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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專利類試題 

類    科：專利程序控管類 

科    目：專利程序審查及專利權管理 

考試時間：2小時 

全 7 頁 

准考證號碼： 

             
甲甲甲甲、、、、    測驗題部分測驗題部分測驗題部分測驗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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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有關說明書部分缺頁或圖式部分缺漏之敘述，何者錯誤？ 

（A）說明書部分缺頁或圖式部分缺漏時，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但其補正部

分已見於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者，仍以原申請日為申請日 

（B）說明書部分缺頁或圖式部分缺漏時，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補正，補正後

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以補正日為申請日，如申請人於 3個月內撤回全部

補正內容時，仍得以原申請文件提送之日為申請日 

（C）有關說明書部分缺頁或圖式部分缺漏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條之規定，

外文本不適用之 

（D）說明書部分缺頁或圖式部分缺漏時，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補正，如申復

部分缺頁、缺漏之情事，與申請專利實質技術內容之揭露無關而不須補

正者，仍得以原申請文件提送之日為申請日。 

C 

   

2. 以下對於申請撤回之說明，何者正確？ 

（A）申請人對於發明實體審查之申請，在未審定前，得隨時撤回該實體審查

之申請 

（B）申請人為二人以上時，申請撤回，各人可單獨為之，無須由全體申請人

共同連署提出申請 

（C）申請人對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申請，在專利專責機關未作成新型專利

技術報告前，得隨時撤回該技術報告之申請 

（D）發明專利申請案，在申請日(如主張優先權者，其起算日為最早之優先權

日之次日)15 個月內申請撤回者，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申請案將不予公開。 

D 

   

3. 以下有關主張大陸優先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A）依「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兩岸相互承認優先權 

（B）以上協議自中華民國 99年 9月 12 日生效，故兩岸自 99年 9月 12 日起

開始受理優先權主張 

（C）大陸地區人民依我國專利法第 27條規定主張優先權者，其基礎案之申請

日不得早於 99年 9月 12 日 

（D）外國申請人以大陸地區之申請案為基礎案據以主張優先權，其優先權日

不得早於 99年 9月 12 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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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有關國內優先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A）先申請案之申請人應與後申請案之申請人是同一人 

（B）先申請案申請日起 15個月後，不得撤回優先權主張 

（C）提出專利之申請主張國內優先權者，發明或新型專利應於 12個月內，新

式樣則為 6個月內為之 

（D）先申請案中所記載之發明或創作，若曾主張國內優先權或國際優先權者，

即不得於後申請案再次據以主張為國內優先權。 

C 

   

5. 以下有關申請實體審查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實體審查之人，僅限於發明專利申請人始得為之 

（B）專利申請人為數人時，申請實體審查不必共同為之 

（C）申請實體審查如由專利申請人以外之人提起者，申請實體審查者對不予

專利審定不服，得申請再審查 

（D）發明專利申請案，自申請日起(如主張優先權主張者，其起算日為優先權

日之次日起)3年內，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實體審查。 

B 

   

6. 以下有關更正之敘述，何者錯誤？ 

（A）說明書、圖式經更正公告者，溯自申請日生效 

（B）發明專利權人未得被授權人或質權人之同意，不得為更正之申請 

（C）依專利法之規定，利害關係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

者，得於專利權期滿或當然消滅後提起舉發。此時，被舉發人不得申請

更正 

（D）申請人如於核准審定（處分）後，繳費領證同時或稍後申請更正，由於

公告取得專利權，該公告之期日屬可得確定，因此，專利專責機關將先

行受理更正申請，並於公告後再行處理。 

C 

   

7. 申請人於 98年 4月 9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式樣專利，經審查於 99年 1

月 5日核准審定，該審定書並於 99年 1月 7日合法送達。請問申請人最晚應

於何時繳納證書費及第 1年年費？ 

（A）99 年 4月 5日 

（B）99 年 4月 6日 

（C）99 年 4月 7日 

（D）99 年 4月 8日。 

C 

   
8. 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98年 1月 23 日，公告日為 98年 7月 21 日，請問

其專利權期間為何？ 

（A）專利權期間自 98年 1月 23 日至 108 年 1月 22 日止 

（B）專利權期間自 98年 1月 23 日至 108 年 1月 23 日止 

（C）專利權期間自 98年 7月 21 日至 108 年 1月 22 日止 

（D）專利權期間自 98年 7月 21 日至 108 年 1月 23 日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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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下有關專利權當然消滅之敘述，何者錯誤？ 

