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高等考試）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人事行政
科 目：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一、十七歲丙男徵得父母親甲、乙同意，自己尋找一份汽車修護工學徒的工作。丙與經營 M 修車
廠的丁談妥工作及報酬，約定自下週一開始工作。丙於週末，到丁推薦之戊經營的二手車行
購買 A 車，以作為將來上班的交通工具；雙方約定價金 24 萬元分為 24 期支付，下個月初支
付第一期，A 車於三個月後丙滿 18 歲且考取駕照隔日交車。試問：丙所訂立二份契約之效力
如何？(25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掌握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年齡範圍（如補充新舊法更佳），另需注意民法第 85 條
的適用及類推適用的情形。
【擬答】
丙與丁間之僱傭契約為有效

按「滿二十歲為成年。」；「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民法（下
同）第 12 條及同法第 13 條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丙與丁合意僱傭契約時，為 17
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合先敘明。另，新法將第 12 條修正為滿 18 歲為成年，然相關規
定於民國 112 年方為施行，現行仍以舊法 20 歲為成年，附帶一言。
次按「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
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第 77 條定有明文。
經查，丙男徵得父母親甲、乙同意，自己尋找一份汽車修護工學徒的工作，是以其後與
丁談妥工作及報酬，雙方間所成立之僱傭契約即已得定代理人之允許，當然有效。
丙與戊間買賣契約為效力未定
按「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
始生效力。」；「「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限制行為能力人，關
於其營業，有行為能力。」」第 79 條及第 85 條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丙男徵得父母親甲、乙同意，自己尋找一份汽車修護工學徒的工作如前所述，亦
即甲、乙允許丙獨立為就業行為，然丙關於其就業，是否具有行為能力法無明文，學者
有認此時得類推適用第 85 條，即丙關於其就業具有行為能力，而無需再得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方得獨立為之。
惟查，丙至戊經營的二手車行購買 A 車，以作為將來上班的交通工具，是否屬關於就業
行為容有疑問。本文認為縱使雙方約定價金 24 萬元分為 24 期支付，每月僅需約 1 萬多
元，但丙尚得以其他交通工具作為代步，購買Ａ車實並無必要，難認為屬關於就業行為
，自無第 85 條類推適用之餘地。
故而，丙與戊間買賣契約為效力未定。附帶一言，縱使雙方約定 A 車於三個月後丙滿
18 歲且考取駕照隔日交車，然依現行法規適用，丙滿 18 歲仍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亦無
第 81 條承認權之適用。
二、民國(以下同)107 年 12 月 1 日，甲向商人乙購買一部 M 機器，價金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
元，於當日，甲付 20 萬元，乙完成 M 的權利移轉及交付；甲卻未依約於次日給付餘款 80 萬
元。甲後因辦理投資移民，長時間居住國外，直到 110 年 2 月又返國居住。109 年 10 月 1
日，乙曾發電子郵件向甲要求清償剩款項及法定的遲延利息；甲未回覆。110 年 6 月 1 日，
乙找到甲本人，當面再次要求清償剩餘款項及法定的遲延利息。對剩餘款項及遲延利息，甲
均拒絕返還，是否有理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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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掌握民法第 127 條時效規定之立法目的，並附帶說明時效中斷之規定。
【擬答】
甲拒絕返還無理由，說明如下：
按「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左列

各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
之代價。」，民法（下同）第 125 條及第 127 條第 8 款定有明文。
次按「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八款所定，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
代價，係指商人就其所供給之商品及製造人、手工業人就其所供給之產物之代價而言，蓋
此項代價債權多發生於日常頻繁之交易，故賦與較短之時效期間以促從速確定，若以商品
或產物為標的之債，其債權人既不必為商人、製造人或手工業人，即因此所生之請求權與
一般之請求權無異，自應適用一般之長期時效規定，而不包括於本款所定短期時效之
內。」，參照最高法院 39 年台上字第 1155 號判決。
經查，甲向商人乙購買一部 M 機器，價金 100 萬元，甲僅給付其中 20 萬元，剩餘 80 萬元
屬乙得向甲主張價金債權，合先敘明。
然因乙商人之身分，其價金債權之時效似為第 127 條第 8 款所定 2 年之短期時效。惟查第
127 條短期時效之目的在於代價債權多發生於日常頻繁之交易，故賦與較短之時效期間以
促從速確定，是以甲乙間買賣契約價金高達 100 萬元，難以認為屬日常頻繁之交易，自應
非屬第 127 條 2 年時效之適用。
次查，甲卻未依約於次日即 107 年 12 月 2 日給付餘款 80 萬元，乙對甲之價金債權自應於

