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年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專利類試題
類
科：共同科目
科
目：專利法規
考試時間：2 小時

全7頁
准考證號碼
__________

甲、 測驗題部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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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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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之共有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專利申請權之讓與，應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B） 專利申請之改請，原則上應由共有人全體為之
（C） 專利權之讓與，應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D） 共有人之一得自行將其專利申請權之應有部分，讓與他人。

2.

申請日前之下列行為，何者不得主張專利法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新穎性及進步 D
性之優惠期？
（A） 將發明之技術資訊發表於 Science 期刊
（B） 將藥品發明送到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進行動物
試驗
（C） 將發明之原型模型送到經濟部技術處舉辦之技術展示會
（D） 於百貨公司商品發表會中介紹發明之技術資訊。

3.

T 國立大學生命科學系甲教授於北大武山系發現一種前所未見的蘭花，由該蘭 C
花進行研究所得之下列成果，何者不得准予專利？
（A）含有 A 基因之重組載體 B
（B）由蘭花分離出 A 基因之方法
（C）基因改造後之蘭花新品種
（D）分離蘭花細胞株之方法。

4.

某大學生醫所甲教授執行經濟部科技專案研究計畫，研究後證實 X 基因與心臟 C
病成因間有密切關連，於 2013 年 1 月 3 日提出專利申請。下列何種事實必然
導致申請案被駁回的結果？
（A） 甲教授於 2012 年 11 月 30 日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
（B） 甲教授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在經濟部所舉行的科技專案年度成果發表
會展示研究成果
（C） 2012 年 12 月 29 日在臺灣有相同發明提出專利申請
（D）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有駭客侵入實驗室電腦主機，下載甲教授之研究成果
及上傳至 wikipedia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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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下列何者非舉發事由？
（A）說明書不符合充分揭露據以實現之要求
（B）受雇人自行將職務上之發明提出專利申請
（C）專利案之申請超出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D）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屬於廣義發明概念之二個以上之發明，於同一申請
案提出申請。

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D
（A）公開之發明專利申請案雖有不予專利之事由，仍須至申請案審定後，始
得附具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陳述意見
（B）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如係郵寄者，以到達專利專責機關之日為準
（C）申請人更換代理人時，僅因申請人與新代理人間之委任契約生效，即對
專利專責機關發生效力
（D）專利申請案之代理人雖就受委任之權限內有為一切行為之權，但撤回分
割案及撤回改請案須受特別委任。

7.

下列何者非屬專利法明定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
B
（A）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計算損害額
（B）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全部收入計算損害額
（C）依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之合理權利金為基礎計算損害額
（D）以專利權人實施專利通常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
得之利益，以其差額計算損害額。

8.

關於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專利權屬於受雇人
（B）雇用人對於該發明享有姓名表示權
（C）受雇人完成該發明，應即以書面通知雇用人
（D）就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

9.

申請強制授權時，下列情形，何者須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 B
協議授權為前提條件？
（A）經法院判決認定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者
（B）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
（C）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認定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者
（D）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

10. 關於我國專利法所規定之申請專利範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發明摘要得用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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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利權侵害之判定，不當然與申請專利範圍有關
（C） 申請專利範圍之附屬項僅得依附於獨立項
（D） 獨立項之撰寫，以二段式為之者，前言部分應包含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
及與先前技術共有之必要技術特徵。
11. 關於專利權之侵害及救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Ｄ

（A）專利物若未標示專利證書號數，則專利權人將喪失專利權侵害的損害賠
償請求權
（B）侵權人對於專利權侵害，縱無故意或過失，仍應向專利權人負損害賠償
責任
（C）基於專利法為民法的特別法，專利權人不得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指所
受損害或所失利益）計算損害賠償
（D）專利權人就專利權之侵害，得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計算損害
賠償。
12. 關於專利物應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Ｃ

（A）專利權人未於專利物標示專利證書號數者，其專利無效
（B）此規定不適用於方法專利
（C）專利權人若未於專利物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於主張專利權侵害請求損
害賠償時，應舉證證明侵害人之明知或可得而知為專利物
（D）專利物如為藥品，專利權人不得於該藥品包裝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
13. 下列關於專利審查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Ｄ

（A） 發明專利採實體審查請求制
（B） 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制
（C） 設計專利採實體審查制
（D） 發明專利及設計專利均採實體審查請求制。
14. 下列關於改請之敘述，何者錯誤？

Ｄ

（A） 發明得直接改請設計
（B） 獨立設計得直接改請衍生設計
（C） 設計得直接改請新型
（D） 設計得直接改請發明。
15. 下列何種情形，不屬於更正之事由？

