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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專利類試題 

類    科：專利技術工程類 

科    目：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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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發明說明書中發明所應記載之先前技術的敘述，何者錯誤？ 

（A） 若說明書中引述之先前技術文獻，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譯為中文 

（B） 若發明為開創性發明，得不記載先前技術 

（C） 說明書中引用之先前技術文獻，因已記載該文獻之名稱，不得再因任何

理由要求申請人於說明書中詳細記載該文獻之內容 

（D） 若獨立項以二段式撰寫者，則說明書中所記載的先前技術應包含獨立項

前言部分所載之技術特徵。 

C 

   

2. 下列有關發明案分割申請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原申請案主張優先權者，其分割案當然享有主張優先權，其分割案之申

請書無須聲明，但應另外檢附優先權證明文件 

（B） 分割後之原申請案及分割案說明書或圖式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之

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C） 若申請案初審之不予專利之審定書已送達者，申請人須先申請再審查，

使申請案繫屬於審查階段，始得提出分割之申請 

（D） 原申請案之分割案再經分割之分割案，若符合分割申請之形式要件及實

體要件者，仍得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其申請日。  

A 

   

3. 下列有關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要點，何者錯誤？ 

（A） 請求項有獨立項及附屬項，獨立項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及其實施之必

要技術特徵 

（B） 為避免重複記載相同內容，使請求項之記載明確、簡潔，得以引用排序

在前之另一請求項的方式記載獨立項，稱為引用記載形式之獨立項 

（C） 附屬項係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並另外增加技術特徵，附

屬項之申請專利範圍必然落在被依附之請求項的範圍之內 

（D） 附屬項只能依附於獨立項而存在，當修正刪除獨立項時，附屬項也要一

併刪除。 

D 

   

4. 說明書之發明內容應載明之事項，下列何者不包括？ 

（A）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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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 

（C）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 

（D）技術分類說明。 

   

5. 下列關於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對於新創的技術用語，申請人得自行予以定義 

（B） 申請日後提出修正於說明書補充實驗數據，可作為判斷是否符合可據以

實現要件之基礎 

（C） 請求項「物質 X於製備治療疾病 Y之醫藥組成物的應用」，其申請標的

並非醫藥組成物 

（D） 請求項「一種自行車座墊立管，包含插束段及座墊立管兩部分，兩者均

呈非圓管形態，以利相互插置結合。」屬一明確之敘述。 

B 

   

6. 下列關於發明專利說明書之更正敘述，何者正確? 

（A） 不允許刪除一項或多項請求項之更正 

（B） 不允許刪除以擇一記載形式之請求項中所敘述的一個選項之更正 

（C） 允許刪除請求項部分技術特徵之更正 

（D） 不允許請求項之下位概念技術特徵更正為上位概念技術特徵。 

D 

   

7. 下列關於發明專利申請案進步性之審查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無論係偶然發現之發明或經苦心研究、試驗而完成之發明，均不影響其

進步性之認定 

（B） 獨立項之發明不具進步性時，其附屬項當然不具進步性 

（C） 是否符合專利要件之審查，應先判斷具有新穎性後，始判斷有無進步性 

（D） 具有非顯而易知功效之發明，通常具有進步性。 

B 

   

8. 下列關於發明專利申請案審查其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先申請案說明書全文內容及其優先權證明文件均得作為引證文件 

（B） 先申請案之申請日必須早於後申請案之申請日，且應在該後申請案申請

日之後公開或公告 

（C） 先申請案經公開或公告後，即擬制為先前技術的一部分，無論該申請案

嗣後是否經撤回或審定不予專利，均得作為審查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引證

文件 

（D）僅發明或新型先申請案得作為引證文件，設計專利先申請案不得作為引

證文件。 

A 

   

9. 下列關於申請專利範圍記載之敘述，何者錯誤？ 

（A）請求項之記載，絕對不得包括說明書之圖式、圖式中之符號 

（B）獨立項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及申請人所認定之發明之必要技術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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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C）二段式獨立項之特徵部分應以「其特徵在於」、「其改良在於」或其他類

似用語，敘明有別於先前技術之必要技術特徵 

（D）請求項之技術特徵得引用圖式中對應之符號，該符號應附加於對應之技

術特徵後，並置於括號內；該符號不得作為解釋請求項之限制。 
   

10. 一發明專利申請案其申請專利範圍包括有下列請求項： 

1. 一種 X製造方法，包括步驟 A及 B 

2. 一種實施步驟 A的設備 

3. 一種實施步驟 B的設備 

4. 一種實施如請求項 1之製造方法的設備 

假設就先前技術而言，第 1項之製造方法具備專利要件，而 A與 B不相關，

則關於單一性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請求項 1、2之間具單一性 

（B）請求項 1、3之間具單一性 

（C）請求項 2、3之間具單一性 

（D）請求項 1、4之間具單一性。 

C 

   

11. 下列關於發明進步性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審查進步性時之先前技術不包括在申請日及申請日之後始公開或公告

