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高考試題解答）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考試別：高等考試
等 別：三等
類 科：財稅行政、財稅法務、法制、商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
科 目：民法
甲、申論題部分
一、張三有子甲與女兒乙各一人。張三於罹癌入院後欲將所持有之 A 地予以出售，故簽署授權書，
載明授權兒子甲代為出售 A 地，包含從契約訂定到登記等事宜之各階段處理權及代理權。後
來張三因癌症惡化於 A 地買賣契约簽訂時，已經有意識狀態不清之情形，甲持其張三簽名之
授權書，與丙簽訂 A 地買賣契約價金約定為 740 萬元，並已給付由乙保管，由丙依法辦理登
記而於辦竣 A 地登記前，張三因癌症過世。於張三死亡前，均未曾受監護之宣告。張三女兒
乙認為張三授權甲之際已經病情嚴重而意識不清，主張該買賣契約未有合法授權，故甲為無
權代理，買賣契約無效，並主張甲保管 740 萬之行為侵害其財產繼承權，是否有理？(3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涉及委任契約之終止事由以及原因關係之消滅對於授權行為效力之影響，
考題本身雖無隱含重大學說爭議問題，但畢竟題目考到較少出題之範圍（委任契約），所以
考生可能須要有全面性的複習及準備，較能正確答題。
《使用法條》民法第 75 條、第 167 條、第 170 條、第 550 條
《命中特區》民法關鍵讀本，陳曄編著，109 年 8 月出版，P1-140 至 141（意定代理權之消
滅）、P2-200 至 201（委任契約之消滅）。
【擬答】《陳曄老師解題》
張三如以書面授予甲代理權時，並無陷入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形，應認為張三之授權行為
有效，甲有取得可代理張三出售並移轉 A 地之代理權：
按意定代理權的授與，是一種有相對人的單獨行為，不以相對人承諾為必要，而依民法第
167 條之規定，代理權之授與方式得由本人向代理人為之。其次，依民法第 531 條規定，
為委任事務之處理，須為法律行為，而該法律行為，依法應以文字為之者，其處理權之授
與，亦應以文字為之。其授與代理權者，代理權之授與亦同，故如授權行為係使代理人為
不動產物權行為者，依民法第 758 條第 2 項規定，其授權行為即應以書面為之。
本題中，張三所簽署授權書即然授權甲代為出售 A 地之範圍包括買賣契約訂定至 A 地登記
相關事宜之處理權及代理權，應可認為張三與甲間之委任契約訂立與授與代理權之行為應
符合民法第 541 條及第 167 條之規定。因此，除非張三授權時已有陷入無意識或精神錯亂
等欠缺意思能力之情形（民法第 75 條後段），否則應認為甲有取得可代理張三出售並移轉
A 地之意定代理權。
縱然張三於甲代理其與丙訂立買賣契約後、移轉 A 地前死亡，但仍因認為張三與甲間之委任
關係仍不因張三之死亡而當然終止，亦不影響甲代理張三所訂買賣契約之效力：
依民法第 550 條之規定，委任因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
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又民法第 108 條第 1 項則規定代理權之消
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之。故基於委任關係而授與之意定代理權，應隨委任關係
之終止而同時消滅。但民法第 95 條第 2 項既規定意思表示不因表意人於發出通知後死亡而
失其效力，則委任關係之終止或授權行為之消滅，亦不應影響先前已經作成之代理行為效
力。
本題中，張三雖於甲代理其與丙訂立買賣契約後、移轉 A 地前已死亡，縱然依民法第 550
條以及第 108 條第 1 項規定使張三與甲間之委任關係終止或授權行為消滅，但依題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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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張三與丙所訂之買賣契約係於張三生前為之，尚且當時張三未受監護宣告，參酌民法
第 95 條第 2 項之意旨，應認為此一買賣契約之效力不因後來張三死亡而受影響，張三之全
體繼承人仍負有將移轉 A 地予丙之義務（民法第 1148 條第 1 項）。
甲代理張三所訂之買賣契約雖使張三之全體繼承人負有移轉 A 地予丙之義務，但同時亦使張
三之遺產增加 740 萬元之價金或金錢債權，應無侵害丙之繼承權或特留分：
按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民法第 1146 條定有明文。另如
依民法第 1225 條規定，繼承人之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或其他處分遺產之行為致其應得
之數不足特留分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此為現行民法中保障繼承人之繼