（A）專利權期滿，屬專利權當然消滅之事由 

（B）專利權人拋棄，屬專利權當然消滅之事由 

（C）未繳納第 1年專利年費及專利證書費，屬專利權當然消滅之事由 

（D）所謂專利權當然消滅，是指一旦有專利法所定之當然消滅事由，即發生

權利消滅之效果，不待任何人主張，亦不待專利專責機關通知。 

C 

   

10. 關於再審查申請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新型專利形式審查不准專利後，應先提出再審查申請，再審查審定不准

專利後，方得提起訴願 

（B）經形式審查之新型專利，對於不准專利之處分不服者，逕提訴願，無提

起再審查之必要 

（C）發明專利初審不准專利，應先提出再審查申請，再審查審定不准專利後，

方得提起訴願 

（D）新式樣專利初審不准專利，應先提出再審查申請，再審查審定不准專利

後，方得提起訴願。 

A 

   

11. 關於申請日認定之要件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得於申請後補正，不影響申請日之取得 

（B）說明書(圖說)、必要圖式如未將申請專利內容完整揭露者，得予補正不

影響申請日之取得 

（C）申請發明或新型專利時，說明書完全未載明申請專利範圍，仍可取得申

請日 

（D）發明專利申請案中如無須圖式，即可完整揭露技術者，無須檢附圖式。 

D 

   

12. 新型申請案所據以主張國際優先權之基礎案為新式樣申請案時，其優先權期間

為何？ 

（A）12 個月 

（B）9個月 

（C）6個月 

（D）30 個月。 

C 

   
13. 關於專利申請權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專利申請權人，指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B）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均得讓與或繼承 

（C）專利申請案如因受讓而變更申請人名義者，應檢附受讓專利申請權之契

約書或讓與人出具之證明文件 

（D）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原則上，其專利申請權

及專利權屬於受雇人所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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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生物材料之發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申請標的如屬生物材料或利用生物材料之發明專利，應於申請前寄存生

物材料 

（B）有關生物材料之發明，應於申請書上載明該生物材料寄存之機構、日期

及號碼 

（C）申請人得聲明該生物材料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

仍須於申請前寄存生物材料 

（D）申請人應於申請日起 3個月內檢送寄存證明文件。 

C 

   

15. 有關分割申請之敘述，何者錯誤？ 

（A）分割子案申請人應與原申請案相同 

（B）初審審定者不須提起再審查，即可分割 

（C）分割子案之專利申請種類須與原申請案相同 

（D）分割子案援用原申請案之申請日。 

B 

   

16. 有關回復原狀之敘述，何者錯誤？ 

（A）該法定期間之延誤係因天災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 

（B）所造成之延誤期間不超過 2年 

（C）如因病住院、代理人之過失所生之遲延等，皆不得申請回復原狀 

（D）所謂天災是指自然力所造成之災害，如水災、地震、風災等。 

B 

   

17. 關於我國授權實施登記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專利專責機關不受理專利申請權授權實施登記 

（B）專利權授權契約或證明文件，應載明授權部分、地域及期間 

（C）聯合新式樣得單獨辦理授權實施登記 

（D）除原專利權人明示同意再授權他人實施外，原則上不受理專利權再授權

實施登記。 

C 

   

18. 申請專利權讓與登記者，應由何人備具申請書及專利證書提出申請？ 

（A）讓與人(原專利權人) 

（B）受讓人 

（C）原專利權人或受讓人均可 

（D）以上皆非。 

C 

   

19. 現行專利法規定之發明專利優先權證明文件補正期間為何？ 

（A）優先權日起 16個月 

（B）申請日起 4個月內 

（C）優先權日起 12個月 

（D）處分前補正即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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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列有關專利法第 22條新穎性優惠期之敘述，何者為非： 

（A） 未於申請時聲明，則新穎性優惠期主張不受理 

（B） 未檢送證明文件，智慧局於程序審查時將通知補正，屆期未檢附者，則

新穎性優惠期主張不受理 

（C） 優惠期主張不受理，申請案亦不受理 

（D） 主張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不須於申請時主張。 

C 

   

21. 有關說明書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 專利說明書應用中文撰寫，如以外文本提出申請者應補正中文本 

