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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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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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關於海關查扣進口物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申請查扣進口物者，須證明該進口物有侵害之事實存在
（B）若查扣物經法院確定判決，不屬侵害專利權之物，被查扣人應負擔查扣
物之貨櫃延滯費
（C）申請人就被查扣人請求海關廢止查扣所提供之保證金，與質權人有同一
之權利
（D）申請人就進口物侵害專利權之訴訟，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已無繼續提
供保證金之必要者，查扣人得向海關申請返還廢止查扣所提供之保證
金。

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發明專利，取得申請日之法定必要文件為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摘要及必要之圖式
（B）申請新型專利，取得申請日之法定必要文件為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及圖式
（C）申請設計專利，取得申請日之法定必要文件為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及圖式
（D）申請發明專利，應於申請日後 3 年之內申請實體審查；新型專利及設計
專利則不採實體審查制度。

3.

關於申請專利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發明專利權之範圍，是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
（B）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一項以上之獨立項表示
（C）發明之進步性評價，與申請專利範圍無關
（D）專利說明書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重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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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共有專利權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非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共有人之一不得申請「請求項刪除」之更正
（B）非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共有人之一不得申請「申請專利範圍減縮」之更
正
（C）非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共有人之一不得就共有專利權為讓與、信託、設
定質權或拋棄
（D）非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共有人之一不得就共有專利權中其應有部分，為
讓與、信託、設定質權或拋棄。

5.

下列對於進步性之敘述，何者錯誤？
（A）進步性之評價，得以結合先前技術之複數引證文件為之
（B）進步性之評價，應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角度為之
（C）於專利侵權訴訟中，被告得以系爭專利欠缺進步性作為抗辯事由
（D）進步性之主要規範目的是強化專利說明書之揭露。

6.

下列何者正確？
（A）甲為某領域學者，某日獲知同領域之乙研究團隊發明 A 物，並就 A 物及
其製造方法申請專利獲准。然甲對乙團隊研發能力存疑，遂參照專利說
明書所述流程於其實驗室中嘗試製造 A 物。甲之製造行為為專利權效力
所及
（B）丙公司之 B 手機新近上市，其照相功能中之美肌軟體業經取得專利。丁
便向丙公司購入一隻 B 手機，然日後獲悉該款手機易有電池過熱現象，
遂又將該手機售予二手商店。丁之販賣行為為專利權效力所及
（C）戊長期服用尚受專利權保護之 C 保健食品，某日聽聞 3C 列印技術可以
低成本製造 C 保健食品，遂購入相關原料器材，果真製造成功；戊欣喜
之餘，遂以同樣方法製造千餘顆 C 保健食品發送親友。戊製造並發送千
餘顆 C 保健食品之行為為專利權效力所及
（D）庚欲創業，擬製造販售辛公司受 D 專利保護之公仔，正規劃向辛公司提
出需求洽談授權時，發現 D 專利第 4 年專利年費已逾繳納期限 8 個月仍
未繳納，爰認為 D 專利已消滅，遂製造該公仔一批，不料 2 個月後獲悉
辛公司已申請回復專利權，並經專利專責機關公告在案。庚之製造行為
為專利權效力所及。

7.

關於新型專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方法發明得作為新型專利之標的
（B）新型專利之審查依法為實體審查
（C）新型專利就其申請專利範圍不得申請更正
（D）新型專利無早期公開制度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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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發明專利早期公開及公告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發明專利申請案經核准審定後，申請人要使專利專責機關公告其專利案，
除了繳納專利證書之證書費之外，尚須繳納第一年專利年費
（B）除有法定情況之外，發明專利申請案於申請日後經過 18 個月，應公開
之。因應專利專責機關作業需求，18 個月期間之計算以我國申請案申請
日為準，不考慮國際優先權日
（C）發明專利申請人有延緩公告專利案之必要者，得申請延緩公告，目前最
多得延緩 3 個月
（D）發明專利申請人有延後公開專利申請案之必要者，得申請延緩公開，但
應於申請日後 15 個月內提出延緩公開之申請。

9.

設計專利之專利權範圍，以下列何者為準？
（A）專利說明書
（B）圖式
（C）申請專利範圍
（D）摘要。

10.

關於設計專利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設計指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基
於一設計一物原則，設計應針對物品之整體、全部為創作，不得僅就物
品之部分為之
（B）純功能性之物品造形，其物品外觀功能需求之結果，而非以視覺訴求為
目的，不得取得設計專利；但純藝術創作係屬視覺訴求，得取得設計專
利
（C）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設計申請案實質上有兩個以上
設計時，一律應為分割，並最晚應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申請分割
（D）設計申請案以兩個以上通常一併使用之物品為整體性創作者，一律應為
分割，並最晚應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申請分割。

11.

