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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民法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甲於其承租之透天厝頂樓，違法以木板與紗網搭建鴿舍，並飼養賽鴿約一百餘隻。鴿

群每日清晨六時左右即開始此起彼落啼叫，每日餵食、出籠飛行及回籠休息之時鴿群

更顯激動。乙與甲一牆毗鄰而居數年，自家陽台及頂樓亦因此密布羽毛屑及鴿群每日

例行出籠期間排泄之鴿糞，造成異味及惡臭等。試問：乙得否請求禁止甲在該頂樓飼

養鴿子？乙受有支出清潔及消毒費用之損害，及長期受氣響侵入致精神痛苦，得否請

求賠償？其法律上依據為何？（25 分）  

【難易度分析】★★★ 

【破題關鍵】 

  掌握民法第 793 條、第 184 條之規定，本題即能迎刃而解。 

【擬答】: 

  按民法 (下同) 第 793條規定，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

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

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查本案中，甲搭建鴿舍飼

養賽鴿，製造噪音、惡臭、毛屑，侵入乙之住宅，非依一般社會通念所能忍受，乙自得依

前開規定，禁止甲在該頂樓飼養鴿子。 

  次按第 184條第 2項之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

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前開第 793條之規定，乃為保護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

設，屬保護他人之法律，甲違反該規定，造成乙受有支出清潔及消毒費用之損害，及長期

受氣響侵入致精神痛苦，乙自得依第 184條第 2項規定向甲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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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寺廟住持甲，在附近道路旁不知由何單位設置，卻侵入路面上空之「道路指示牌」下緣，

擅自另豎立「A 寺廟」橫式招牌，市公所未向縣政府報拆。某日深夜乙騎車未注意占用路面

的道路指示牌而撞上，身體朝指示牌下方二支鐵欄杆中間方向衝入，頭部撞擊欄杆上的「A 

寺廟」，送醫不治。試問：乙之父母丙、丁二人得如何請求賠償？（25 分） 

【難易度分析】: ★★★ 

【破題關鍵】 

掌握民法第 194 條之規定，本題並不困難。 

【擬答】: 

  按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甲設置違規招牌占用路面，致乙頭部撞擊而死亡，係侵害乙之生命權，構成第 184條

第 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惟因被害者已死，無法主張權利，且我國亦不承認餘命損害之概

念，而僅能由被害者之父、母、子女、配偶，依第 194條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因此，乙之父母丙、丁得依第 194條之規定向甲求償；若有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

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亦得請求甲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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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受輔助宣告的甲在其輔助人不知情下，獨自向屋主乙承租乙的 A 屋，每月租金新臺幣

15,000 元，租期 1 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屋的租賃契約得撤銷 該屋的租賃契約效力未定 

該屋的租賃契約有效 該屋的租賃契約無效 

  甲授與乙代理權，代理甲選購 1 部自用轎車。然乙被丙詐欺，以甲之名義向丙訂購 A 車。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丙訂立之 A 車買賣契約無效 乙為無權代理 

乙得聲請法院撤銷 A 車買賣契約 甲得撤銷乙所為 A 車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17 歲的甲喜歡攝影，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乙同意，向 20 歲的丙無償借用貴重相機使

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雖未成年，但無償借用貴重相機，甲並未負擔責任，甲丙之借貸契約有效 

甲已 17歲，又愛攝影，無償借用貴重相機屬於其日常生活所相當之行為，如甲未經乙

事前同意，其借貸契約仍然有效 

甲未滿 20 歲，與丙之間之使用借貸行為，仍應事先取得乙之同意或事後承認 

丙因已滿 20 歲，受其意思表示效力拘束，僅得催告乙是否承認甲之法律行為 

  甲、乙、丙對丁連帶負新臺幣（下同）90 萬元之債務，內部分擔額均等。債權人丁向甲免

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後，此時乙及丙對丁負擔多少金額之債務？ 

30 萬元 40 萬元 50 萬元 60 萬元 

  關於債權人與保證人間就保證契約之約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證人預先拋棄民法上關於保證人所得主張之一切抗辯權之約定，有效 