承權或其特留分之規定。
本題中，張三之繼承人丙固有主張甲保管買賣價金之行為侵害其財產繼承權。然而甲代理
張三與丙所訂買賣契約之效力仍在張三與丙間發生（民法第 103 條），亦即甲所保管之
740 萬價金，依民法第 541 條第 1 項規定，仍應移轉予張三或其全體繼承人，則張三之遺
產亦因該買賣契約而增加 740 萬元，應無侵害丙之繼承權或特留分。
結論：
如張三授權甲時仍有意思能力，則甲代理張三所訂之買賣契約仍屬有權代理，且依題旨意無
侵害丙之繼承權或特留分，丙之主張為無理由。
二、兄弟姊妹甲、乙、丙、丁四人共有 A 地，應有部分各四分之一，甲過世後，由乙、丙、丁繼
承甲之應有部分。嗣乙以丙、丁為被告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其主張將乙、丙、丁繼承甲之
應有部分之公同共有分割為分別共有，由乙、丙、丁各分得三分之一之應有部分，亦即甲之
應有部分由公同共有分割為分别共有後，由乙、丙、丁各享有十二分之一應有部分，並與其
原應有部分合併計算後，由乙、丙、丁以各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將 A 土地均等 3 等份，由其等
各單獨所有之，乙、丙、丁雖就分配位置有不同意見，然均同意先就共同繼承甲之應有部分
而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並為分割，試問乙的分割方案是否有理？(2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涉及遺產分割與共有物分割之區別，答案中亦必須討論有關裁判分割共有
物時法院可為之分割方法，雖沒有學說爭議問題隱含其中，但考生必須正確區別二者之異
同，始能正確答題。
《使用法條》民法第 824 條、第 828 條、第 830 條、第 1151 條、第 1164 條
《命中特區》民法關鍵讀本，陳曄編著，109 年 8 月出版，P3-53 至 54（共有物之分割）、
P3-61（公同共有物分割之限制）、P5-25 至 26（遺產之分割）。
【擬答】《陳曄老師解題》
如乙主張就甲之 A 地應有部分 1/4 各由乙、丙、丁分得 1/12 之方案已得其他全體繼承人丙、
丁同意者，乙就此部分之主張應屬有理由：
依民法第 829 條規定，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於共
同繼承時，依民法第 1151 條規定，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但民
法第 1164 條又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是有關遺產之分割，我國民法原則上採自
由分割主義。然而，請求分割遺產，應以全部遺產為整體分割，不得以遺產中之特定財產
為分割之對象。
惟有實務見解認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得經全體公
同共有人同意後為之（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故如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將遺產中之一部
終止公同共有而變為分別共有，各繼承人即得以共有人之身分單獨請求分割該特定之共有
物，此與遺產裁判分割應以遺產為一體為分割，而非以遺產中個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者，
尚屬有間（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79 號民事判決）。
本題中，甲就 A 地所有之應有部分 1/4，於甲死亡而由乙、丙、丁共同繼承後，應屬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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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丁公同共有（民法第 1151 條），乙如欲請求分割時，本應就甲之其他遺產一併請求遺
產分割（民法第 1164 條）。然而，乙主張由乙、丙、丁分得 1/12 之方案已得其他全體繼
承人丙、丁同意，應可認為係全體繼承人依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終止就甲之 A 地應有
部分 1/4 之公同共有關係，並變為分別共有關係。則乙即可單獨就 A 地訴請分割。
乙主張分割甲之應有部分後再將 A 土地分割為乙、丙、丁可分得均等 3 等份之方案如未得其
他全體繼承人丙、丁同意者，法院仍得本於職權另訂分配方法，不受乙主張之拘束：
按民法對共有物採分割自由原則，於民法第 823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各共有人，得隨時請
求分割共有物。惟如全體共有人未能達成分割方法之協議者，依民法第 824 條第 2 項規定，
法院得因任一共有人之聲請，命為下列之分配：