關於發明之專利申請權與專利權之歸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職務上之發明，是指受雇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
設計
（B）職務上之發明，除契約另有約定，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
但其發明係利用受雇人資源或經驗者，受雇人得於支付合理報酬後，實
施其發明
（C）受雇人完成非職務上之發明，應即以書面通知雇用人
（D）雇用人與受雇人間所訂契約，使受雇人不得享受其非職務之發明之權益
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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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衍生設計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衍生設計之申請日，最早可與原設計申請日同日
（B）衍生設計須近似於原設計，或雖不近似於原設計，但近似於原設計之其
他衍生設計
（C）衍生設計之專利權與原設計之專利權得分別單獨主張，但須一併讓與
（D）衍生設計專利權期限與原設計專利權期限同時屆滿。

13.

發明專利申請人因學術目的，於專利申請前見於刊物，若能於公開之事實發
生後一定期限內申請者，該公開事實將無關於該申請之新穎性與進步性判
斷。前述期限為何？
（A）6 個月
（B）12 個月
（C）18 個月
（D）10 個月。

14.

關於設計專利更正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更正設計專利之說明書或圖式，僅得就「誤記或誤譯之訂正」、
「不
明瞭記載之釋明」、
「圖式之刪除」等三事項為之
（B）設計專利之更正，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但申請
時其說明書及圖式以外文本提出，而為誤譯訂正者，不得超出申請時外
文本所揭露之範圍
（C）設計專利之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請求項
（D）設計專利之更正，經專利專責機關核准並公告者，溯自最初之專利公告
日生效。

15.

依專利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非發明專利之專利說明書的應記載事項？
（A）技術領域
（B）先前技術
（C）發明內容
（D）申請專利範圍。

16.

關於舉發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舉發案件審查中專利權人提出更正，而合併審查舉發案及更正案者，專
利專責機關應先審理更正案，以確定舉發案之審查標的
（B）我國現行專利法已無職權撤銷專利權之規定，但經民眾提起舉發者，在
其舉發聲明的範圍內，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
及證據
（C）舉發人想要就專利權之部分提起舉發者，在發明及新型專利之舉發案，
應具體指明請求撤銷之請求項；在設計專利之舉發案，應具體指明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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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之圖式名稱
（D）舉發人提出舉發之後欲撤回者，應於審定前為之。但專利權人已提出答
辯者，須得其同意方可以撤回舉發。
17.

關於專利請求項的獨立項與附屬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一項以上之獨立項表示，必要時，亦得有一
項以上之附屬項
（B）獨立項或附屬項之文字敘述，應以單句為之
（C）附屬項不得依附在前之附屬項
（D）於解釋附屬項時，應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

18.

關於專利權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就物品專利之專利物，或方法專利之方法直接製成物為出口，均屬於實
施行為
（B）專利權遭受侵害者，不問侵害人有無故意或過失，皆得請求除去該侵害
（C）專利權遭受侵害者，不問侵害人有無故意或過失，皆得請求損害賠償
（D）專利權遭受侵害者且情節重大者，不問侵害人有無故意或過失，皆得請
求不超過已證明損害額 3 倍以下之損害賠償。

19.

關於專利獨立請求項之撰寫，下列何者錯誤？
（A）複數技術特徵組合之發明，其請求項之技術特徵，得以手段功能用語或
步驟功能用語表示
（B）請求項之技術特徵，除絕對必要外，不得以說明書之頁數、行數或圖式、
圖式中之符號予以界定
（C）獨立項之撰寫，以二段式為之者，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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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請求項得記載化學式或數學式，不得附有插圖。

20.

關於專利申請權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專利申請案共有人，非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
人
（B）專利申請權得為讓與或繼承
（C）專利申請權得設定質權
（D）專利申請權可依契約約定歸屬。

21.

關於同一創作申請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同一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未於申請
時分別聲明時，不予發明專利
（B）同一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並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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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分別聲明，其新型專利核准審定前，已取得發明專利權，專利專責機
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
（C）同一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應於申請
時分別聲明，其新型專利核准審定前，已取得發明專利權，專利專責機
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人依前項規定選擇新型專利者，其發明
專利權，自新型專利公告之日消滅
（D）同一人就相同創作，不得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
22.