107 年 12 月 3 日開始起算，至 122 年 12 月 3 日方為時效完成，是以乙於 110 年 6 月 1 日
向甲請求清償剩餘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仍尚未罹於時效，故而甲自得不以時效完成為由
主張抗辯。
附帶一言，109 年 10 月 1 日，乙曾發電子郵件向甲要求清償剩款項及法定的遲延利息，甲
縱使未為回覆，然按第 95 條規定，電子郵件為非對話之意思表示，其到達時即生效力，而
有第 129 條所定權利人請求而生之時效中斷，然乙未於請求後 6 個月內為起訴，按第 130
條規定視為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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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花錢請乙為其殺死情敵 A，乙猶豫不決，此時丙在一旁為甲幫腔勸說，乙因而被說動接受
甲的金錢委託去殺 A。隔日，乙偷偷在 A 的便當中下毒，A 不知便當遭下毒仍將便當吃光
光，隨即毒發口吐白沫倒地抽搐，狀甚痛苦。乙心生不忍、頓時悔悟，立刻以手機打電話通
報救護車前來救 A，並告知 A 所中之毒的種類，惟在救護車尚未抵達前，A 被家屬發現送醫
急救，A 因此撿回一條命。試討論本案中甲、乙、丙之刑責?(25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本題難度一般般，考了準中止未遂、（準）中止未遂不及於其他參與者的基本
觀念，比較要注意的是，題目中所謂「丙在一旁為甲幫腔勸說」，以筆者對題意
的理解，「幫腔勸說」就已經是教唆 A 的行為了，而非僅止於「幫助教唆」，
所以這裡不是連鎖共犯的考點，而是「共同教唆不能成立共同正犯」的考點。
《命中特區》：陳介中，《老師開講：刑法》，五版，第 1-205、1-207、1-258～1-259、1-264
～1-265 頁。
【擬答】

乙在 A 的便當中下毒的行為，成立殺人罪之準中止未遂犯（第 271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1
項後段）：
依題所示，A 並未死亡，故以下檢討未遂犯。主觀上，乙具有殺人故意；客觀上，乙業
已著手而未達於既遂。
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立本罪。
另就個人減免刑罰事由而言，乙著手後因己意而中止，並積極從事真摯有效之防果行為
，然結果之不發生並非因乙叫救護車所致，亦即，乙之防果行為與 A 之死亡結果不發生
間並無因果關係，此屬第 27 條第 1 項後段之「準中止未遂」，亦應減免其刑。
甲花錢請乙殺死 A 的行為，成立殺人罪未遂之教唆犯（第 271 條第 2 項、第 29 條）：
客觀上，甲唆使本無犯意之乙產生犯意，乙並著手於殺人之故意不法主行為；主觀上，
甲具有雙重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又正犯乙雖應依準中止未遂之規定減免其刑，然此性質上屬「個人」減免刑罰事由，不
及於其他未從事中止行為之參與者，甲既無從事中止行為，當無減免之理，故甲所成立
者仍為普通未遂。
丙在一旁幫腔勸說的行為，成立成立殺人罪未遂之教唆犯（第 271 條第 2 項、第 29 條）：
丙在一旁幫腔勸說，看似「連鎖共犯」中之「幫助教唆」類型，然幫助教唆係指行為人
幫助他人之教唆行為，例如提供說服技巧、促成教唆犯與正犯碰面、在旁為教唆犯之立
場提供擔保之類，然丙竟一同幫腔勸說，亦即與甲共同教唆，此已非幫助教唆，其所為
者即屬一般之教唆行為，而丙與甲共同教唆，並非共同從事正犯行為，亦無從論以共同
正犯，先予敘明。
客觀上，丙唆使本無犯意之 A 產生犯意，並著手於殺人之故意不法主行為；主觀上，丙
具有雙重故意。
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又因（準）中止未遂屬「個人減免刑罰事由
」，故丙未從事中止行為，亦無從減免其刑，理由同甲部分所述。
結論：乙成立殺人罪之準中止未遂犯，甲、丙各自成立殺人罪未遂之教唆犯。