原物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全部原物分配）。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
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部分原物分配）。但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
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價值受分配者，另得以金錢補償之。
變價分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全部變價分
配）；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部分
原物分配、部分變價分配）。
因此，法院為上述分割之裁判時，自應斟酌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及
利用效益等，以謀分割方法之公平適當，不受當事人主張之分配方法所拘束。
本題中，乙固有主張於乙、丙、丁分割甲之應有部分 1/4，再按每人分割後之應有部分比
例（各 1/3）將 A 地均等 3 等份，但此一原物分配方法因三人對於分配位置意見之不一致
而未能成立分割協議，故應由受理分割訴訟之承審法院斟酌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共有物之
性質、價格及利用效益自行決定公平適當之分配方法，法院亦不受乙主張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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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型
  胎兒甲是遺腹子，其父遭乙駕車不慎撞死。下列關於胎兒甲的權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尚無權利能力，不得向乙主張權利
關於甲權利之保護，甲視為有權利能力，然而他尚未出生，無法向乙請求損害賠償
甲得以其母為法定代理人，向乙請求損害賠償
無論甲將來是否為死產，其胎兒期間之權利不受影響
  甲公司於民國(下同)102 年 2 月間舉辦員工旅遊，住宿乙之旅店，積欠住宿費新臺幣 10 萬
元，乙於 103 年 2 月催告後甲仍不給付，乙乃於 104 年 2 月訴請甲給付，於 105 年 2 月獲勝
訴判決確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於 103 年 2 月催告時，時效中斷
乙於 104 年 2 月訴請甲給付時，時效不完成
判決確定後，時效重新起算 5 年
判決確定後，時效重新起算 15 年
  甲擁有 A 鑽石。出租予乙使用，乙出賣並讓與予第三人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倘若丙為惡意，甲仍為鑽石之所有權人
縱使丙為惡意，甲仍不得向丙請求返還鑽石
倘若丙為善意且無重大過失，丙取得鑽石之所有權
倘若丙為善意且無重大過失，甲得向乙請求損害賠償或利益之返還
  下列關於民法法源之敘述，何者正確？
民法第 1 條所稱之習慣，僅指單純之習慣
憲法總綱無法作為私法上具體請求權之基礎，故不得為法源
法規命令非法律，故不得為法源
法律精神演繹而出之一般法律原則，得為法源
  甲借給乙 1 千萬元，乙為避免甲強制執行其所有之 A 屋，乃與好友丙通謀虛偽作成買賣契
約及 A 屋之移轉登記。嗣後 A 屋被丁無權占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丙間之買賣契約與物權行為均為無效
乙得本於所有人之物上返還請求權，向丙請求塗銷所有權之登記
甲於為保全對乙之借款返還請求權之情形下，其得以自己名義，代位乙對丙行使所有權之
塗銷登記
丙得本於所有人之物上返還請求權，向丁請求返還 A 屋
  關於意思表示錯誤，下列何者為動機錯誤？
甲欲贈與 A 書給乙，而誤說為贈與 B 書
甲向乙購屋，預期房屋大漲，但其後卻跌價
甲告知秘書乙，向丙訂購 A 型機器，但乙口傳時誤為表示購買 B 型機器
甲誤 A 犬為 B 犬向乙買受之
  甲向乙購買貨物一批，貨款總計新台幣（下同）50 萬元，下列情形，何者不會導致甲之 50
萬元貨款債務消滅？
經乙之同意，甲交付等值之金塊給乙
甲交付面額 50 萬元之即期支票給乙
甲、乙同意將該買賣貨款更改為消費借貸
甲要清償貨款債務時，因乙失蹤，甲乃向法院提存所為乙提存 50 萬元
  甲欲出租自己所有的 A 套房，於是刊登招租廣告，寫明 A 套房所在地點及每月租金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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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附上 A 套房內部清楚的照片。乙看到招租廣告後，立刻發電子郵件給甲表明願意依招租
廣告上的條件承租。下列關於甲乙間租賃關係是否成立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所為之招租廣告為要約，乙願意承租之意思表示為承諾，租賃關係成立
