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09 地方特考）

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戶政
科 目：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一、甲夫與乙妻育有 A、B、C 三名子女,甲與 A 依法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試問：(每小題 10 分，
共 40 分)
甲若因年老而有心智缺陷，時常答非所問，家人的名字全部叫錯或忘記，A 應如何讓該意
定監護契約發生效力?
A 於意定監護契約發生效力後，得否以甲名下的財產投資股票和期貨?
於意定監護契約發生效力後，甲若將 10 萬元送給鄰居丙，A 得否要求丙返還 10 萬元予甲?
A 若於意定監護契約發生效力後，將甲名下 300 萬元存款提領並存入自己的銀行戶頭裡，
導致甲無法自行支付醫療及看護費用，如何才可由其他人擔任監護人?
【擬答】
我國為因應進入高齡化社會，原先僅有法定監護制度，而於民國 108 年間增訂「意定監護」，
該制度本於「尊重本人之意思自主」之原則，得減少身心照護及財產管理爭議，有助於正面維
繫家庭關係及補充法定成年監護不足之問題，主要增訂條文規定在於民法（下同）第 1113-2 條
至第 1113-10 條，合先敘明。
Ａ得基於意定監護契約，向法院聲請甲應受監護宣告
按第 1113-3 條規定，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公證
人作成公證書後 7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次按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
果者，法院得因意定監護受任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經查，甲與 A 依法訂有「意定監護契約」，是以該意定監護契約應經公證人作成公證書為
成立。至於其生效，則因甲已因年老而有心智缺陷，即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得
由Ａ基於子女以及意定監護受任人之聲請，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則該意定監護契約則為
生效。
須受甲與Ａ之間有無約定排除適用對於受監護人財產權利義務之限制
按第 1113-9 條規定，意定監護契約約定受任人執行監護職務不受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限制者，從其約定。次按第 1101 條第 3 項規定，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為投
資。但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金融機構承兌
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不在此限。
經查，甲與 A 雖依法訂有「意定監護契約」，然依題意卻不知其間有無對於財產管理之約
定。是以，如甲與Ａ即有依據約定Ａ執行監護職務不受第 1101 條第 3 項規定限制，則Ａ即
得以甲名下的財產投資股票和期貨。反之，如甲與Ａ並無約定第 1113-9 條之情事，Ａ不得
以甲之財產為投資，僅得購買公債、國庫券等項目。
A 得要求丙返還 10 萬元予甲
按第 15 條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次按第 75 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
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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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於意定監護契約發生效力後，甲因受監護宣告，為無行為能力人，是以其將 10 萬元
送給鄰居丙，所涉贈與契約與物權行為均為無效，Ａ自得基於意定監護受任人之法定代理
人身份，向丙請求返還之。
得向法院聲請改任監護人
按第 1113-6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監護人共同執行職務時，監護人全體有
第 1106 條第 1 項或第 1106-1 條第 1 項之情形者，法院得依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聲請權人之
聲請或依職權，就第 1111 條第 1 項所列之人另行選定或改定為監護人。次按第 1111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
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
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經查，如Ａ將甲名下 300 萬元存款提領並存入自己的銀行戶頭裡，導致甲無法自行支付醫
療及看護費用，即得認為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則需改任監護人，
是以法院得因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聲請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法定監護選任之方式，就配偶、
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
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