四、流氓甲回家後發現其妻與鎖匠乙在家中聊天、狀甚曖昧，甲怒火中燒頓生殺意，遂直接拿起
桌上水果刀向乙砍殺，乙左臂中刀受傷逃跑，甲持刀衝出繼續追殺乙，乙見甲窮追不捨，為
求活命不得已乃警急以萬能鑰匙打開丙家門鎖，進入丙住宅內躲避追殺。此時，在家睡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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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丙被驚醒，發現陌生人乙闖入家中，誤以為是盜匪入侵，為自衛乃持鋁棒攻擊乙，導致乙
身上多處受輕傷。試討論甲、乙、丙可能應負之刑責？（25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這題稱不上難，而是考點多，容易寫不完。就甲的部分來說，若時間允許，應
一併寫出傷害罪，並指出最後二罪應想像競合的問題（若時間不允許，可以不寫
傷害罪，這個問題在競合交代即可）；就乙的部分來說，乙被砍後衝入第三人丙
家躲避，這也是很典型的緊急避難，應該沒有疑問；而最後丙的部分，涉及的就
是誤想防衛的老考點，以這題的份量來說，若要將誤想防衛的各說一一列出想必
有所困難，所以筆者採取了比較投機的方法：只列出各說的名稱，最後只說明自
己所採取的立場。
《命中特區》：陳介中，《老師開講：刑法》，五版，第 1-333、1-106～1-108 頁。
【擬答】

甲的部分：
甲持刀向乙砍殺的行為，成立殺人罪之未遂犯（第 271 條第 2 項）：
依題所示，乙並未死亡，故以下檢討未遂犯。主觀上，甲具有殺人故意；客觀上甲業
已著手而未達於既遂。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成立普通傷害罪（第 277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砍乙的行為與乙受傷的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甲
具有傷害故意（殺人故意必然包含傷害故意，二者非排斥關係）。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立本罪。
競合：依照學說見解，重罪未遂而輕罪既遂時，應想像競合，方能彰顯輕罪既遂之不法
與罪責內涵，故上述二罪應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第 55 條）。
乙的部分：
乙至甲家與其妻聊天的行為，不成立侵入住居罪（第 306 條第 1 項），由題意可知乙係
受甲妻之邀而來，並非「侵入」。1
乙持萬能鑰匙闖入丙家的行為，不成立侵入住居罪（第 306 條第 1 項）：
客觀上，乙未經丙之同意而進入丙宅，自屬侵入行為；主觀上，乙具有故意。
於違法性，應檢討緊急避難（第 24 條）。客觀上，乙遭甲追殺，面臨生命法益之急
迫危難，而其侵入丙家以躲避甲追殺，亦屬不得已之手段，且為保全生命法益而犧牲
第三人之住居安寧，符合法益衡平之要求；主觀上，乙具有避難意思。故綜上所述，
乙因緊急避難阻卻違法，不成立本罪。
丙的部分：
丙持鋁棒攻擊乙的行為，不成立普通傷害罪（第 277 條第 1 項）：
客觀上，丙打乙的行為與乙受傷的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丙
具有傷害故意。
於違法性，客觀上丙所面臨的是他人的緊急避難行為，然丙卻誤以為是盜匪無故入侵
，亦即客觀上並無現在不法侵害之存在，丙卻誤以為其存在，此應屬誤想防衛（容許
構成要件錯誤），無從阻卻違法。而此種錯誤於學理上計有：故意理論、負面構成要
件理論、限制罪責理論、限制法律效果之罪責理論，與嚴格罪責理論，共五種見解，
除「嚴格罪責理論」主張以不法意識欠缺處理外，其餘理論結論上均認為應阻卻故意

1

甲必然不同意乙的造訪，只是乙進入甲宅時甲並不在家，甲沒有明示反對，這就是學理上所謂「住居權之潛在衝
突」。這個點筆者沒有深入探討，因為這是刑總的考試，這應該不是配分的重點所在，而且這種情形因為其他住居
權人甲在行為人乙進入時並未表達明示反對的意思，所以一般也認為這不是「侵入」，沒什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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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論以過失犯，本人支持「限制法律效果之罪責理論」。
於罪責，依照「限制法律效果之罪責理論」，丙欠缺良知非價，故阻卻罪責故意，不
成立本罪。
丙上述行為，成立過失傷害罪（第 284 條前段）：
客觀上，丙打乙的行為與乙受傷的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丙
對於發生誤想一事應稍加詢問即可避免，應有過失。
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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