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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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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分鐘 

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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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鉛筆於答案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

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識別性是商標取得註冊的積極要件，下列關於識別性的敘述，何者不正

確？ 

（A）是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

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的特性 

（B）「獨創性標識」並非沿用既有的詞彙或事物，其本身不具特定既有

的含義，具先天識別性 

（C）識別性的有無、強弱，常隨著商標實際使用情形及時間經過而變

化 

（D）描述性標識與通用標章或名稱，雖然不具先天識別性，但如經使

用取得「後天識別性」，仍得准予註冊 

 

   

2. 商標圖樣申請後就不能變更。但非就商標圖樣為實質變更者，不在此

限，下列關於非就商標圖樣實質變更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刪除國際通用商標或註冊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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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刪除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的部分 

（C）在不改變原圖給予消費者同一印象的情形下，刪除與註冊前案相

同或近似的部分 

（D）刪除商品重量或成分標示、代理或經銷者電話、地址或其他純粹

資訊性事項 

   

3. 下列關於非傳統商標審查的敘述，何者正確？ 

（A）若同時符合商標法與著作權法的保護要件，不能同時取得商標權

與著作權 

（B）氣味商標並非視覺可感知的標的，不能以描述該氣味的文字說明

作為商標圖樣 

（C）不論商標型態如何，識別性判斷的標準並無不同，但就非傳統商

標而言，其識別性之判斷，應優先適用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 

（D）申請聲音與動態之聯合式商標，不必檢附存載動態影像與聲音之

電子載體 

 

   

4. 下列關於識別性判斷因素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以我國相關消費者的認知為準 

（B）要參考競爭同業使用的情形 

（C）要考量商標註冊之申請是否善意 

（D）要判斷商標與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關係 

 

   

5. 下列關於聲明不專用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 

（B）未為不專用聲明而獲准註冊者，得提起異議或評定撤銷其註冊 

（C）該不具識別性部分，若因整體使用而取得後天識別性，嗣後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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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申請時，可無庸聲明不專用 

（D）必須商標圖樣整體具識別性，才有聲明不專用的餘地 

   

6. 關於商標權效力所不及的態樣，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所謂描述性合理使用，是以他人商標來指示自己商品或服務的來

源，只要主張是作為商品或服務本身的說明，可不受他人商標權

之效力所拘束 

（B）所謂指示性合理使用，係利用他人商標指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來源

的功能，來表示自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內容或用途，常見於比

較性廣告或提供商標權人商品的維修服務 

（C）主張善意先使用，必需使用在先的事實發生在他人商標申請註冊

日之前 

（D）商標權人為防止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發生變質，仍

可以限制真品的轉售行為 

 

   

7. 申請評定人主張下列何種不得註冊事由，不適用商標法第 58 條申請評

定之 5年除斥期間規定﹖ 

（A）商標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13 款有關他人肖像或著名之姓名、藝名

之情形 

（B）商標法第 29 條第 1項第 1款有關商品/服務之品質、用途等說明

之情形 

（C）商標法第 29 條第 1項第 2款有關商品/服務通用標章或名稱之情

形 

（D）商標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12 款有關意圖仿襲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

類似商品或服務商標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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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商標廢止案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對於前年 6月 16 日註冊公告的註冊商標，於今年 6 月 17 日可以

未使用為理由，申請廢止其註冊 

（B）以未使用為由申請之廢止案，經合法限期通知商標權人答辯，若

商標權人不答辯，得逕行廢止註冊 

（C）申請廢止未使用的商標，也能達到排除註冊障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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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甲以「蔡蔡全國文理補習班」名稱向台南市政府登記在先(101 年 3 月 8

日)，乙以「蔡蔡」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16 類書籍商品及 41 類補習班、

各種書刊編輯出版等服務申請註冊在後(104 年 10 月 1 日申請；105 年 4

月 1 日註冊公告)，針對甲於「蔡蔡」商標註冊後，出版「蔡蔡資優自

然」、「蔡蔡文理」書籍的行為，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其使用方式並非事業名稱全稱，有侵害「蔡蔡」商標權之虞 