（A） 刪除請求項
（B） 擴大申請專利範圍
（C） 訂正誤記或誤譯內容
（D） 釋明不明瞭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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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關於專利權期間延長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

（A） 專利權期間延長之申請，應於取得第一次藥品許可證之日起三個月內，
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
（B） 專利權人得申請延長專利之期間為二年至五年
（C） 核准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之範圍，不限於許可證所載之有效成分及用途
（D） 同一專利權申請期間延長，不以一次為限。
17. 下列何者，不屬於申請設計專利之說明書應記載事項？

Ｄ

（A）物品用途
（B）設計說明
（C）設計名稱
（D）設計案之技術特徵。
18. 甲為 A 設計專利權人，不得為下列何者行為？

Ｄ

（A）於 A 設計專利公告前，得就近似於 A 設計專利之 B 設計，申請衍生設計
專利
（B）於 A 設計專利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得為分割之申請
（C）得排除第三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近似 A 設計之行為
（D）將 A 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分別讓與乙及丙。
19. 下列關於新型專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Ｃ

（A）新型專利申請案須經實體審查，始得授予專利
（B）工業方法或製程之相關創作得為新型專利之標的
（C）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得就新型專利申請強制授權
（D）新型專利不須具備「產業利用性」之專利要件。
20. 新型專利申請，於不予專利之處分書送達後逾幾日，不得改請為發明專利？

C

（A）10 日
（B）15 日
（C）30 日
（D）45 日。
21. 下列何者，依法不得准予設計專利？

（A）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
（B）應用美術之工業產品
（C）對於物品部分之形狀與色彩，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D）純功能性之物品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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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關於衍生設計專利申請之敘述，何者正確？

B

（A） 衍生設計專利申請，於原設計專利申請日後不得為之
（B） 衍生設計專利申請，於原設計專利公告後不得為之
（C） 不同之人得就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分別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
利
（D） 同一人得就與原設計不近似，但與衍生設計近似之設計，申請衍生設計
專利。
23. 下列關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申請之敘述，何者錯誤？

A

（A）新型專利申請案一經提出，任何人均得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新型專
利技術報告
（B）於新型專利權期限屆滿後，仍得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C）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一經申請，不得撤回
（D）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應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
24.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申請，如敘明有非專利權人為商業上之實施，並檢附證明 Ｂ

文件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應於何期限內完成該報告？
（A）3 個月
（B）6 個月
（C）9 個月
（D）12 個月。
25. 下列關於新型專利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Ｄ

（A）強制授權之規定，適用於新型專利
（B）新型專利物應標示專利證書號數
（C）新型專利權人於權利受到侵害時，得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指所受損害
或所失利益）計算損害賠償
（D）新型專利申請案於申請日後三年內，任何人均得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
請實體審查。
26. 依我國專利法規定，設計專利權範圍之界定，以下列何者為準？

Ｃ

（A）申請專利範圍
（B）設計說明
（C）圖式
（D）物品用途。
27. 下列何者，非為新型專利形式審查不予專利之理由？

（A）新型專利申請有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B）新型專利申請包含數個新型創作，未符合一個廣義發明之概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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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C）申請專利範圍未揭露必要事項
（D）說明書無法使該新型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據以實現。
28. 新型專利權因舉發而遭撤銷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Ｃ

（A） 專利權人因信賴專利之授予，故對撤銷前行使權利所致他人之損害，不
負損害賠償責任
（B） 專利權人對撤銷前行使權利所致他人損害之賠償責任，採無過失責任原
則
（C） 專利權人因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對撤銷前行使
權利所致他人之損害，推定不負賠償責任
（D） 專利權人對撤銷前行使權利所致他人損害之賠償責任，僅限於專利權人
之故意行為。
29. 設計申請案所據以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為新型申請案時，得主張優先權之期 Ｂ

間為何？
（A）3 個月
（B）6 個月
（C）9 個月
（D）12 個月。
30. 下列關於提起舉發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依專利法規定，舉發人補提理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 1 個月內為之。
逾越上述期限補提之理由及證據，縱在舉發審定前提出，專利專責機關
仍將不受理
（B） 以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起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
人始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
（C） 舉發案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不成立者，任何人不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
據，再為舉發
（D） 專利專責機關依舉發撤銷發明專利權，撤銷經確定者，專利權之效力，
視為自始即不存在。
乙、申論題部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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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說明下列專利用語之意義。（20 分）
（一） 擬制喪失新穎性
（二） 先申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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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受僱於Ａ公司從事研發，於職務範圍內研發出 P 發明。甲未經 A 公司同意，
私自以己為發明人申請專利。A 公司於 P 發明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專利
並經公告在案後，始得知其情事。試問：依我國專利法規定，A 公司有何救
濟之方式？（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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