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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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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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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專利權異動登記之敘述，何者正確？ 

（A）讓與係於登記完成時發生效力； 

（B）授權他人實施係於契約生效時發生效力； 

（C）登記完成係契約生效要件； 

（D）辦理登記之申請人限於專利權人。 

B 

   

2. 有關申請文件以郵寄方式送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所謂郵寄方式，係指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將文件寄達專利專責

機關或其各地服務處者而言； 

（B） 須以掛號方式郵寄提出者，始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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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達專利專責機關之日

為準； 

（D） 經其他民間遞送公司遞送之文件，以專利專責機關收文之日為準。 

B 

   

3. 有關舉發申請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對於已取得之專利權，皆得於專利權期間內提起舉發； 

（B） 專利權經撤銷確定，其舉發申請不予受理； 

（C） 利害關係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於專利權當

然消滅後提起舉發； 

（D） 如於申請時已檢附理由、證據，事後復補充理由、證據者，該補充理由、

證據不予受理。 

D 

   

4. 關於申請專利及辦理有關專利事項文件簽章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委任代理人之案件，申請書上應同時具備申請人及代理人之簽章； 

（B） 申請人為自然人之案件，申請人可使用職銜章，例如「○○公司總經理

之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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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請人為本國法人時，應由代表人或有權簽章之人為之，並應加蓋法人

印章； 

（D） 專利電子申請文件，若申請人有 2 人以上時，應推派其中一位使用電子

憑證為數位簽章。 
   

5. 關於申請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A）衍生設計申請案之申請人應與原設計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 

（B）主張國際優先權的國內案之申請人應與外國基礎案之申請人相同； 

（C）主張國內優先權的後申請案之申請人應與先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 

（D）改請案之申請人應與原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 

B 

   

6. 關於變更代理人規費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曾委任代理人 A，解任後再行委任代理人 B，須繳納變更規費； 

（B） 申請時未委任代理人，申請後初次委任代理人 A，須繳納變更規費； 

（C） 原委任代理人 A，嗣後增加代理人使代理人為 A、B，須繳納變更規費； 

（D） 原委任代理人 A，嗣後 A 委任 B 為複代理人，須繳納變更規費。 

B 

   

7. 關於專利權授權登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申請授權登記，應由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提出申請； 

（B） 授權契約應向專利專責機關辦理登記，始生效力； 

（C） 專利權為專屬授權登記者，專利權人除自己實施外，不得再授權第三人

授權； 

（D） 專利權為共有時，任一共有人得將其應有部分授權他人實施，並辦理授

權登記。 

A 

   

8. 關於申請人申辦專利事項之文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文件應使用中文，但證明文件為外文者，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

通知申請人檢附中文譯本或節譯本； 

（B） 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為正本，縱在法定期間內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首頁

影本，並嗣後補送正本，仍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C） 舉發書證為專利公報者，由於專利公報資料已可從各國專利局網站下

載，因此，得以影本代之； 

（D） 專利電子申請文件，應由申請人使用電子憑證為數位簽章，若申請人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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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以上時，所有申請人均應為數位簽章；委任有代理人者，得僅由代

理人為數位簽章，若代理人有 2 人以上時，由其中 1 位代理人為數位簽

章即可。 
   

9. 申請專利時，應使用專利專責機關規定之申請書，如有聲明事項者，應一併於

申請書上載明，以下有關聲明事項記載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主張優惠期者，應於申請時敘明事實及事實發生年、月、日； 

（B） 申請生物材料專利，依法應聲明已寄存該生物材料； 

（C） 主張國際優先權者，應載明受理該申請之申請日、國家及申請案號數； 

（D） 主張國內優先權者，應載明先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數。 

B 

   

10. 關於再審查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申請再審查，應於不予專利之審定書送達後 2個月內為之，此項期間係

屬法定不變期間； 

（B） 新型專利係採形式審查，與發明專利、設計專利須經實體審查不同，對

於不准新型專利之處分不服者，應循訴願程序，並無再審查程序之適用； 

（C） 發明、設計專利申請案經實體審查，對於初審審定不服者，必須先提起

再審查，對於再審查之審定不服者，始得提起訴願。但因申請程序不合

法或申請人不適格而經不受理或駁回者，得依法逕行提起訴願、行政訴

訟程序； 

（D） 再審查之申請人應為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但發明專利若由第三人申請

實體審查，初審核駁後，該第三人亦得提起再審查。 

D 

   

11. 發明專利申請案經核准審定後，申請人何時取得發明專利權？ 

（A） 發明申請日； 

（B） 核准審定書送達之日； 

（C） 申請繳納證書費及第 1年專利年費之日； 

（D） 公告之日。 

D 

   

12. 有關撤回申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共同申請專利案者，應由全體申請人撤回其專利申請案； 

（B） 專利申請案已審定者，仍得撤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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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發明實體審查之申請，得予撤回； 

（D） 新型技術報告之申請，得予撤回。 
   

13. 有關主張優惠期之法定期間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得主張優惠期之法定期間為 12個月； 