保證人預先拋棄民法上關於主債務人所得主張之一切抗辯權之約定，無效 

保證人拋棄先訴抗辯權之約定，有效 

債權人允許主債務人延期時，不須徵求保證人同意之約定，無效 

  甲與乙訂立贈與契約，將甲所有之 A 屋贈與給乙，乙何時取得 A 屋之所有權？ 

甲與乙之贈與契約有效成立時 甲將對 A 屋之占有移轉給乙時 

甲與乙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 甲將 A 屋之所有權狀交給乙時 

  甲有配偶乙、成年子女丙、丁。甲在民國（下同）109 年 8 月 1 日與丙訂立意定監護契

約，約定由丙擔任甲唯一之監護人。甲又在 109 年 12 月 1 日與丁訂立意定監護契約，約

定由丁擔任甲唯一之監護人。嗣後，甲判斷能力下降，法院欲對之為監護宣告，假設上述

2 份契約均有效，法院應以何人為監護人？ 

乙 丙 丁 丙、丁 

  甲男與乙女結婚後經過 5 年，爭吵不斷，決定兩願離婚。雙方僅完成離婚登記，其他事宜

尚未談妥。乙女在離婚後，下列主張何者無理由？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贍養費 

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請求返還其代墊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甲喪妻，有一子乙。甲生前向丙、丁、戊各借款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死亡時留有現

金 300 萬元。乙未開具遺產清冊，戊向乙求償時，乙直接償還戊 200 萬元，致丙、丁獲償

還各 50 萬元。丁得向乙求償多少金額？ 

0 元 50 萬元 100 萬元 150 萬元 

  甲、乙為兄弟，父母、祖父母均已死亡。甲丙結婚後有丁、戊二子。乙未婚無子。甲先於

乙死亡，乙死亡時，留有大量遺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之遺產由丁、戊繼承 乙之遺產由丙、丁、戊繼承 

乙之遺產由丙繼承  乙之遺產歸屬國庫 

  甲子與乙父約定，於甲結婚時，乙將贈與甲房屋 1 棟。該贈與契約所附約款之性質為何？ 

始期 終期 停止條件 解除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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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法律行為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因詐害債權之法律行為，經撤銷後，其效力為嗣後無效 

法律行為經承認後，如無特別訂定，溯及為法律行為時發生效力 

法律行為一部無效者，視為全部皆無效 

無效之法律行為，若具備其他法律行為之要件，不論對造當事人是否知悉，均得轉換為

另一符合要件之法律行為 

  依民法規定，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就該無償行為得聲請法院為

何種救濟？ 

解除 終止 撤回 撤銷 

  甲對乙負有新臺幣（下同）60 萬元之債務，丙為全額清償之保證人，丁則提供其所有土地

一筆設定普通抵押權予乙。嗣甲逾期未能清償，乙就丁之土地聲請拍賣受償。倘若丁所提

供之土地的價值為 30 萬元，則丁就全部債務之應分擔額為多少？ 

10 萬元 20 萬元 30 萬元 40 萬元 

  家住高雄之甲，透過電子郵件向位於臺北之乙公司訂購 1 批電腦主機板，價金新臺幣（下

同）100 萬元，並約定由乙將該批貨物運送至新竹科學園區之工廠，採貨到付款方式。乙

遂將該批貨物交由丙快遞公司託運，孰料於送貨過程中，丙僱用之丁司機超速後失控撞上

分隔島，造成所運送之電腦主機板全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間之買賣契約乃屬於代送買賣，故當乙將該批貨物交給運送的丙快遞公司時，價

金危險即告移轉，該批貨物雖因丁之過失而滅失，甲仍需支付乙 100萬元之價金 

丁司機對甲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該批貨物因丁之過失而滅失，甲無庸支付 100萬元價金，並得向乙請求讓與對丙快遞公

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甲、乙間之買賣契約乃屬於赴償買賣，且約定貨到付款，故今該批貨物因丁之過失而滅

失，未為送達工廠，故甲得免為給付價金 

  甲經營之便當店為強化午間餐點外送服務，遂召募聘僱乙擔任外送員，並提供 1 輛外送機

車 A 車供乙外送之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乙外送時，因自己之疏失任意停車，以致 A 車遭拖吊，甲得依民法第 227條規定向乙

