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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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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政 

科 目：民法概要  

千尋老師 解題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题,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21 歲的甲授與代理權給 17 歲的乙，全權處理甲關於 A 瓷器交易事宜。乙以甲之代理人身分

與買受人丙締結 A 瓷器買賣契約，並約定 14 天後在丙的住所處交貨。交貨當天，乙騎 U-

Bike 將包裝精美的 A 瓷器送往丙處，卻因騎車技術不佳跌倒導致 A 瓷器滅失。請說明甲、

乙、丙間應如何主張權利？(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其實不難，但涉及到蠻多觀念，重點是三方關係，必須分點分段論述清

楚。甲和丙的部分考到限制行為能力人為代理行為之效力、履行輔助人和債務

不履行中的給付不能；而乙、丙和甲、乙間則是要分別從契約責任和侵權責任

切入討論，即可迎刃而解。 

《命中特區》：千尋民法總則 p.74-75、p.106-113，千尋民法債編 p.41-44、p.46-47、p.72-73、

p.77。 

【擬答】 

丙得請求甲負債務不履行之責任 

依民法第 103 條規定，有權代理須代理人有代理權限而以本人名義為關於意思表示之行

為，則其效力歸屬於本人與相對人之間。本題，21 歲的甲授與代理權給 17 歲的乙，全

權處理甲關於 A 瓷器交易事宜。依民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17 歲的乙為限制行為能力

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成為代理人雖未享有權利但也未負義務，為無損益之中性行為，類

推適用民法第 77 條但書，乙得自行成為甲之代理人，乙有代理權限，復依民法第 104

條規定，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不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因此

，代理人乙以甲之名義與買受人丙締結 A 瓷器買賣契約，為有權代理，該買賣契約於甲

、丙間生效。 

依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規定及第 256 條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

，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及解除契約。本題，交貨當天，乙騎 U-Bike 要將 A 瓷器送往

丙處，卻因騎車技術不佳跌倒導致 A 瓷器滅失，乙有過失導致標的物給付不能，且係嗣

後給付不能，又乙為甲之代理人，依民法第 224 條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

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乙為甲之代理

人亦即甲之履行輔助人，其過失，債務人甲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是以，本題係

可歸責於債務人甲之事由，導致給付不能，丙得對甲依民法第 226 條及第 256 條主張給

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及解除契約。 

丙對乙無任何權利得主張 

本題，乙為甲之代理人，已如前述。故乙、丙間無契約關係，丙對乙無契約責任可主張

。 

又本題雙方約定 A 瓷器買賣契約，於 14 天後在丙的住所處交貨。此乃以債權人住所地

為清償地的債務，又稱赴償之債。在債權人丙受領前，丙尚未取得 A 瓷器所有權，故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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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中因過失導致 A 瓷器滅失，並未侵害丙之所有權，充其量僅侵害了丙對甲依買賣契

約取得之債權。而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所保障之「權利」目的性限縮，排除債權，

故丙不得據此對乙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侵害之保障須依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來主張。本題，乙非故意亦無背於善良風俗

，因此丙亦不得據此請求乙負侵權責任。 

甲得請求乙負侵權行為之責任 

依提示，甲僅授與代理權給乙，雙方內部並無訂立契約，故甲不得對乙主張契約責任。 

依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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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為赴償之債，在債權人丙受領前，該 A 瓷器之所有權屬於甲，因乙之過失導

致 A 瓷器滅失，乃侵害甲之所有權導致甲受有損害且有相當因果關係，甲得請求乙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復依民法第 187 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

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

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因乙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有

識別能力，故甲得請求乙之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予指明。 

 

二、甲基於買賣契約對乙有新台幣(下同)10 萬元債權，甲將該 10 萬元債權贈與丙，並將債權讓與

丙。由於甲未將債權讓與一事通知乙，乙即在不知情之情況下仍對甲給付 10 萬元價金，甲亦

受領之，之後，當丙對乙請求給付時，乙拒絕之，並表示已經對甲提出給付。請說明甲、

乙、丙間之法律關係。(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中規中矩的考到債權讓與通知的問題，雖非熱門考題但也不是冷僻的題

型，一樣是考三方的法律關係，需要論述清楚。除了要熟悉民法第 297 條的操

作外，同時也涉及不當得利。 

《命中特區》：千尋民法債編 p.28-p29、p.110-P111。 

【擬答】 

甲、乙間之法律關係，說明如下： 

依民法第 297 條第 1 項規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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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效力。本題，甲將該 10 萬元債權贈與丙，並將債權讓與丙。丙已取得對乙之 10 萬元

債權，惟甲未將債權讓與一事通知乙，故該 10 萬元債權之讓與對乙不生效力，對乙而言，

甲仍為其債權人。是以，乙在不知情之情況下仍對甲給付 10 萬元價金，生清償效力，乙之

債務消滅。 

乙、丙間之法律關係，說明如下： 

因債權讓與未通知債務人乙，乙對原債權人甲給付 10 萬，生清償效力，乙之債務消滅。故

丙對乙請求給付時，乙得拒絕之。 

甲、丙間之法律關係，說明如下： 

甲將該 10 萬元債權贈與丙，並將債權讓與丙。因贈與之權利已移轉，依民法第 408 條

規定，甲不得撤銷其贈與。丙確定取得該 10 萬元債權。 

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本

題，甲已讓與債權，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應歸屬於丙之 10 萬元債權之利益，致丙