關於申請人基於我國先申請之專利案再提出專利申請，並就先申請案主張國
內優先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先申請案為發明專利，經法定期間 12 個月後，不得被據以主張優先權
（B）先申請案為新型專利，經公告後，仍可被據以主張優先權
（C）先申請案為設計專利，得被據以主張優先權
（D）先申請案係發明專利，經分割或改請後之分割案、改請案，得被據以主
張優先權。

23.

下列何者為專利法所保護之發明？
（A）生產動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
（B）人類之治療藥物
（C）礦物之單純發現
（D）公司內控的構想。

24.

關於發明專利修正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申請人於申請再審查時，不得同時修正說明書或圖式
（B）修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
所揭露之範圍
（C）專利專責機關為不予專利審定前，應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申請人僅得
於通知之期間內修正
（D）經最後通知者，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申請人僅得於通知之期間內，就
請求項之刪除、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誤記之訂正及不明瞭記載之釋
明等，進行修正。

25.

若專利物未能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亦不於標籤、包裝或以其他足以引起他人
認識之顯著方式標示之，依我國專利法之規定，其法律效果為何？
（A）專利權人不得就專利權侵害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
（B）專利權人不得就專利權侵害主張排除或預防侵害請求權
（C）專利權人欲就專利權侵害請求損害賠償時，應舉證證明侵害人明知或可
得而知為專利物
（D）專利物之相關專利，依法推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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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關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第二年以後之年費，專利權人非因故意，未於專利法所定期限補繳者，
得於期限屆滿後一年內，申請回復專利權，並繳納三倍之專利年費後，
由專利專責機關公告之
（B）申請人非因故意，未於期限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專利年費後，得於繳費
期限屆滿後一年內，繳納證書費及三倍之第一年專利年費後，由專利專
責機關公告之
（C）申請人非因故意，未於申請專利同時主張國際優先權，得於最早優先權
日起 16 個月內補主張
（D）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者，如專利專責機關於原專利權期間屆滿時尚未審
定者，其專利權期間視為已延長，專利權人於該延長時間授權實施
者，該被授權人得於專利專責機關審定不予延長時，得請求專利權人
返還權利金，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27.

關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下列何者錯誤？
（A）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公告後，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
（B）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進行警告時，宜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C）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因行使專利權所致他
人之損害，不論其有無過失，均應負賠償責任
（D）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申請，於新型專利權當然消滅後，仍得為之。

28.

關於可成為申請設計專利標的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網路作家創作之卡通人物圖像，應用於手機上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可
成為申請設計專利標的
（B）應用於筆記型電腦之電子電路布局，可成為申請設計專利標的
（C）應用於螺絲鎖合螺帽之螺紋形狀，可成為申請設計專利標的
（D）將陽明山小油坑的風景仿真畫應用於物品上，可成為申請設計專利標
的。

29.

若甲、乙及丙就 X 發明共有專利權時，甲若計畫實施發明於市場謀利時，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得自行實施，無須經乙與丙之同意
（B）甲應取得乙與丙之同意方得實施
（C）甲不得單獨實施，依法應由甲、乙及丙三人共同實施
（D）甲得否實施，應視甲之應有部分是否過半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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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關於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進行救濟措施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現行專利法規定，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行
政查處
（B）專利侵權訴訟，經法院認定損害額為新臺幣 1 萬元整，若侵害行為屬故
意，則法院可酌定新臺幣 2 萬元懲罰性賠償金
（C）專利權雖受侵害，但若非屬過失或故意之行為，則專利權人不得請求損
害賠償
（D）現行專利法所規定之損害賠償計算方法，並未包括法定定額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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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分）
甲為跨國企業集團，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向美國專利商標局申請發明專利(下
稱 A 專利案)，嗣後於 2015 年 12 月 25 日以相同發明向我國專利專責機關申
請發明專利(下稱 B 專利案)，試依我國專利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1. A 案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即因不符專利要件而遭核駁審定，試問 A 專
利案業經核駁審定，可否被 B 專利案主張為國際優先權之基礎案，理
由為何?(6 分)
2. B 專利案於申請時並未聲明主張優先權，專利專責機關於 2016 年 3 月
1 日以 2015 年 5 月 1 日公開之先前技術文件為比對引證，發出 B 專利
案不具專利要件之審查意見通知書，甲可否於收到審查意見通知書後，
補主張優先權，理由為何?(6 分)
3. B 專利案嗣後經專利專責機關核駁審定後，於法定期間內改請新型專
利，請說明 B 專利案可否主張優先權？(8 分)

二、

（20 分）
我國最近一次專利法修正，有關優惠期部分條文修正案，已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 5 月 1 日施行，請分別就優惠期期間、
公開態樣及程序要件等項目，說明修法前後之規定？(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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