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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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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分鐘 

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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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申請商標註冊取得申請日之要件，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載明申請人。 

（B）載明商標圖樣。 

（C）載明指定之商品或服務類別。 

（D）載明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 
  

2. 關於判斷「暗示性標識」與「描述性標識」的參酌因素，下列敘述何者

不正確？ 

（A）消費者需要運用想像力的程度。 

（B）競爭者可能需要使用的程度。 

（C）報紙、雜誌或網路的使用。 

（D）申請人的營業額或市場占有率。 

  

3. 關於地理名稱的識別性審查原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消費者熟知的地理名稱，通常只是商品或服務與該地理區域有所

關聯的說明。 

（B）舊地名因地名已經更名，消費者即不會產生其為商品或服務來源

地的聯想，具有識別性。 

（C）一般消費者不認識的罕見地名，若無指示地理來源的作用，具有

識別性。 

（D）地理名稱與其他文字組合，若脫離商品或服務與該地理區域有關

的說明意涵，具有識別性。 

  

4. 申請人因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

請在先之商標，於收到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後，為避免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而核駁審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申請減縮與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指定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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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申請分割為 2個以上之註冊申請案，使無衝突之部分商品或服

務，有核准審定的可能。 

（C）取得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而申請註冊。 

（D）申請刪除商標圖樣中與他人註冊或申請在先商標之相同或近似部

分。 

  

5. 關於申請商標註冊主張展覽會優先權，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申請人應於申請日後六個月內，檢送展覽會主辦者發給之參展證 

明文件。 

（B）應檢送展覽會主辦者發給之參展證明文件。 

（C）參展證明文件應包含展覽會名稱、地點、主辦者名稱及商品或服

務第一次展出日、商品或服務之展出照片等。 

（D）應於申請註冊同時聲明。 

  

6. 下列事項，何者得聲明不專用？ 

（A）商標整體不具識別性。 

（B）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的事項。 

（C）商標中具識別性的部分。 

（D）商標圖樣中未經設計之網域名稱。 

  

7. 關於無法使用註冊商標的「正當事由」，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藥品已研發完成，尚未經過藥政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B）海運斷絕，原料缺乏或天災地變，一時不能開工生產或銷售。 

（C）公司之經營，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確定。 

（D）我國尚未開放進口之商品。 

  

8. 關於註冊商標實際使用的商品或服務，應與註冊指定的商品或服務性質

相當，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指定使用於「超級市場服務」，實際使用於「茶葉零售批發」。 

（B）指定使用於「人體用藥品」，實際使用於「感冒藥」商品。 

（C）指定使用於「銀行服務」，實際使用於「信用卡發行服務」。 

（D）指定使用於「化妝品」商品，實際使用於「粉餅」、「眼影」商

品。 

  

9. 關於不受他人商標權效力拘束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產自阿里山的高山茶，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方法標示產地。 

（B）汽車維修廠於營業看板上，標示各廠牌之汽車商標。 

（C）持續使用近五十年的商標，嗣後他人以近似商標註冊於類似商品

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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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進口二手跑車重新改裝轉售。 

  

10. 關於商標權人向海關申請提示保護方式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應以一商標註冊號數為一申請案。 

（B）檢具足供海關辨認真品及侵權物特徵之文字說明。 

（C）檢具進出口貨櫃號碼、貨物存放地點等相關具體資料。 

（D）檢具商標權證明文件。 

  

11. 關於申請廢止註冊而構成無具體事證或主張顯無理由者，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申請廢止人舉證商標權人之公司狀況，登載為解散、撤銷、廢止

等情事已滿 3年。 

（B）申請廢止人檢附至商標權人住所或營業所進行實地訪查之事證。 

（C）申請廢止人檢送同業訪查或網路搜尋之證據資料，足使審查人員

產生薄弱心證。 

（D）申請廢止人提出商標權人（自然人）死亡超過 3年之證明文件。 

  