二、甲夫與乙妻育有 A、B 兩子，各為 2 歲和 4 歲，乙之妹丙 28 歲未婚，依法收養 B 子為養子，
甲婚後與單身的丁女外遇，丁自甲受胎生下一子 C，甲時常買奶粉、尿布前去丁的住處探望
丁與 C。試問：
B 於丙過世後，已繼承丙之財產，且丙無其他子嗣，B 得否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關係?(10
分)
若甲死亡，留下新臺幣 3600 萬元，應如何由繼承人繼承?(20 分)
【擬答】
法院得因終止收養有顯失公平而裁定駁回Ｂ之聲請
按民法（下同）第 1080-1 條第 1 項規定，養父母死亡後，養子女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
本條即為死後終止收養之依據，其立法理由係指養父母死亡後，為保護養子女利益，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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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之機會。次按同條第 4 項規定，法院認終止收養顯失公平者，
得不許可之。蓋收養關係之終止影響雙方權益甚鉅，法院如認終止收養關係顯失公平者，
得不予許可
經查，丙未婚而依法收養 B 子為養子，因丙過世後，Ｂ與丙即為合意終止收養關係，Ｂ得
向法院聲請死後終止收養，惟Ｂ已繼承丙之財產，且丙無其他子嗣，Ｂ顯有繼續雙方收養
關係之意，又實務上亦有認為如終止收養，將使收養者延續香火之目的無以為繼。況，Ｂ
之本家（即甲夫與乙妻）尚有Ａ子得照顧本生父母。是以Ｂ聲請終止與丙之收養關係，如
准予終止，顯不利於丙，似有失公平，故而法院得因終止收養有顯失公平而裁定駁回Ｂ之
聲請。
甲之遺產繼承如下：
甲之繼承人
乙：為甲之配偶，即為當然繼承人。
 A：為甲之子女，按第 1138 條規定，為第一順位之繼承人。
 B：雖為甲之子女，惟已出養予丙，按第 1077 條第 2 項規定，Ｂ與甲間權利義務關係停
止，是以Ｂ不得作為甲之繼承人。
乙之剩餘財產分配
依題意並無說明甲、乙有無約定夫妻財產制，則設甲、乙未有約定，則依法為法定財產制，
是以甲死亡之時，即有夫妻間剩餘財產分配之問題。
如甲所留遺產 3600 萬元，均為婚後財產，則乙並無婚後財產，乙即得請求差額之一半，即
1800 萬元作為剩餘財產分配，是以乙取得剩餘財產分配後，甲所留遺產所剩為 1800 萬元。
各繼承人應得之遺產金額
按第 1144 條規定，配偶與第一順位繼承人同為繼承，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經查，乙
為配偶及Ａ為第一順位繼承人，二人同為甲之繼承人，是以乙、Ａ應平均甲之遺產，其應
繼分即各為 900 萬元。
三、甲男與乙女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甲婚前購買 A 屋，價值 800 萬元，有 400 萬元貸款係
以婚後財產償還完畢；乙女結婚時無財產；乙女婚後因投資失敗負債 200 萬元，尚未清償，
甲乙於婚後十六年離婚，離婚時甲男尚有工作存款 200 萬元，乙女亦有工作存款 200 萬元。
試問：甲乙之剩餘財產應如何分配?(30 分)
【擬答】
甲男與乙女之夫妻財產制為法定財產制
按民法（下同）第 1005 條規定，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經查，本題甲男與乙女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其夫妻財產制即為法定財產制，合先敘
明。
甲乙之剩餘財產之分配
次按第 1030-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甲之財產分述如下：
Ａ屋：Ａ屋為甲婚前所購買，即為婚前財產，並非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
400 萬元貸款：該貸款係因購買婚前財產Ａ屋所承擔，即為婚前所負債務，惟甲係以婚

後財產為清償，則按第 1030-2 條規定，400 萬元應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應為剩餘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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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之標的。
工作存款 200 萬元：該存款為甲之婚後財產，應為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
小結：甲之婚後財產應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為 600 萬元（計算式：400 萬元＋200 萬
元＝600 萬元）
乙之財產分述如下：
負債 200 萬元：乙女婚後因投資失敗負債 200 萬元，即為婚後所負債務。
工作存款 200 萬元：該存款為乙之婚後財產，應為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
小結：乙之婚後財產應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為 0 元（計算式：-200 萬元＋200 萬元
＝0）
甲、乙間之婚後財產差額為 600 萬元，因而財產較少一方之乙，得向甲請求 600 萬元之一
半，即 300 萬元之剩餘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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