（B） 自優惠期事實發生之次日起算 16個月內申請得主張優惠期； 

（C） 主張優惠期之事實有多次發生之情事，其法定期間之計算，以最晚之事

實發生日為準； 

（D） 主張優惠期之事實有多次發生之情事，且各次事實有密不可分之關係

者，得僅聲明最早發生之事實。 

D 

   

14. 關於專利申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專利採取創作保護原則，但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B） 發明專利申請案受理後會自動進入實體審查； 

（C） 申請專利應依照創作內容，選擇適當的專利種類，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

申請； 

（D） 衍生設計專利經原設計專利申請人同意，得由他人提出申請。 

C 

   

15. 關於申請書或證明文件上之申請人簽章經審核與卷存簽章不一致之敘述，何者

錯誤？ 

（A） 專利專責機關只對申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事項，審核申請書或證明文

件上之申請人簽章是否與卷存簽章一致； 

（B） 專利專責機關通知簽章不一致時，申請人可補正與卷存一致之簽章、申

請變更簽章或切結申請書或證明文件上之申請人簽章確係其親自簽署； 

（C） 受讓人申請讓與登記時，如其讓與契約書上之讓與人簽章與卷存簽章不

一致，可由受讓人切結簽章確係讓與人親自簽署； 

（D） 選擇以切結之方式補正而不申請變更簽章者，僅就當次申請事項發生個

案之效力，其後辦理有關專利事項而須審核簽章時，仍以卷存原簽章為

比對基準。 

C 

   

16. 關於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發明專利申請案經公開後，專利專責機關始就專利要件進行審查； 

（B） 發明專利申請案自申請日後 18個月公開，有主張優先權者，亦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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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請人可以申請提早公開而不可申請延緩公開其申請案； 

（D） 發明專利申請案有修正者，只公開最新修正之版本。 
   

17. 關於專利申請權讓與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專利申請權讓與於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時即生效力，惟應辦理讓與

登記，始生對抗第三人效力； 

（B） 公司因合併而依法承受消滅公司之專利申請權者，只要申請變更申請人

名稱，不必辦理讓與登記； 

（C） 專利申請權為共有時，其應有部分之讓與，應取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 

（D） 專利申請權讓與，得由讓與人或受讓人單方提出申請。 

B 

   

18. 關於更正國際優先權主張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國際優先權主張之更正事項僅限基礎案號，第 1次申請日及受理國家或

WTO會員不得更正； 

（B） 國際優先權主張之更正事項僅限第 1次申請日，受理國家或 WTO會員及

基礎案號不得更正； 

（C） 國際優先權主張之第 1次申請日及受理國家或 WTO會員均記載錯誤者，

不得更正； 

（D） 國際優先權主張之第 1次申請日及基礎案號均記載錯誤者，不得更正。 

C 

   

19. 關於發明專利申請案分割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原申請案是發明專利申請案，分割案也應該是發明專利申請案； 

（B） 分割案，不得超出原申請案分割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

之範圍； 

（C） 原申請案之專利申請權為共有者，申請分割時應共同連署； 

（D） 分割案援用原申請案之優先權主張者，分割案不必再次檢附優先權證明

文件。 

B 

   

20. 關於專利權申請權讓與登記之讓與人與受讓人雙方均為公司，且雙方代表人為

同一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讓與人與受讓人均為外國公司時，其簽訂讓與契約不受我國雙方代表規

定之限制； 

（B） 我國有限公司設有董事二人以上，且特定一董事為董事長者，應由其餘

的董事代表公司簽訂讓與契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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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國有限公司僅設董事一人者，須由全體股東之同意另推選有行為能力

之股東代表公司簽訂讓與契約； 

（D） 我國有限公司為一人公司者，因無其他股東可代表公司簽約，故可由代

表人代表公司簽訂讓與契約。 
   

21. 關於專利申請案不予受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申請書無申請人或代理人簽章，經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B） 申請書僅填寫郵政信箱，經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C） 在我國有住所或營業所之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但未檢附委任書，經限期補

正而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D） 在我國無住所或營業所之申請人未委任代理人，經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

正者，不予受理。 

C 

   

22. 關於專利申請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專利申請權為 2人以上共有時，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專利申請； 

（B） 申請人為法人者，包括依公法成立之公法人及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而

設立之私法人，亦得為申請人； 

（C） 非法人之團體、合夥或獨資商號等私法組織，雖不具有實體法上之權利

能力，亦得為適格之申請人； 

（D） 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不具有獨立之法人格，仍應以該外國總公司名義為

申請人。 

C 

   

23. 關於申請日之敘述，何者錯誤？ 

（A）申請書僅填寫外文姓名或名稱，欠缺中文譯名，或名稱雖不完整但足以

辨別申請人，或申請同時檢送之相關證明文件上已載明申請人之姓名或

名稱，不影響申請日之取得； 

（B）申請書所載之申請人為 A，於申請後更正為 B者，以申請人確立之日為

申請日； 

（C）申請書中發明人姓名之缺漏，屬得補正事項，但會影響申請日之取得； 

（D）申請人於申請時不慎缺漏部分說明書，如其缺漏部分已見於所主張之優

先權基礎案時，得主張補正之說明書已見於主張之優先權基礎案，而以

原提出申請之日為申請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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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專利申請變更事項範圍廣泛，毋須毎項皆繳納變更登記規費 300元，以下何者