之技術 

（B） 審查進步性時之先前技術不以該發明所屬或相關之技術領域為限  

（C） 獨立項具進步性，其附屬項亦具進步性 

（D） 主張國際優先權時，判斷新穎性要件的基準日是優先權日，但判斷進步

性要件的基準日仍然是申請日。 

D 

   

12. 申請專利之發明不符合發明定義者，可歸納為數種類型，下列何者不屬之？ 

（A）自然法則本身 

（B）非利用自然法則者 

（C）未完成之發明 

（D）非技術思想者。 

C 

   

13. 甲有一創作 A申請設計專利，另有一創作 B申請為創作 A之衍生設計，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 創作 A已公告取得專利權後，創作 B仍得申請為衍生設計 

（B） B必須與 A近似 

（C） B於審查時被認為不符合衍生設計要件時，可以改請為獨立設計 

（D） 創作 B主張之優先權無須與原設計一致，但所主張優先權日不得早於原

設計之申請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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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關於設計專利修正與更正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為設計專利更正之事由 

（B） 申請人接到初審審定不予專利之審定書後，須申請再審查，使申請案繫

屬於審查階段，始得提出修正 

（C） 圖式之視圖有因漏未揭露致不明確時，該缺漏由其他視圖即能瞭解其真

正之形狀者，屬說明書及圖式中不明瞭之事項，為設計專利可更正之事

由 

（D） 設計專利申請案仍繫屬初審或再審查階段，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通知

申請人修正說明書及圖式。 

A 

   

15. 下列關於設計專利之分割改請敘述，何者錯誤？ 

（A）商標申請案可改請為設計專利，並沿用原申請日 

（B）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皆可改請為設計專利 

（C）二個以上設計之設計專利申請案，亦可提出分割申請 

（D）原設計申請案准予專利後，不得改請為衍生設計。 

A 

   

16. 下列關於設計專利之物品審查，何者不可視為一物品？ 

（A）錶帶與錶體 

（B）筆帽與筆身 

（C）襪子與領帶 

（D）瓶蓋與瓶身。 

C 

   

17. 下列有關設計說明書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設計之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中的申請專利範圍為準 

（B） 界定設計之專利權範圍時，得審酌設計說明 

（C） 申請專利之設計因材料特性、機能調整或使用狀態之變化，而改變其外

觀形狀或花紋之視覺效果者，得繪製使用狀態圖或其他輔助之圖面，應

於設計說明中說明之 

（D） 圖面上表現設計之線條均須為實線，惟部分設計得以虛線區分不主張之

部分。 

A 

   

18. 下列關於衍生設計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原設計及其衍生設計之申請人必定是同一人 

（B） 以「湯匙之把手」的部分設計及「餐叉之把手」的部分設計申請原設計

及衍生設計，二者非為近似之物品 

（C） 以「湯匙之把手」的部分設計及「湯匙之把手」的整體設計可為原設計

及衍生設計 

（D） 當原設計專利權有未繳交專利年費或因抛棄致當然消滅者，衍生設計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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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仍得繼續存續。 
   

19. 下列關於新型專利審查之事項，何者正確? 

（A）適用早期公開制度 

（B）申請案經審查後，應作成審定書送達申請人或其代理人 

（C）申請日起三年內得申請實體審查 

（D）以上皆非。 

D 

   

20. 下列關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人對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比對結果如有不服，可提起訴願 

（B）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對於單一性，不予比對 

（C）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僅作 1次 

（D）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完成後，僅專利權人可申請影印。 

B 

   

21. 下列何者不符合新型關於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的規定？ 

（A）一種絕緣安全鞋，其係由一乙烯酸乙烯酯共聚物、一聚烯烴彈性體、一

天然橡膠及一軟化劑所組成，其中，該乙烯酸乙烯酯共聚物的含量為 A 

wt%，該聚烯烴彈性體的含量為 B wt%，該天然橡膠的含量為 C wt%，

及該軟化劑的含量為 D wt%，經由加熱混合軟化後，再予以壓製成型。 

（B）一種茶杯，具有一杯體及一結合於該杯體上之握把，握把內側係呈波浪

狀，其特徵在於：該杯體係以鋁合金為材料壓鑄而成。 

（C）一種竹筷，其形狀呈細長圓柱狀，該竹筷之一端部為圓錐形且其周緣呈

螺紋狀，其特徵在於：竹筷加工成形後，浸泡於殺菌劑中 10 至 25 分鐘，

浸泡後置入烤箱中烘乾。 

（D）一種花瓶，其瓶口係呈橢圓形，瓶底為內凹封閉之圓形，瓶身呈螺旋狀。 

A 

   

22. 下列何者屬於新型所稱之確定形狀？ 

（A）以冰塊製作之冰杯 

（B）天空之雲朵 

（C）新店溪水形狀 

（D）施工中之沙堆。 

A 

   