（B）不構成商標侵權，僅屬於商標法第 70 條擬制侵權行為 

（C）應不符合商標法第 36 條第 1項第 1款合理使用之規定 

（D）若甲能證明於「蔡蔡」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已有出版「蔡蔡資優

自然」、「蔡蔡文理」書籍的事實，可以主張不受商標權效力所拘

束 

 

   

10. 下列關於商標法第 70 條視為侵害商標權情形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該條所列 3款行為，皆非商標法第 5條所列「商標使用」之範

疇，故以法條擬制之規定，將其侵害之態樣「視為」侵害商標權 

（B）第 1 款之適用，只要有致減損著名註冊商標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

虞，不以發生減損結果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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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 2 款是規範將他人著名註冊商標中的文字作為表彰自己營業主

體名稱的行為 

（D）第 3 款係規範商標侵權之準備、加工或輔助行為，保護的對象不

限於著名之註冊商標 

   

11. 關於侵害商標權的邊境保護措施，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權人對通關貨品有侵害其商標權之虞者，得申請海關先予查

扣 

（B）海關發現通關貨品顯有侵害商標權之虞，通知商標權人及進出口

人，經商標權人提出侵權事證，進出口人不能提出無侵權之證明

文件時，海關得採行暫不放行措施 

（C）申請查扣及暫不放行措施均須提供相當擔保 

（D）海關依申請實施查扣或依職權採行暫不放行措施後，商標權人得

向海關申請提供進出口人、收發貨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疑似

侵權物品數量等資訊 

 

   

12. 關於地理標示之保護，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我國商標法對於地理標示是以產地證明標章及產地團體商標註冊

保護 

（B）我國申請人以相同或近似於法國「葡萄酒或蒸餾酒地理標示」之

商標申請註冊，將依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予以核

駁 

（C）地理標示得依智慧局公告的「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審

查基準」申請註冊，以取得保護 

（D）未得產地團體商標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

服務，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註冊產地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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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將依商標法第 96 條規定處罰 

   

13. 關於我國商標法所規定的證明標章，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自然人不可申請註冊證明標章 

（B）外國法人申請產地證明標章，應檢附以其名義在其原產國受保護

的證明文件 

（C）證明標章是證明標章權人用以證明他人的商品或服務，由證明標

章權人同意的人使用，證明標章權人不可使用該證明標章在自己

的商品或服務 

（D）若商品已符合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所訂標準條件，即可使用該證

明標章，不必向證明標章權人提出使用申請 

 

   

14. 依商標法之規定，請問侵害下列何種權利並無刑事責任？ 

（A）商標權 

（B）團體商標權 

（C）團體標章權 

（D）證明標章權 

 

   

15. 關於商標法上的刑事處罰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經註冊商標權人同意的使用行為，即無刑事處罰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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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法人因無權利能力，不得提出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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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商標使用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標示商標的商品屬於商標使用之

行為 

（B）透過網路方式呈現商標進行廣告屬於商標使用行為 

（C）應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而使用 

（D）若公司名稱特取部分已經單獨註冊為商標，在商品標示上的製造

者欄位，以公司名稱全銜方式標示亦屬於註冊商標之使用 

 

   

17. 有關商標專責機關就商標申請及其他程序作成「不受理」處分之下列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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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8. 關於商標代理人之委任權限，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委任商標代理人，應檢附委任書，載明代理之權限 

（B）得就現在或未來一件或多件商標之申請註冊、異動、異議、評

定、廢止及其他相關程序概括委任 

（C）代理人減縮與前案衝突的商品或服務，即可獲准註冊，因有利於

申請人，不必受特別委任，亦得為之 

（D）代理人權限之變更，非以書面通知商標專責機關，對商標專責機

關不生效力 

 

   

19. 關於商標專責機關收件與送達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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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商標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原則上以書件或物件到達商標專責機關

之日為準 

（B）商標之申請書表係透過郵寄，以郵寄地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C）郵戳所載日期不清晰者，除由當事人舉證外，以到達商標專責機

關之日為準 

（D）處分書或其他文件無從送達者，應於商標公報公告之，並於刊登

公報後滿 3 個月後，視為已送達 

   

20. 關於商標權當然消滅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未依規定延展註冊者，商標權自該商標權期間屆滿後消滅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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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依規定拋棄商標權者，其商標權自書面表示到達商標專責機關之

