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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職前訓練測驗 

專 利 師 職 前 訓 練 測 驗 題 目 卷 

 

一、測驗題：（50分） 

（一）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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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題，每題 2分，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選擇題答案卷上作答，

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一案二請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申請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新型或設計專利者均得主張。 

(B) 申請時沒有聲明一案二請的事實，可以在申請後補聲明。 

(C) 一案二請所謂的同日只要申請日相同即可，優先權日是否相同不論。 

(D) 一案二請的案件於發明專利核准審定時，新型專利權還在存續狀態，但於發明審定

後，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發明專利應不予公告。 

 

2. 以下有關申請更正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專利經再審查核駁審定，申請人提起訴願仍被駁回後，再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承審法官發現部份申請專利範圍具備可專利性，起訴人（專利申請人）得進

行更正。 

(B) 設計專利，圖說更正事項，限於誤記或不明瞭之事項。 

(C) 專利申請案核准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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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申請更正之專利權如經撤銷專利權確定在案，因已無更正之標的，縱已對該確定判

決提起再審之訴，所提更正申請，應不予受理。 

 

3. 關於發明專利申請案修正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智慧局發給審查意見前不得申請修正。 

(B) 智慧局發給審查意見通知後，申請人僅得於該通知指定期間內提出修正。 

(C) 由第三人提起實體審查之案件僅該第三人得申請修正。 

(D) 核准審定之案件於領證前仍得申請修正。 

 



 

2 

專利師職前訓練測驗 

4. 在說明書之設計說明欄位中，圖式所揭露之設計，下列何者不是應敘明之情事？ 

(A) 圖式揭露內容包含「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B) 有輔助圖或參考圖。 

(C) 圖像設計具變化外觀者，應敘明變化順序。 

(D) 各圖間因相同、對稱或其他事由而省略者。 

 

5. 關於「不主張設計之部分」與「主張設計之部分」的位置、大小、分布關係之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 「大小」，係指「主張設計之部分」之大小，此大小是以絕對性之一個尺寸大小來作

認定。 

(B) 在判斷新穎性及創作性時，會評價及解釋與「主張設計之部分」的位置、大小、分

布關係。 

(C) 「分布」，係指對於該物品整體外觀而言，該「主張設計之部分」的相對性面積比之

關係。 

(D) 「位置」，係指對於該物品整體外觀而言，該「主張設計之部分」的相對性位置關係。 

 

6. 小林服務的公司被 A 公司控告專利侵權，小林奉命檢索相關先前技術對 A 公司的專利提

起舉發，請告訴小林專利資料庫的哪些欄位不能使用技術名詞進行檢索？ 

(A) 發明名稱。 

(B) 專利分類。 

(C) 摘要。  

(D) 申請專利範圍。 

 

7. 下列何者為著作人格權之權利？  

(1)公開發表權 (2)重製權 (3)禁止不當修改權 (4)公開播送權 (5)姓名表示權 (6)改作權。 

(A) (1)(3)(6)。     

(B) (1)(4)(6)。     

(C) (1)(3)(5)。     

(D) (2)(3)(4)。 

 

8. 小說作者於何時取得其所創作小說之著作權？ 

(A) 開始構思時。   

(B) 撰寫完畢之時。   

(C) 搜集故事時。   

(D) 印刷出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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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下有關申請分割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分割申請應於發明、設計專利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新型專利應於處分前為之。 

(B) 申請案一旦分割後，原申請案嗣後撤回、放棄、不受理或撤銷，將會影響分割案 

之效力。 

(C) 分割申請，不得變更原申請案之專利種類。 

(D) 分割案是完全獨立於原申請案外之個案，因此，必須依照一般申請案申請程序，檢

附所有申請文件，包括申請書、說明書（圖說）、必要圖式（圖面）及相關證明文件。 

 

10. 有關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申請人將已完成之發明的技術內容於我國或外國申請專利，致其後依法於公開公報

或公告公報上所為之公開，原則上，申請專利之發明適用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例外

的優惠。 

(B) 研討會論文集載明某篇論文之作者 A 及 B，申請人 A 於該論文公開後 12 個月內申

請發明專利，因公開行為主體包含他人，而可能為他人獨立發明之公開，原則上，

推定該發明不適用優惠。 

(C) 申請人為 2 人以上，若因個別申請人本意所致之公開，其公開行為並非由全體申請

人共同為之，故非屬「出於申請人本意所致之公開」的情事。 

(D) 因非出於申請人本意所致之公開，於公開 12 個月後，仍得備具證明文件，主張適用

優惠。 

 

11. 判斷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的期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優惠期應自公開事實發生日之次日起算 12 個月。 

(B) 若申請人於優惠期內有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之多次公開，而有多次可適用優

惠之情況者，則該優惠期應以最早公開事實發生日之次日起算 12 個月。 

(C) 公開事實發生日，應依公開之技術內容所載日期或由相關證明文件予以認定。 

(D) 若公開事實發生日僅能認定公開事實發生之年、季、年月、雙週或週時，則以該年

之最末日、該季之最末日、該年月之最末日、該雙週之第二週的最末日或該週之最

末日予以推定。 

 