12. 關於文書合法送達的對象，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申請人在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得僅指定第三人為送達代

收人，以為合法送達。 

（B）共有商標之申請人得選定其中 1人為代表人。已選定代表人者，

以送達於該代表人時即發生送達之效力。 

（C）同一申請人委任數個代理人，向代理人其中一人送達時，即發生

合法送達之效力。 

（D）當事人若有委任數個代理人，各代理人地址不相同者，應對所有

代理人送達。 

  

13. 關於輸出或輸入附有註冊商標之標籤、吊牌或包裝容器，下列敘述何者

不正確？ 

（A）需取得商標權人之同意。 

（B）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C）未得商標權人同意，商標權人得申請海關先予查扣。 

（D）需明知有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

附有註冊商標之標籤、吊牌或包裝容器，始視為侵害商標權。 

  

14. 關於外國人申請商標註冊，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法對於外國人申請商標註冊，原則上採互惠原則。 

（B）在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得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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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核駁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之期間，在我國境內無

住居所或營業所者，為二個月。 

（D）商標權人為外國自然人，就商標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

提起民事訴訟。 

  

15. 關於商標電子申請及電子送達，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電子申請文件所載代理人有三人送達處所相同，均同意電子

送達，其中一人下載電子公文完成後，其他人仍得下載。 

（B）電子申請軟體應符合商標專責機關之規定。 

（C）商標電子申請文件應備具有效之數位簽章或電子簽名。 

（D）商標電子申請文件含有病毒而難以辨識，視為未被電子傳達。 

  

16. 下列何者並非團體商標使用規範書應載明之事項？ 

（A）團體成立宗旨。 

（B）使用團體商標之條件。 

（C）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使用之方式。 

（D）會員之資格。 

  

17. 關於產地證明標章之必備條件，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申請人應具有法人資格。 

（B）商品或服務具有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 

（C）與地理環境之關聯性。 

（D）界定之區域範圍。 

  

18. 關於處分書無從送達者，於 2020年 5月 1日刊登商標公報，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2020年 5月 30日視為已送達。 

（B）2020年 5月 31日視為已送達。 

（C）2020年 5月 20日視為已送達。 

（D）2020年 5月 21日視為已送達。 

  

19. 下列何者不構成侵害商標權？ 

（A）進口真品名牌包，鑲嵌黃金扣環及珠寶後行銷市場。 

（B）將超出商標權人委託製造數量之商品流入市場。 

（C）回收他人商標之碳粉匣重新裝填自己商品行銷市場。 

（D）真品名牌商品低於市場價格出售。 

  

20. 下列何者不因商標申請程序遲誤法定期間而不受理？ 

（A）商標權期間屆滿後 7個月，提出申請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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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於商標註冊申請日後 4個月，才提出優先權證明文件。 

（C）商標註冊公告日後 4個月提出異議。 

（D）不合法定程式經指定期間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 

  

21. 下列何者有准予商標註冊之可能？ 

（A）將「精品暢貨中心 outlet world｣指定使用於購物中心。 

（B）將「花東｣指定使用於稻米類商品。 

（C）將「彩色世界｣指定使用於化妝品、燙髮液、染髮劑等商品。 

（D）將鐘擺來回動態影像指定使用於時鐘商品。 

  

22. 下列關於評定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29條第 1項、第 30條第 1項或第 65條第 3項

規定之情形者，任何人得申請商標專責機關評定其註冊。 

（B）以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30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向商標專責機關

申請評定，其據以評定商標之註冊已滿 3年者，應檢附於申請評

定前 3年有使用於據以主張商品或服務之證據，或其未使用有正

當事由之事證。 

（C）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30條第 1項第 9款至第 15款規定之情形，自

註冊公告日後滿 5年者，不得提請評定。 

（D）評定案件經評定成立者，應撤銷其註冊。 

  

