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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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試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發明專利新穎性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新穎性時，得結合兩件引證案作為先前技
術
（B）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新穎性時，應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作為客觀標準
（C）若申請前已為外國公眾所知悉，發明將喪失新穎性
（D）揭露於網際網路上之文章，不得作為核駁發明專利新穎性之先前技術。

2.

下列何者可為申請新型專利之標的？
（A）運用最新微影技術所開發出的 5 奈米半導體製程
（B）運用巴洛克風格，所設計出供智慧型手機使用的使用者介面
（C）運用最先進之 5 奈米製程技術，所製造出供智慧型手機使用的微處理器
（D）運用最先進之 5 奈米製程技術，所製造出微處理器之新的使用方法。

3.

關於專利代理人之權限，以下哪一事項不須受特別委任即得為之？
（A）撤回專利申請案
（B）撤回修正之申請
（C）撤回再審查之申請
（D）撤回更正之申請。

4.

關於二段式獨立項之撰寫，下列何者不正確？
（A）二段式獨立項包含前言部分與特徵部分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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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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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於先前技術之非必要技術特徵
（D）解釋獨立項時，特徵部分應與前言部分所述之技術特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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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專利代理人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專利申請人欲委任專利代理人，應簽署委任書
（B）關於專利之申請，所委任之專利代理人不得超過三人
（C）專利申請人欲變更代理人之權限時，應以書面通知專利專責機關，否則
對專利專責機關不生效力
（D）如委託兩位專利代理人，所有專利代理行為應由兩位專利代理人共同為
之。

6.

關於專利權授權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專屬被授權人原則上得將其被授予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實施，但如契約
另有約定則從其約定
（B）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排除第三人實施該發明，惟發明專利權
人仍得實施該發明
（C）非專屬被授權人非經發明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
予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實施
（D）再授權必須向專利專責機關登記，才能對抗第三人。

7.

關於新型專利之形式審查，下列何者可為不予專利之理由？
（A）欠缺產業利用性
（B）申請前已見於刊物
（C）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
（D）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之揭露明顯不清楚。

8.

關於專利權期限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發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B）新型專利權期限，自公告日起算 12 年屆滿
（C）設計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
（D）發明專利權期限，自公告日起算 20 年屆滿。

9.

關於設計專利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人必須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實體審查之申請，專利專責機關方對設
計專利進行實體審查
（B）衍生設計專利之申請日，不得早於原設計之申請日，亦不得晚於原設計
專利之公告日
（C）對於設計專利申請案，專利專責機關僅進行形式審查，而不進行實體審
查
（D）申請設計專利所提供之說明書，不得以外文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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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假設丙公司於 2015 年 3 月 2 日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新型專利申請。專利專責
機關於 2015 年 6 月 9 日經形式審查准予新型專利，於 2015 年 9 月 1 日公告。
請問，該新型專利權期限於何日屆滿(亦即新型專利權期間最後一天)？
（A）2025 年 3 月 1 日
（B）2025 年 3 月 2 日
（C）2025 年 6 月 8 日
（D）2025 年 9 月 1 日。

11.

關於衍生設計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衍生設計專利權之主張，應與原設計專利權一併為之
（B）衍生設計專利權，應與原設計專利權一併讓與
（C）衍生設計專利權，應與原設計專利權一併授權
（D）衍生設計專利權，應與原設計專利權一併設定質權。

12.

關於專利質權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新型專利未經實體審查，故不得設定質權
（B）專利申請權亦得設定質權
（C）設定專利質權，須向專利專責機關登記始生效力
（D）設計專利得設定質權。

13.

下列何者不會導致專利權當然消滅？
（A）專利權期滿
（B）專利權經舉發成立撤銷確定
（C）專利權人死亡而無繼承人
（D）第 2 年以後之專利年費未於補繳期限屆滿前繳納。

14.

關於發明專利舉發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同一專利權有多件舉發案者，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合併審查
（B）同一舉發案審查期間，如有二個以上之更正案，應將該二個以上更正案
合併審查
（C）舉發之審定，應就被舉發之專利權整體為之
（D）專利權經撤銷確定者，專利權之效力自舉發審定日起消滅。

15.