非屬應繳費事項？ 

（A） 變更申請人姓名； 

（B） 變更申請人簽章； 

（C） 變更發明人姓名； 

（D） 變更申請人地址。 

 

D 

   

25. 關於專利權的取得、維持及消滅之敘述，下者錯誤？ 

（A） 申請專利經核准審定或處分者，申請人應於審定或處分書送達後 3個月

內，繳納證書費及第 1年專利年費後，始予公告； 

（B） 發明專利權之止日為公告日當日起算 20年屆滿，新型專利權期限為公

告日當日起算 10年屆滿，設計專利權期限自公告日當日起算 12年屆滿； 

（C） 專利年費之繳納，專利權人得自行繳納，亦可由任何人代為繳納； 

（D） 申請人屆期未繳年費，即產生失權效果，毋待再為處分或通知，因此，

專利專責機關事後通知專利權消滅，該通知乃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

分。 

B 

   

26. 某甲於 2014年 2月 20日檢具專利申請書、簡體中文專利說明書、簡體中文申

請專利範圍及必要圖式(缺漏摘要)，以民間快遞公司遞送至專利專責機關申請

發明專利，專利專責機關於 2014年 2月 21日收到，甲於 2014年 4月 19日補

正摘要、正體中文專利說明書、正體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2014年 5月 4日

補繳申請實體審查超頁費，至此文件已齊備，請問本件專利申請日為何？（毋

庸考慮缺漏頁情況） 

（A） 2014年 5月 4日； 

（B） 2014年 4月 19日； 

（C） 2014年 2月 21日； 

（D） 2014年 2月 20日。 

C 

   

27. 某甲竊取某乙的研發成果，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專利申請，且經專利專責機關

審查並取得專利權在案，嗣後某乙發現該事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某乙得申請舉發，主張某甲非真正申請權人； 

（B） 假設研發成果是某甲與某乙共同完成的，某乙得申請舉發，主張申請權

共有，未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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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某乙如意在透過舉發制度取回該專利，必須於該專利案公告後 2年內提

起舉發，且在舉發撤銷確定後 2個月內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申請，以該

經撤銷確定之發明專利權之申請日為其申請日，專利專責機關將重新實

體審查並再行公告； 

（D） 某乙除依專利法申請舉發外，亦得經由訴訟程序主張權利。 
   

28. 有關申請回復國際優先權主張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申請人非因故意，未於申請專利同時主張優先權者，得申請回復優先權

主張； 

（B） 申請人非因故意，未於申請專利同時聲明第 1次申請日或受理該申請之

國家或 WTO會員者，得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 

（C） 申請人非因故意，致遲誤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法定期間者，得申請回

復優先權主張； 

（D） 遲誤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之法定期間者，不得申請回復原狀。 

C 

   

29. 關於專利申請案分割期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設計專利核准審定後不可申請分割； 

（B） 發明專利初審核准審定後 30日內可申請分割； 

（C） 發明專利再審查審定後 30日內可申請分割； 

（D） 發明專利申請案已撤回者，不得申請分割。 

C 

   

30. 關於專利申請案圖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申請發明專利必要之圖式，得於申請後補正； 

（B） 新型專利申請案之圖式無法以工程製圖方法繪製者，若能直接再現並符

合圖式所適用之規定，得以照片取代； 

（C） 發明專利之圖式除註明圖號、符號及必要註記外，得記載其他說明文字； 

（D） 設計專利之圖式應標示各圖名稱，不得標示圖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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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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公司是在日本設立之公司，在臺灣沒有營業所，已就其員工職務上創作之電

腦圖像設計在 2014年 6月 5日於日本特許廳申請意匠專利，現在想來臺灣申請

設計專利，前來就教於您：（20分） 

(一) 基於 A公司之最佳利益，請問您會建議 A公司應該準備哪些文件？（5分） 

(二) 承(一)題，哪些文件是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至少應該記載那些內容？

（5分） 

(三) 如果來不及準備中文申請文件，哪些文件可以先使用日文本取代再事後補

正？日文本應記載內容為何？實務上專利專責機關指定補正中文本之期

間有多長？遲誤補正期間之法律效果為何？（10分） 

  

  

二、 A 君研發出制震效果極佳的車輛結構改良，有意申請發明專利，但考慮到發明

專利審查需要相當時間，希望在取得發明專利權以前，能先以新型專利權保護

該結構，故決定同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試回答下列問題：（20分） 

(一) A君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時，各要提出哪些文件才能取得申請日？申

請時要注意什麼事項？(10分) 

(二) A君取得新型專利權後，收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通知其有一創作兩申請之

情事，僅能擇一取得新型專利權或發明專利權，如 A君選擇發明專利權，

對其新型專利權有何影響？(5分) 

(三) A君已選擇發明專利權，其新型專利年費在收到發明專利核准審定書 5日

後屆期，此時 A君是否還需要繳納次年之新型專利年費？(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