（B） 申請人倘以專利說明書外文本先行提出申請，並於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

本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 

（C） 申請人倘以專利說明書外文本先行提出申請，未於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

本者，應以其後補正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D） 說明書使用中文簡體字者，應通知補正，並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D 

   

22. 有關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提出專利申請時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 仍應以該外國公司名義為申請人 

（B） 得以其在台分公司之負責人為代表人提出申請 

（C） 如以其在台分公司之地址為申請人地址，仍應以委任專利代理人辦理為

必要 

（D） 外國分公司如依其本國法具有法人格者得以該外國分公司名義提出專

利申請。 

C 

   

23. 有關專利申請書載明申請人處理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確立申請人為取得申請日的要件之一 

（B）未載明申請人姓名或名稱者，申請案將不予受理 

（C）申請案之申請人以首次申請書為準 

（D）專利申請權為共有者，得僅由部分申請人提出申請。 

D 

   

24. 下列有關專利權異動登記之敘述，何者為非： 

（A）信託、讓與、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均於契約生效時發生效力 

（B）經登記係發生對抗效力 

（C）辦理登記之申請人限於專利權人 

（D）專利權若經法院行政執行處囑託查封，則不受理專利權異動登記。 

C 

   
25. 下列有關改請申請之敘述，何者為非： 

（A）得援用原申請案之優先權主張與新穎性優惠期主張 

（B）得援用原申請案之原申請日 

（C）續行審查程序 

（D）均回到初審程序續行審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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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規費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 專利權人為自然人、學校、中小企業得以書面申請減收專利年費 

（B） 核准專利者專利申請人應於請領專利證書同時繳交第一年專利年費 

（C） 未繳納申請規費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D） 第二年以後之年費，未於應繳納專利年費之期間內繳費者，得於期滿六

個月內加倍補繳。 

C 

  

 

 

27. 以下有關新式樣專利與聯合新式樣專利之敘述，何者錯誤？ 

（A）原新式樣專利權撤銷或消滅者，其聯合新式樣專利權應一併撤銷或消滅 

（B）聯合新式樣專利，經審查核准後，不另發專利證書，而係於原申請案之

專利證書加註 

（C）聯合新式樣，指同一人因襲其原新式樣之創作且構成近似者。因此，聯

合新式樣申請人與原申請案之申請人應為同一人 

（D）提出聯合新式樣專利申請期間，限定在原新式樣專利申請後(包含同日申

請)至原新式樣獲准專利公告前提出。 

D 

  

 

 

28. 下列有關專利申請規費退還事由之敘述，何者為非： 

（A） 撤回申請者，原則上不予退費 

（B） 發明案審查期間，於收到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前，申請人得撤回申請

案，並同時申請退還發明專利實體審查費 

（C） 被主張國內優先權之發明先申請案，自 99年 1月 1日起視為撤回後，

申請人得申請退還該先申請案之實體審查費 

（D） 申請人有溢繳、誤繳情事者，不得申請退還規費。 

D 

  

 

 

29. 依據專利法相關規定，下列對於代理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A）專利師法公布施行後，得從事專利代理業務者，包括專利師、專利代理

人及律師 

（B）申請人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申請時，其委任之代理人人數不得逾 3人，

不包含複代理人 

（C）代理人有 2人以上時，如約定為共同代理，則代理人即不得單獨代理申

請人 

（D）大陸地區申請人在臺灣地區不論有無住所或營業所者，申請專利、註冊

商標及辦理有關事項，皆應委任在臺灣地區有住所之代理人辦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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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以下有關新型專利之敘述，何者錯誤？ 

（A）新型專利之標的為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 

（B）新型專利申請案，申請人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應於申請日

起 2個月內為之 

（C）目前新型專利申請案係採形式審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及新型專利案更

正亦採形式審查 

（D）新型專利為達到明確且充分揭露之目的，必須備具圖式揭露其新型物品

之內容，該圖式不得為照片。如為照片，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補正。 

C 

 

    

乙乙乙乙、、、、申論題部分申論題部分申論題部分申論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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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鉛筆不予記分)。 

 

一、 請依我國專利法令說明「專利權當然消滅」之事由為何？（20分） 

  

  

二、 請依我國專利法令及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說明取得發明專利申請日之要件

及認定說明書是否符合取得申請日要件之判斷依據？（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