12. 下列有關判斷新型專利申請案是否滿足形式要件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應判斷說明書是否明確且充分揭露。 

(B) 應判斷說明書及圖式是否已揭露必要事項且其揭露有無明顯不清楚之情事。 

(C) 應判斷是否符合單一性。 

(D) 無須判斷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為說明書及圖式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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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再審查核駁審定書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寄達代理人住所由大樓管理員簽收，2018 年 3 月

13 日大樓管理員轉交代理人，2018 年 3 月 14 日代理人轉交申請人，請問申請人不服再

審查核駁審定書提起訴願的法定期限（無在途期間）為何？ 

(A) 2018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 

(B) 2018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 

(C) 2018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 

(D) 2018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 

 

14. 若一請求項因依附多個請求項或以擇一形式記載，以致同一請求項因包含多個申請標的，

當該請求項有部分標的舉發成立、部分標的舉發不成立時，智慧局應對該請求項作成何

種審定？ 

(A) 部分標的舉發成立、部分標的舉發不成立。  

(B) 舉發成立。  

(C) 舉發不成立。  

(D) 無法審定。 

 

15. 不服下列何者可以提起訴願？ 

(A)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B) 發明專利申請之審查意見書。 

(C) 設計專利申請之修正申請不予受理。  

(D) 專利權人之更正申請經准予更正。 

 

16. 關於專利案件，下列何種行政處分可以直接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A) 再審查之核駁審定書。  

(B) 不服舉發案審定書之情形。  

(C) 申請人不適格之核駁。  

(D) 依專利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合併審定之更正案與舉發案，專利權人關於舉發不成立

但不准更正之情形。 

 

17. 關於技術審查官的制度，下列哪一項不正確？ 

(A) 技術審查官可以參加開庭並向當事人提出問題。 

(B) 技術審查官的地位類似專家證人，其意見可以作為證據。 

(C) 技術審查官提供給法院的報告不能開放給當事人閱覽。 

(D) 法官可將技術審查官提供的意見適度地開示給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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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舉發審定主文為「請求項 1 至 5 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請求項 6 至 10 舉發不成立」，不

服提起訴願的敘述何者有誤？ 

(A) 舉發人僅得對「請求項 6 至 10 舉發不成立」部分提起訴願。 

(B) 被舉發人僅得對「請求項 1 至 5 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部分提起訴願。 

(C) 訴願機關應於作成「撤銷原處分」訴願決定之前通知舉發程序之另一方參加訴願程

序表示意見。 

(D) 若訴願人申請言詞辯論，而訴願機關未舉行言詞辯論，即屬違法。 

 

19. 訴願人對於發明再審查核駁審定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訴願答辯後，訴願機關認為訴願

人所主張訴願理由（申請專利之發明在其他國家已取得專利）雖非可取，而依其他理由

（未踐行核駁理由先行通知之法定程序）認為該再審查核駁審定確屬違法或不當，訴願

機關應為何種決定？ 

(A) 訴願有理由，以決定撤銷再審查核駁審定。 

(B) 訴願機關得認定訴願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C) 訴願無理由，以決定駁回。 

(D) 訴願無理由，命原處分機關與訴願人進行協議。 

 

20. 關於訴訟程序中若涉及當事人之營業秘密資料，下列哪一項不正確？ 

(A) 當事人可請求不公開審判。 

(B) 當事人可請求限制他造閱覽秘密資料，例如僅允許他造閱覽經塗遮機密資訊之後的

資料。 

(C) 可請求法院裁定秘密保持命令，禁止他造及他造之訴訟代理人閱覽秘密資料。 

(D) 證據保全程序也可請求法院裁定秘密保持命令。 

 

21. 請依我國專利法選出正確的答案？ 

(A) 專屬被授權人有絕對權利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實施。 

(B) 被授權人原則上有將授權專利再授權給第三人實施之權利。 

(C) 登記是專利授權生效的要件之一。 

(D) 專屬被授權人針對授權專利可對其他人請求排除侵害及防止侵害。 

 

22. 關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Claim），何者錯誤？ 

(A) 解釋 Claim 之目的在正確解釋 Claim 之文字意義，以合理界定專利權範圍。 

(B) Claim 之文義範圍應以侵害專利時所能瞭解之意義為準。 

(C) Claim 的解釋獨立於被控產品之外。 

(D) 解釋 Claim 之證據包括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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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專利侵權的警告信，下列哪一項正確？ 

(A) 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之前，必須先發警告信。 

(B) 侵權人收到警告信之後若繼續侵權行為，專利權人可以主張侵權人此後之行為係出

於故意。 

(C)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發布的警告函處理原則，若要發警告信給競爭對手的客戶告知

競爭對手侵害自己專利時，一定要檢附專利侵權鑑定報告才行，否則就會違反公平

交易法。 

(D) 在報紙上刊登專利資訊的啟事，或與客戶推廣產品時提供的宣傳品，內容可較為自

由，不用像發警告信時需要考慮受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警告函處理原則。 

 

