定程式而不能補正時，得不通知申請人補正 

(B) 不合法定程式可以補正時，應先定期通知補正，若屆期未補正完備，

方可作成不受理處分 

(C) 提出異議遲誤 3 個月異議期間時，應先通知異議人補正 

(D) 遲誤指定期間在處分前補正者，商標專責機關仍應受理。 

  

23. 關於商標廢止案件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商標權人實際使用之商標與註冊商標不同，而依社會一般通念並不失

其同一性者，應認為有使用其註冊商標 

(B) 自行變換商標或加附記，致與他人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如於商

標專責機關處分前，已附加區別標示並無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毋庸

廢止其註冊 

(C) 商標權人雖有繼續停止使用滿 3 年之情形。但被授權人有使用者，其

效果歸屬於商標權人，毋庸廢止其註冊 

(D) 廢止之事由僅存在於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服務者，得就

該部分之商品或服務廢止其註冊。 

  

24. 甲、乙及丙三人就 A 圖形共同申請商標註冊，指定使用於「酒精飲料」商品。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欲將其商標申請權之應有部分移轉丁，應得甲及丙之同意 

（B）甲經乙及丙同意後，得將指定使用之商品，限縮為「葡萄汁」商品 

（C）丙欲將其商標申請權之應有部分拋棄，應得甲及乙之同意 

（D）甲欲將該商標申請權之應有部分設定質權予丁，應得乙及丙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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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取得 A 註冊商標權後，與乙訂定專屬授權契約，並於商標專責機關辦理授

權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不得將 A 商標權再授權丙 

（B）一旦乙有違反授權契約約定，甲主張解除契約後，即可直接向商標專責

機關申請廢止授權登記，無需通知乙 

（C）若契約無特別約定，針對商標權侵害情事，乙得以自己名義行使權利 

（D）甲若欲就 A 商標權設定質權，應得乙同意。 

  

 

乙、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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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已以 A 圖形商標獲准註冊，指定使用於汽車輪胎商品。在 A 圖形商標申請

註冊前，乙輪胎製造廠即於其所製造的再生胎上，壓印近似於 A 圖形的標

識。請問： 

（一）乙之行為是否侵害 A 圖形商標權？ 

（二）甲對乙除主張侵權外，尚有無其他請求之可能？ 

二、 （10 分） 

 我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所規定商標不得註冊事由，係以商標註冊時為判斷

時點。但部分事由之客觀事實認定，係以「申請時」為準，請說明之。 

三、 （10 分） 

 A 商標經商標專責機關發給核駁前先行通知書，指出其中部分指定商品與註

冊在前的商標構成衝突，有違反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情事。請

問：A 商標申請人可以排除混淆誤認衝突的方法及其適當的時點為何？ 

四、 （10 分） 

 甲就某圖形獲准 A 商標註冊，指定使用於速食麵商品。甲製造之速食麵有一

人份「個別包」及六人份「營業用」兩種包裝，銷售不同管道。乙向甲購入

「營業用」包裝之速食麵後，再銷售丙雜貨店，丙購入後分裝成一人份，再

行銷售。請附理由說明，甲能否對丙主張商標權？ 

五、 （10 分） 

 混淆誤認的判斷，可謂是商標法最核心的課題之一。判斷二商標間有無混淆

誤認之虞，應參考之相關因素甚多，請列舉 5 個並說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