專利法中，於「設計專利章」所稱「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係指？
（A）創作人
（B）具有申請時該設計所屬技藝領域之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之人
（C）申請人
（D）專利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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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主張國際優先權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專利申請人欲主張國際優先權者，應於首次申請日後 16 個月內向我國申
請專利
（B）主張國際優先權之專利申請人，應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 16 個月內，檢送
優先權證明文件
（C）專利申請人非因故意，未於提出我國申請案同時聲明主張國際優先權者，
得於最早優先權日後 16 個月內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
（D）專利申請人主張國際優先權但未聲明首次申請之申請日者，得於最早優
先權日後 16 個月內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

17.

關於專利權消滅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醫藥品專利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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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審定不予延長者，則
專利權在原專利權期間屆滿日消滅
（B）第 2 年以後之專利年費屆期未繳納，未於屆期後 6 個月內補繳，亦未於
前述補繳期限屆滿後 1 年內申請回復專利權者，專利權自得申請回復專
利權之期間屆滿之日消滅
（C）專利權人拋棄專利權時，專利權自專利權人拋棄之書面表示到達專利專
責機關，並經專利專責機關核准之日消滅
（D）專利權當然消滅後，專利權效力已不復存在，任何人均不得提起舉發。

18.

關於發明專利單一性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申請發明專利，應就每一發明提出申請。但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
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
（B）所謂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指二個以上之發明，於技術上相互關聯
（C）申請發明專利違反單一性，為不予專利事由
(D）申請發明專利違反單一性，為舉發事由。

19.

關於申請人於申請前公開之行為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甲發明 A 物，某日公開其發明內容，並於公開後第 10 個月提出我國發明
專利申請案，就該公開事實，得主張喪失新穎性及進步性之例外
（B）甲發明 A 物，某日公開其發明內容後，將專利申請權讓與給乙，乙並於
公開後第 10 個月提出我國發明專利申請案，則乙就該公開事實，得主張
喪失新穎性及進步性之例外
（C）甲發明 A 物，並將專利申請權讓與給乙，乙於某日公開其發明內容後，
於公開後第 10 個月提出我國發明專利申請案，則乙就該公開事實，得主
張喪失新穎性及進步性之例外
（D）甲發明 A 物，並將發明內容告知乙，與乙協商將專利申請權讓與給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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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協商破局，乙更於某日公開其發明內容，甲隨即於公開次日提出我
國發明專利申請案，則甲就該公開事實，不得主張喪失新穎性及進步性
之例外。
20.

關於再審查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發明及設計專利申請人對於不予專利之審定有不服者，得於審定書送達
後 2 個月內備具理由書，申請再審查
（B）新型專利申請人對於不予專利之處分有不服者，得於處分書送達後 30
日內備具理由書，申請再審查
（C）專利申請案係因申請程序不合法或申請人不適格而不受理或駁回者，申
請人得逕依法提起行政救濟，無須經再審查程序
（D）對於再審查，專利專責機關應指定未曾審查原案之專利審查人員審查。

21.

關於專利實體審查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發明專利及設計專利採行實體審查制度，於申請日後 3 年內，任何人均
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實體審查
（B）發明專利申請案如有主張國際優先權，實體審查之申請應自最早優先權
日起算 3 年內為之
（C）發明專利申請案未於申請日後 3 年內申請實體審查者，該申請案視為撤
回
（D）實體審查之申請，由該專利申請案申請人所為者，不得撤回；由該專利
申請案申請人以外之人所為者，如經申請案申請人同意，可以撤回。

22.

關於設計專利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但二個以上之物品，屬於同一
類別，且習慣上以成組物品販賣或使用者，得以一設計提出申請
（B）申請設計專利，以申請書、說明書及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而設計專
利權範圍，係以說明書為準
（C）申請設計專利，應指定所施予之物品。但以純藝術創作申請設計專利者，
不在此限
（D）就設計專利申請案申請分割，最遲不得晚於原申請案核准審定後 30 日。

23.

關於專利權被侵害之救濟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專利權人對於侵害其專利權者，不問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
得請求損害賠償
（B）專利權人對於侵害其專利權請求損害賠償時，可以主張依侵害人因侵害
行為所得利益來計算其損害
（C）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
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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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專利權人已證明有侵害但未能證明損害額度時，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
酌定侵害專利權商品之零售單價 1500 倍以下金額之損害賠償。
24.

關於專利法邊境措施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專利權人對進口或出口之物有侵害其專利權之虞者，得申請海關先予查
扣
（B）專利權人申請查扣時，應提供相當於海關核估該進口物完稅價格之保證
金或相當之擔保
（C）被查扣人得提供專利權人所提供保證金 5 倍之保證金或相當之擔保，請
求海關廢止查扣
（D）查扣物經法院確定判決，不屬侵害專利權之物者，海關除將沒入專利權
人原提供之保證金，並得裁罰之。

25.