24. A 公司收到侵權信函，總經理召開會議聽取大家意見，協理說：「我們自己也有專利，我

們製造我們專利的產品，我們不會侵權」，經理接著附議：「更何況我們是自行研發這項

產品，我們不會侵權」，副理跟著搭腔：「對方的專利根本侵害了我們的專利，是他們侵

權，不是我們侵權」，旁邊記錄的秘書突然開口：「我們是不是要比對一下對方專利與我

們的產品，才能決定是否侵權」。請問，在此會議中，誰的發言最為正確？ 

(A) 協理。  

(B) 經理。   

(C) 副理。   

(D) 秘書。 

 

25. 若甲專利為一種「座椅」，包含：(A)座部 (B)椅背 (C)椅腳；乙專利為一種「搖椅」，包

含：(A)座部 (B)椅背 (C)椅腳 (D)搖動裝置；丙專利為一種「轉換座椅」，包含：(A)座部 

(B)椅背 (C)椅腳 (E)轉換裝置；則下列何項敘述正確？  

(A) 若甲製造「座椅」，不會侵害到乙專利，也不會侵害到丙專利。 

(B) 若乙製造「搖椅」，不會侵害到甲專利，也不會侵害到丙專利。 

(C) 若丙製造「轉換座椅」，不會侵害到甲專利，也不會侵害到乙專利。 

(D) 若甲製造「轉換座椅」，會侵害到丙專利，也會侵害到乙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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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論題：（50分） 

（一）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題答案卷上，

於試題本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題答案卷上作答。 

 

1. 甲公司於 105 年 3 月 22 日向我國智慧財產局提出發明專利申請，並主張 105 年 1 月 11 日

美國申請案為優先權，請問： 

(1) 國際優先權應如何主張？有何期間限制？（12 分） 

(2) 甲公司如為英屬開曼群島公司，其主張優先權之要件有無特殊之處？請詳述之。 

（13 分） 

 

2. 有一外商甲公司來事務所拜訪你，告知其乃世界知名的工業用醋酸製造大廠，就醋酸之製

法擁有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X，現仍有效。其發現台灣上市化工廠乙公司似乎擅自使用 X 專

利製程製造大量醋酸，並以低價搶市，許多客戶因而轉單，嚴重影響甲之權益。甲因此來

諮詢如何對乙採取行動。以下為甲告知之背景資料： 

A. 世界上現存的醋酸製法主要可歸類為四大類，X 專利的醋酸製法屬於其中一類，最早

是由美國知名廠商丙公司所開發者，俗稱丙製程；但 X 專利與傳統丙製程之最大不同，

在於利用特定的反應液組成，將反應液的含水比例控制在 14%以下（低水製程），而傳

統丙製程則需高於 14%之水溶液中才能獲致相當的產量（高水製程）。換言之，低水製

程是由甲公司所首創。 

B. 乙公司於幾年前曾主動接洽甲公司，表明對甲公司的 X 專利方法非常感興趣，希望取

得授權，雙方就技術及授權條款來往洽談近半年，但因價格談不攏，後來即告破局。 

C. 甲公司長期將其醋酸產品供應給台灣客戶丁公司。去年年中，丁公司的職員戊先生告

知甲公司，最近乙公司積極來推銷其醋酸產品，且乙之業務人員於言談之間透露乙之

醋酸產能之所以提高，是因為採用業界知名的低水製程之故。甲公司大為震驚，拜託

戊先生私下提供一小瓶醋酸樣品。 

D. 甲公司將該樣品送交美國實驗室分析其雜質組成後，發現其組成的分布圖譜屬於丙製

程，明顯與其他三種現存醋酸製程不同。加上自戊先生處得悉乙公司業務人員曾告知

係採低水製程，甲公司認為乙公司應已自行採用 X 專利方法製造醋酸。 

E. 甲公司比對乙公司的公開財務報表，發現其揭露的醋酸產能在雙方開始授權談判前並

不高，但隨後卻突然大幅增加數倍，獲利驚人，故懷疑乙於授權協商期間即已開始於

工廠中使用 X 專利方法。 

F. X 專利的請求項如下： 

一種製造醋酸之方法，係於含有約 200ppm 至約 1000ppm 之銠催化劑及包含水、醋酸、

甲基碘及醋酸甲酯之液態反應介質中，令一氧化碳與甲醇反應，接著由所得反應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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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醋酸，其特徵在於：於前述反應期間，維持前述反應介質含有重量比 0.1%至 14%

以下之水，重量比約 2%至 20%之碘化物鹽類，重量比約 0.5%至 30%之醋酸甲酯，及

重量比 5%至 20%之甲基碘。 

 

甲公司想要對乙公司採取法律行動。作為甲公司的專利法律顧問，在下述情況中，你會如何

建議（簡答即可）： 

(1) 關於乙公司的醋酸製程是否落入 X 專利之範圍，請評估甲公司現有的證據之證明度

如何？（10 分） 

(2) 若甲公司想要對乙公司採取法律行動，在侵權爭點方面，你會建議應如何準備證據？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