甲所為之招租廣告與乙願意承租之意思表示為交錯要約，租賃關係成立
甲所為之招租廣告為要約之引誘，乙願意承租之意思表示為要約，甲若承諾，則租賃關係
成立
甲所為之招租廣告為要約之引誘，乙願意承租之意思表示為要約，因內容一致，租賃關係
成立
  16 歲的甲，發現鄰居乙家失火，甲雖成功撲滅火源，但於奮勇滅火之際，不慎打破乙家中
的水晶花瓶，並被火灼傷而支出醫藥費。下列關於甲乙間法律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甲之法定代理人承認前，甲乙間不成立無因管理
甲得請求乙賠償其醫藥費
雖甲非出於重大過失，乙仍得請求甲賠償其水晶花瓶
甲得請求乙支付其成功滅火的報酬
  甲雇用無機車駕照之乙為店員，幫其送便當。乙在送便當途中機車超速撞上未戴安全帽的
丙，造成丙頭部嚴重腦震盪及全身大小挫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雇主甲對於丙之損害，原則上需要丙舉證甲有過失，甲始須負擔賠償責任
雖事故之發生主要起因於乙超速，但丙未戴安全帽，亦屬與有過失
若乙並無財產可供賠償，經丙向法院聲請，甲有可能因此一人負擔一部或全部之賠償
甲若對丙賠償損害，事後得對乙行使求償權
  下列關於買賣契約瑕疵擔保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買受人履行民法第 356 條之檢查通知義務，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成立要件之一。惟依民
法第 356 條規定，於不能即知之瑕疵，不適用之
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於買受人者，買受人即使未履行檢查通知義務，亦不妨礙物之瑕疵
擔保責任之成立
以特約免除或限制出賣人關於物之瑕疵擔保義務者，如出賣人保證無瑕疵者，其特約為無
效
買受人因重大過失，而不知有價值或效用之瑕疵者，出賣人如保證其無瑕疵時，不負擔保
之責
  旅店或其他供客人住宿為目的之場所主人，對於客人所攜帶物品之毀損、喪失時，應負下列
何種責任？
縱然通常事變，仍應負責
僅就抽象輕過失負責任
僅就具體輕過失負責任
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責任
  甲受乙委託處理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無給付報酬。依民法規定，甲應盡何種注意義
務，否則將負過失責任？
一般人之注意義務
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通常事變之注意
  甲將其所有之鑽戒一只移轉予乙占有，並設定動產質權，以擔保甲對乙所負債務。乙於佔有
該鑽戒期間中，向丙詐稱其為該鑽戒之所有人，將該鑽戒出售予善意且無重大過失之丙，且
已實際交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自實際由乙後領交付鑽戒之時起，成為該鑽戒之所有人，甲不得請求丙返還
甲自乙將鑽戒交付予丙之時起，二年內得請求丙返還，但須償還丙支出之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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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自乙將鑽戒交付予丙之時起，一年內得請求丙返還，但須償還丙支出之價金
甲自乙將鑽戒交付予丙之時起，二年內得請求丙返還，且不須償還丙支出之價金
  乙以其所有之 A 土地供甲設定第一次序之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以擔保
甲對乙基於二者間之加盟契約所生債權。乙復以 A 土地供丙設定第二次序 100 萬元最高限
額抵押權以擔保丙對丁基於金錢借貸契約所生債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論乙是否同意，甲、丙間得就各自在 A 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次序為讓與
丙對丁所生貸與金錢之債權，如係未約定確定日者，丁得隨時請求確定乙所擔保之債權
無論丙是否同意，甲乙得於原債權確定前，重新約定變更第一次序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
債權之範圍
原債權確定前，甲將對乙所生原債權之一部分讓與予丙時，丙成為第一次序最高限額抵押
權之共同抵押權人
  甲以暴力搶走乙之鑽錶後，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乙之鑽錶，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乙得請求甲返還鑽錶
甲取得鑽錶之所有權
甲未取得鑽錶所有權
甲乙共有鑽錶所有權
  甲向乙借新台幣 1000 萬元，以甲所有之 A 地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嗣後甲以 A 地為丙設定