日消滅 

（D）商標權人公司解散並清算終結後，縱未處理註冊商標，其商標權

亦當然消滅 

 

   

21. 下列何者，無取得商標註冊之可能？ 

（A）「由人聲以閩南語大聲說出『好吃啦』所構成之聲音商標」註冊申

請案 

（B）「以電風扇葉片之立體形狀指定使用於電風扇商品」之商標註冊申

請案 

（C）「由高濃縮甲基水楊酸（10 重量百分比）和薄荷腦（3 重量百分

比）混和後之薄荷味所構成」之氣味商標註冊申請案 

（D）「以食指及中指作剪刀狀連續開合之動作」之動態商標註冊申請案 

 

   

22. 關於優先權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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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外國申請人，即無法在我國主張優先權 

（B）商標註冊之申請人，應於申請日後三個月內，檢送外國商標專責

機關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 

（C）主張複數優先權者，各以其商標或服務所主張之優先權日為申請

日 

（D）主張優先權者，其申請日以優先權日為準 

   

23. 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權設定質權後，質權人應取得商標權人授權，始得使用該商

標 

（B）共有商標權之移轉，應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C）共有商標權之應有部分移轉，無需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D）共有商標申請權指定使用商品之減縮，應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24. 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相同或近似他人著名商標，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

僅著名商標權利人得提出異議 

（B）被異議之商標有無違反不得註冊事由，原則上依其註冊公告時之

規定 

（C）商標註冊申請，是否相同或近似他人著名商標，關於「著名」之

認定以申請時為準 

（D）商標註冊申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託在國

內有住所之商標代理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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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產地或相關特性之說明所構成的標識，仍能

申請產地證明標章 

（B）申請註冊團體標章者，應檢附不從事相關商品或服務之製造、行

銷或服務提供之聲明 

（C）團體商標權原則上不得授權他人使用 

（D）申請註冊產地證明標章之申請人代表性若有疑義，商標專責機關

得向商品或服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諮詢意見 

 

   

 

乙、簡答題部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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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商標法第 19 條第 4 項之規定，在我國申請商標註冊，得以一案一類或

一案多類的方式提出申請。若申請人計劃以一個商標指定使用於五個類

別，請分析以「一案一類」或「一案多類」方式申請註冊之利弊。 

（10 分） 

 
 

二、 甲發現 2019 年 4 月 1 日註冊公告的商標中，有一 A商標與 2016 年 2 月 16

日獲准註冊的 B商標構成近似，於 2019 年 7 月 26 日擬依商標法第 30 條

第 1 項第 10 款的規定，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撤銷該 A商標的註冊。請

問：依商標法的相關規定，甲應提出的爭議程序為何？甲依法提出該爭議

程序時，必須敘明及舉證的內容又為何？（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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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甲以 A商標一案多類申請註冊於第 18、25 類商品及第 35 類的服務，2019

年 5 月 1日獲准註冊公告。乙認為該 A 商標與註冊於第 18 類之 B商標構

成近似，擬對 A商標提出異議。請問： 

(1)乙最晚應在哪一天提出異議申請? 

(2)乙是否可以僅針對第 18 類提出異議? 

(3)乙於提出異議後，可否撤回異議？ 

(4)乙若撤回異議，可能產生的影響為何？（10 分） 

 
 

 

丙、申論題部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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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農產品積極爭取外銷訂單，例如關廟的鳳梨在國內享有盛譽，並由台

南縣關廟鄉農會提出註冊申請，請簡單說明以「關廟」申請註冊是否具識

別性? 請就商標法有關產地標章或產地團體商標規定說明，是否因此有影

響當地農民自由使用「關廟」表示鳳梨產地的權利?（10 分） 

 
 

二、 
甲以「零距離」文字取得註冊商標，指定使用於手機商品。甲產銷「零距

離」智慧型手機數年，因經營不善而結束手機部門，僅從事光碟機、隨身



12 
 

碟等電腦周邊產品之產銷業務。五年後，乙電信公司主張甲無正當事由長

期未使用「零距離」商標，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廢止。甲主張，市面上仍

有消費者使用「零距離」手機，消費者經甲同意及授權而使用「零距離」

商標，因此，該商標權仍有積極使用之事實，不符合商標權廢止之事由。

甲之主張是否有理，請簡述理由。(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