23. 下列何項行為無刑事罰則？ 

（A）甲擅自將證明標章 A使用於其販售之商品。 

（B）乙擅自將近似於商標 B之商標使用於其銷售之相同商品，有致相

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C）丙明知為侵害商標權之商品，而陳列販售該商品。 

（D）丁明知商標 C為戊註冊之著名商標，而將 C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

名稱。 

  

24. 下列關於商標申請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應以一申請案一商標之方式為之。 

（B）應檢附商標使用之證據。 

（C）申請商標註冊，應依商品及服務分類之類別順序，指定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類別，並具體列舉商品或服務名稱。 

（D）商標圖樣應以清楚、明確、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

呈現。 

  

25. 甲有「白貓文字與圖形｣註冊商標，甲將該商標讓與乙，但未經商標專

責機關登記，其後甲又將該商標讓與丙。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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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商標權移轉之登記為對抗效力。 

（B）乙取得「白貓文字與圖形｣註冊商標之商標權。 

（C）由於甲乙之商標權移轉未經商標專責機關登記，所以乙不得要求

丙停止使用該商標。 

（D）丙無法善意取得該商標權。 
  

 

乙、簡答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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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在夜市擺攤販賣皮包、皮夾和一些服飾配件，被警方查獲其中部分 A商

標的皮包、皮夾是仿冒品。但甲抗辯是朋友寄賣，證明自己非明知，並經

法院判決不成立商標法第 97條的罰責在案。請問：仿冒 A商標的皮包、

皮夾非為甲所有，在刑法沒收規定修正後，應如何處置？ 

 

二、 （10分） 

 國內取得產地證明標章的「池上米」，主要是可以讓消費者藉以和未經證

明來自池上的米相區別，請舉出商標法對於申請證明標章和商標的文件，

有何不同？ 

 

三、 （10分） 

 某甲註冊 A商標已經超過 6年，A商標共註冊 3個類別；包含第 3 類的化

妝品、第 18類的皮件及第 25類的衣服等商品。某乙想以相近似的 B商標

指定在第 3類的洗髮精、沐浴乳等商品（不含化妝品）申請註冊，並發現

甲沒有將 A商標使用在該等人體用清潔用品上，請問： 

1. 乙可以只申請廢止 A商標在第 3類商品的註冊嗎？  

2. 如果甲證明 A商標有使用在「乳液」、「化妝水」、「精華液」三樣商品上，

乙可以申請廢止 A 商標有關洗髮精、沐浴乳等人體用清潔用品的註冊

嗎？ 

3. 若 A商標在洗髮精、沐浴乳等人體用清潔用品廢止註冊確定後，乙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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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 B商標的註冊嗎？ 

 

四、 （10分） 

 甲公司於 2020年 2月 25日在中國第一次以「中中」商標申請註冊在第 9

類商品；2020年 3月 12日又在中國以同一商標在第 16類商品及第 42類

服務申請註冊。同年 7月 15日，甲公司決定以一案多類方式，在我國申

請註冊同一「中中」商標，指定註冊在第 9、16、35、41、42類，同時主

張優先權。請問在商標、商品／服務名稱及文件均符合規定的情況下，

「中中」商標在我國可以主張的申請日為何？ 

 

五、 （10分） 

 甲於 2005年 6月 1日獲准註冊「 」商標（「女之寶」文字設計圖），

2020年初發現乙以「女之寶」商標（標準字體）於 2019年 07月 16日獲

准註冊，二商標指定之商品相同。其後甲於市場上購得乙所販賣

「 」商標之相同商品。請問： 

1. 甲如果要避免消費者混淆，可以提出的商標爭議程序為何？ 

2. 若有二以上商標爭議程序可採用，請說明各該商標爭議程序在舉證上

相同之處？ 

3. 承上，若乙的商標經商標專責機關認定成立並處分確定，請說明不同

商標爭議程序之法律效果有何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