關於行使專利權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如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不得進
行警告
（B）專利權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 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 10 年者，亦消滅
（C）專利物上應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不能於專利物上標示者，得於標籤、包
裝或以其他足以引起他人認識之顯著方式標示之。未附加標示者，不得
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D）專利權人請求除去或防止侵害時，對於侵害專利權之物或從事侵害行為
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26.

關於強制授權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而有強制授權之必要者，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
請強制授權，但以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
授權者為限
（B）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通
知專利專責機關為強制授權，其是否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
仍不能協議，在所不問
（C）專利專責機關准予強制授權之審定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應支付之補償
金
（D）強制授權屬於專屬授權的一種，強制授權後，原專利權人不得實施其專
利權。

27.

關於發明專利權人得申請更正事項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B）請求項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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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圖式之刪除
（D）誤記或誤譯之訂正。
28.

關於舉發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舉發，應備具申請書，載明舉發聲明、理由，並檢附證據。在舉發
聲明範圍內，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
（B）舉發人如欲補提理由或證據，應於舉發後 2 個月內為之，逾期即不予審
酌
（C）舉發人如欲追加舉發聲明，應於舉發後 2 個月內為之，逾期不得為之
（D）舉發人如欲撤回舉發，應於舉發後 2 個月內為之，逾期者須得被舉發人
同意方可撤回。

29.

下列何者可為申請專利之標的？
（A）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可申請發明專利
（B）積體電路電路布局，可申請設計專利
（C）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表面色彩之創作，可申請新型專利
（D）應用於物品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可申請設計專利。

30.

關於共有專利權或專利申請權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發明專利申請權為共有者，得由共有人之一，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提
出申請
（B）發明專利申請權為共有者，非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不得讓與他人。發
明專利權為共有者，亦同
（C）發明專利權為共有者，得由共有人之一，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為有償
之非專屬授權；無償授權或專屬授權，非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不得為之
（D）發明專利權為共有者，非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不得申請「刪除請求項」
之更正；但該專利權遭提起舉發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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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以公司名義，於 2012 年 6 月 21 日針對某項研發成果於我國提出發明
專利之申請（下稱「第一申請案」）
。第一申請案於 2013 年 12 月 21 日公開，
隨後於 2014 年 8 月 30 日公告。請依我國專利法之規定回答下列子題(以下
子題各自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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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乙公司於 2013 年 7 月 2 日於我國提出發明專利之申請，其申請專利範
圍與第一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完全相同，專利專責機關應如何審查？
(二)甲公司因內部專利管理疏失，於 2013 年 7 月 2 日再次以公司名義於我
國提出發明專利之申請，其申請專利範圍與第一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
完全相同。專利專責機關應如何審查？
二、

（20 分）
請根據我國專利法之規定，簡述下列各種情況得否准予專利，理由何在(請
假設申請案除題目所述情況外符合其他程序或實體要件)：
(ㄧ)甲為生物科技領域之學者，經多年研究，終於成功將荷花基因改造，使
之具有攀緣(爬藤)植物之特性，甲隨即以該基因改造後之荷花，提出發
明專利申請案。此發明專利申請案是否得以准予專利？理由何在？
(二)乙喜愛研發，某日就其創作 A 向我國申請新型專利獲准，經繳費領證後
該新型專利即公告之。後乙得知發明專利保護期限較長，遂在新型專利
公告後 2 個月內，又以創作 A 申請發明專利，並就新型專利公告之事實
主張應有優惠期之適用。此發明專利申請案是否得以准予專利？理由何
在？
(三)丙深感近年台北市空汙日益嚴重，認為原因在於台北為盆地地形，髒空
氣無法飄散，遂生一構想，如能製造一個與北北基同樣大小的扇子，於
某日某時由新竹以南同胞合力搧動，可將受汙染之空氣掃出台灣，徹底
解決台北市空汙問題。丙遂以此構想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案，是否得以准
予專利？理由何在？
(四)丁為抽象派畫家，其藝術創作意境高遠，然銷售不佳，其友人戊為程式
設計師，近日甫完成一項手機遊戲 app，擬上傳平台供人付費下載。戊
對丁之處境多有同情，遂勸說丁將其某畫作內容提供為該手機遊戲 app
的圖像，並協助丁提出設計專利申請案，是否得以准予專利？理由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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