普通地上權，丙在 A 地上建築 B 屋。債務清償期屆至，甲無力清償債務，乙聲請法院拍賣
A 地，但因 B 屋之存在，故無人應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聲請法院將 B 屋與 A 地併付拍賣，但對於 B 屋之價金，無優先受清償之權
乙得聲請法院將 B 屋與 A 地併付拍賣，但對於 B 屋之價金，有優先受清償之權
乙僅得聲請法院拍賣 A 地，並無聲請將 B 屋與 A 地併付拍賣之權
乙僅得聲請法院拍賣 B 屋，並無聲請將 B 屋與 A 地併付拍賣之權
  甲 1、甲 2、甲 3 至甲 10 等 10 人，經登記為 A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區分所有人。甲 1、甲
2、甲 3 至甲 10 等 10 人依法律規定作成以下規約:甲 1 得使用 A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頂樓。甲
1 出賣其專有部分，移轉其占有於乙，登記乙為 A 區所有建築物之區分所有人。乙於受讓時
就甲 1 依該規約所享有權利一事，不知且非可得而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規約雖未經登記，但因乙就甲 1 依該規約所享有權利一事，不知且非可得而知，故得使
用 A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頂樓
乙就甲 1 依該規約所享有權利一事，不知且非可得而知，故得使用 A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頂樓
該規約未經登記，乙因此得使用 A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頂樓
乙得使用 A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頂樓
  甲登記為 A 地所有人，於 A 地上設定 20 年期限之普通地上權於乙。甲與以約定，乙每年應
支付甲地租新臺幣 15 萬元，共計 20 年地租之約定。某日夜晚，甲於 A 地上掩埋大量劇毒
廢棄物，致 A 地受有縱經百年休養亦無法回復，完全不能達原來使用之損害。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乙得支付未到期之 3 年分地租後，拋棄其地上權
乙得支付未到期之 1 年分地租，拋棄其地上權
乙得支付未到期 2 年分之地租，拋棄其地上權
乙得拋棄其地上權，並免地租支付義務
  下列何種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 15 年?
離婚時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判決離婚時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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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婚約時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解除婚約時之贈與物返還請求權
  張大雄與李靜香結婚，並約定妻冠夫姓而成張李靜香，二人生子名為小明，並約定該子從母
姓，小明之姓名應為下列何者?
李小明
張李小明
李張小明
張小明
  甲為 A 照護中心之代表人，乙受監護之宣告，甲於何種情形，不得為乙之監護人?
甲為乙之配偶
甲為乙之四親等之堂兄
甲為乙之三親等之姨丈
甲為乙之女婿
  下列關於法定繼承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民法第 1138 條第 2 款所稱之母，自不包含父所娶之後妻在內
民法第 1138 條第 3 款所稱兄弟姊妹，包括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養子女對本生父母之遺產，無繼承權
法定繼承人如喪失我國國籍者，不得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
  下列關於繼承權有無之敘述，何者錯誤?
繼承開始後，繼承人已取得繼承權
繼承開始後已取得繼承權，仍可能因變造遺囑而喪失
繼承開始前喪失繼承權，仍可能因被繼承人宥恕而回復
對被繼承人重大虐待者，應經被繼承人遺囑表示，始喪失繼承權
  甲因其子乙結婚而贈與乙新台幣(下同)100 萬元。甲與丙再婚，翌日甲即死亡。甲死亡時有
財產 500 萬元，對丁負債 200 萬元。甲之繼承人乙及丙發現甲之遺囑中表示，遺贈甲之母戊
25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受有特留分 100 萬元保障
乙的特留分較丙多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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