請求損害賠償 

若乙外送時，因趕送餐而違規紅燈左轉撞傷行人丙，因乙有違規行為，故甲毋庸對於乙

撞傷丙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若乙因病無法出勤，為免被扣薪資，縱未得甲之同意，乙仍得使其友人丁代服勞務，代

為出勤送餐 

外送機車 A 車既由甲提供予乙外送使用，故就該機車之維修與危險預防，乙應自負其責 

  甲政府機關以最有利標將智慧圖書館興建工程發包予乙營造商，並訂立工程採購契約。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興建智慧圖書館過程中，若其所使用之材料不符合環保法令要求，對於該瑕疵，甲應

先請求乙修補改善之 

對於前述材料瑕疵，若該材料乃係甲所提供者，乙雖疏於檢查而不知該瑕疵，乙仍免除

其瑕疵擔保責任 

對於前述材料瑕疵，若乙故意不告知其工作物之瑕疵者，甲對該工作物瑕疵之發現期

間，得延長為 10年 

對於前述材料瑕疵，若該瑕疵已無法修繕，該瑕疵雖非為重大，甲得主張解除契約 

  下列關於債之關係賠償義務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租賃物因承租人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致失火而滅失時，承租人

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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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使用借貸之貸與人雖未保證借用物無瑕疵，但係因重大過失而不知

其有瑕疵，致借用人因此受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除契約另有訂定外，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遲到，縱係單純因不可抗力所致，仍應負賠償

責任 

除契約另有訂定外，旅客運送人對於運送之遲到，縱係單純因不可抗力所致，仍應負賠

償責任 

  甲的 A 工廠與乙的 B 屋相鄰，A 工廠白天運作發出巨大噪音。甲與乙因此設定一物權，

甲給付乙回饋金，而乙須容忍 A 工廠發出噪音。甲與乙所設定的物權稱為： 

普通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 典權 農育權 

  普通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達兩年之總額，除另有習慣外，土地所有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地上

權人支付地租，如地上權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土地所有人得以意思表示終止該地上權 

土地所有人僅得請求法院終止該地上權 

土地所有人得以意思表示撤銷該地上權 

土地所有人僅得請求法院撤銷該地上權 

  法院因共有人之請求分割共有物時，因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法院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

分配於各共有人。於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

之權，若有兩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應如何決定？ 

由應有部分最大者優先承買 各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優先承買 

以抽籤決定之  拒絕優先承買，直接變賣共有物 

  下列關於普通抵押權之物上代位性之敘述，何者錯誤？ 

抵押權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賠償或其他利益者，不在此限 

抵押權人對於抵押人因抵押物滅失所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有權利質權，其次序與原

抵押權同 

抵押物因毀損而得受之賠償或其他利益，無抵押權物上代位相關規定之適用 

給付義務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向抵押人為給付者，對抵押權人不生效力 

  甲乙為姊妹，甲早婚後生下丙，乙晚婚後生下丁。丙也早婚生下戊，丁則很晚才懷孕。不

料丁生下庚時難產，丁死亡後庚只剩親戚戊，戊年齡長於庚 30 歲，戊得否收養庚？ 

可以，因為戊庚為旁系血親 不可以，因為戊庚為直系姻親 

可以，因為戊庚輩分相同 不可以，因為戊庚輩分不相當 

  關於拋棄繼承效力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繼承之拋棄，溯及於向法院為拋棄時發生效力 

被繼承人之第一順序繼承人皆拋棄繼承，次順序之繼承人欲拋棄繼承者，應於知悉得繼

承之日起 2個月內為之 

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時，國庫即為最後之繼承人 

配偶拋棄繼承權時，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下列關於給付遲延之敘述，何者錯誤？ 

債權人得請求債務人繼續履行給付，並請求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債權人不得拒絕給付，僅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 

債權人對於以金錢為標的之給付，尚得請求遲延利息 

雖約定利率高於法定利率，債權人得請求之遲延利息，仍得按約定利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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