23. 下列關於舉發理由與證據之記載及補正的敘述，何者錯誤？ 

（A）舉發證據為書證者，除專利公報外，應檢附原本或正本 

（B）舉發人於申請書上既未附具證據，亦未說明理由，且經通知補正而不補

正者，得處分不受理 

（C）當事人要求退還所提出的原本或正本時，該原本或正本經專利專責機關

驗證無訛後，得予發還 

（D）提起舉發者，應詳述理由及附具證據，以作為審查判斷之依據；故未檢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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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舉發證據者，即無法受理。 
   

24. 下列關於發明專利權舉發之敘述，何者錯誤？ 

（A）專利公告日起，得針對不當核准之專利提起舉發 

（B）舉發人得於一定期間內補提理由及證據 

（C）得於專利早期公開日起提出舉發 

（D）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之舉發，限於利害關係人。 

C 

   

25. 下列關於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態樣之敘述，何者不包括在內？ 

（A）請求項之上位概念技術特徵更正為下位概念技術特徵 

（B）下位概念技術特徵已改變申請專利之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 

（C）刪除請求項之部分技術特徵 

（D）擴大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數值範圍。 

A 

   

26. 下列何者不屬法定舉發事由？ 

（A）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 

（B）發明之分割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C）單獨以發明專利之優先權主張不應認可者 

（D）新型之更正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C 

   

27. 下列關於舉發專利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發明專利權業經撤銷確定，其專利權之效力自撤銷確定日起不存在 

（B）舉發案經審查不成立者，任何人不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為舉發 

（C）任何人得對專利權期滿或當然消滅後之專利案提起舉發 

（D）發明專利權經審定舉發成立，即為撤銷確定。 

B 

   

28. 下列關於提起舉發事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A）新型說明書或圖式之修正，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非

屬得提起舉發之事由 

（B）設計說明書違反記載要件，屬得提起舉發之事由 

（C）新型說明書或圖式違反記載要件，屬得提起舉發之事由 

（D）發明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屬得提起

舉發之事由。 

A 

   

29. 專利權經審定撤銷後，下列關於撤銷確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A）未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B）僅經訴願駁回，維持原處分 

（C）經提起行政救濟經駁回確定者 

（D）撤銷確定後，專利權之效力，視為自始不存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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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哪些舉發書證原則上需檢附原本或正本？ 

（A）日本專利公報  

（B）美國專利公報 

（C）歐洲專利公報 

（D）產品型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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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請一件新型專利，其申請專利範圍共 5項如下所載，申請後提出申請專

利範圍修正本，修正請求項 1，如下所載，其餘各請求項未修正。請依新型

形式審查之基準，回答以下問題並說明理由：（20分）  

(一)各請求項是否符合新型專利之定義？理由為何？(10分) 

(二)請求項 4是否不明確？理由為何？(5分) 

(三)請求項 1之修正是否可接受？理由為何？(5分) 

 

【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多媒體運算系統，係運作於一電腦主機內，包括下列模組： 

一輸入模組，接收外界輸入資料，包含文字、圖片或影音資料； 

一記憶模組，連接該輸入模組，以作為暫存該輸入模組之資料； 

一運算模組，雙向連接該記憶模組，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資料取出進 

行運算，並將結果存回該記憶模組； 

一輸出模組，連接該記憶模組，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運算結果輸出； 

一控制模組，分別連接該輸入模組、記憶模組、運算模組以及輸出模組， 

控制該輸入模組擷取資料、記憶模組與運算模組間的存取，及執行平行式運

算。 

2. 如請求項 1所述之多媒體運算系統，其中該輸入模組為一終端機。 

3. 如請求項 1或 2所述之多媒體運算系統，其中該記憶模組為一行動硬碟。 

4. 如請求項 1或 2或 3項所述之多媒體運算系統，其中該運算模組為雲端 

運算器。 

5. 一種藉由一個包括有終端裝置、一前台主機之多媒體運算方法，其係包

括： 

接收外界輸入資料，包含文字、圖片或影音資料； 

將該資料暫存於記憶模組； 

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資料取出進行運算，並將結果存回該記憶模組； 

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運算結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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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本】 

1.一種多媒體運算系統，係運作於一電腦主機內，包括下列模組： 

  一輸入模組，接收外界輸入資料，包含文字、圖片或影音資料； 

  一記憶模組，連接該輸入模組，以作為暫存該輸入模組之資料； 

  一運算模組，雙向連接該記憶模組，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資料取出進行

運算，並將結果存回該記憶模組； 

  一輸出模組，連接該記憶模組，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運算結果輸出； 

  其特徵在於： 

  一控制模組，分別連接該輸入模組、記憶模組、運算模組以及輸出模組，

控制該輸入模組擷取資料、記憶模組與運算模組間的存取，及執行平行式運

算。 

  

二、 某甲於 2009年 1月 1日因研究發表而公開其技術，嗣後於 2009年 7月 1日

就其相同技術申請發明專利 A案，並聲明主張優惠期，專利審查人員於審查

時，發現某乙已於 2009年 5月 1日申請發明專利 B案，且 A案與 B案經判

斷係屬相同發明，試問 A、B兩案應如何審理？適用法條為何？（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