受損害，有直接因果關係。因此，丙得依民法第 179 條請求甲返還 10 萬元之不當得利

。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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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甲對乙有新台幣 50 萬元之給付請求權，其向乙請求給付，未獲正面回應。依民法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之請求，屬於法律行為 

甲若於請求後 6 個月內不起訴乙，消滅時效視為不中斷 

甲若於請求後 1 年內不起訴乙，消滅時效視為不中斷 

該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因請求而延長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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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與乙串通，甲將自己的 A油畫虛偽讓售乙，對外宣稱價金新台幣 300萬元，事實上

是贈與，乙未付甲任何金錢。甲乙間 A畫買賣契約及贈與契約之效力如何？ 

買賣契約及贈與契約均有效 

買賣契約及贈與契約均無效 

買賣契約有效、贈與契約無效 

買賣契約無效、贈與契約有效 

  甲乙於 2020年 3月 9日下午 3點訂立買賣契約，約定於訂約後 10日內交貨，出賣人

乙至遲應於何時以前交貨，始不致給付延遲？ 

2020年 3月 18日下午 3點前交貨 

2020年 3月 18日午夜 12點前交貨 

2020年 3月 19日下午 3點前交貨 

2020年 3月 19日午夜 12點前交貨 

  關於買賣電視螢幕之標的物效用瑕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專指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 

電視螢幕不清晰，非屬於買賣標的物之效用瑕疵 

契約預定效用，指一般交易觀念上應有之效用 

效用是否有瑕疵，通常以客觀情事定之，若當事人另有主觀之契约目的者，應優先

斟酌 

  下列關於使用借貸之敘述，何者正確? 

貸與人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借用物之瑕疵，致借用人受損害時，負賠償責任 

借用人應以一般人之注意義務保管借用物 

借用物之通常保管費用，由借用人負擔 

借用物為動物者，其飼養費由貸與人負擔 

  甲騎乘自行車，因未注意前方狀況，撞傷路人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成年甲無識別能力時，甲不必對乙負賠償責任 

未成年甲有識別能力時，甲之法定代理人原則上不須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 

如甲於執行職務時造成事故，甲之用人應負最終責任，甲對乙為賠償後，得向其僱

用人求價 

乙請求甲賠償其所受損害時，僅須證明損害之發生及其金額,不須證明甲有過失 

  關於承租人之失火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租賃契約當事人得以契約明示方式，約定承租人就抽象輕過失之失火，仍應負責 

倘若出租人同時租賃物之所有人，承租人因重大過失導致租賃物失火時，承租人對

出租人同時負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承租人之同居人僅因其重大過失導致租賃物失火時，承租人始依民法第 433規定負

責 

承租人違法轉租時，僅因次承租人之重大過失導致失火，承租人始依民法第 444條

第 2項規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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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懸賞廣告報酬請求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數人個別先後完成，由最先完成者取得報酬請求權 

數人個別同時完成，共同取得報酬請求權 

當最先完成之人與最先通知之人不同時，廣告人善意給付予最先通知者，最先完成

者得向廣告人請求給付報酬 

當最先完成之人與最先通知之人不同時，廣告人給付予最先完成者，懸賞廣告之關

係歸於消滅 

  下列關於不動產權行為之敘述，何者錯誤? 

應以書面為之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應以雙方當事人之合意為之 應作為公證書 

  實行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前，應先確認其所擔保之債權。關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不得約定最高限額地押權之確定方法 

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律關係經終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者，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確定 

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確定者，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確定 

債務人或抵押人經裁定宣告破產，且該裁定未經廢棄確定者，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確定 

  關於留置權人欲實行留置權所應滿足之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 

留置權人應定 6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通知債務人，且通知中已聲明如不於期限內為

清償者，留置權人將就其留置物取償 

債務人於通知所定之相當期限內，仍未清償債務 

若留置權人不能為相當期限通知者，於債權清償期屆至後，經過 6個月仍未受清償 

  甲與乙訂立 A地之借名登記契約,甲並將 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乙未經甲同意,竟

將 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甲與出名人乙間之物權契約 

乙將 A地移轉登記予丙之處分行為自始歸於無效 

乙將 A地移轉登記予丙之處分行為為有權處分 

甲若不承認乙之處分行為,得請求法院撤銷之 

  甲男、乙女結婚後經過 1年,乙生下丙子,丙 5歲時,甲發現乙與丁過從甚密,且疑似持

續多年,進而懷疑丙非自己之骨肉。何人得訴請法院否認丙為甲之子? 

丁得向甲提起婚生否認之訴 

甲、乙、丙均得提起婚生否認之訴 

甲、乙、丙、丁均得提起確認父子關係不存在之訴 

乙、丙均得向丁提起認領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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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男與乙女婚後育有一女丙,丙尚未成年。某年過年,乙之父丁將自己所有之 A地贈與

給丙,並將所有權移轉給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與乙得將 A地出租給戊,其租金由甲與乙取得 

甲與乙為籌措共同經營公司之資金,向己銀行貸款,得將 A地設定普通抵押權給己以

擔保之 

甲亟需取得 A地，故甲得以丙之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與甲自己訂立買賣契約,並將 A

地移轉所有權予甲 

庚出了市價 1.5倍的價錢願購買 A地,甲認為機會難得,在乙不知情之情況下,甲即

得單獨代理丙與庚訂立買賣契約並移轉 A地所有權給庚 

  甲去世後.留下遺產 A屋,唯一繼承人乙在辦理繼承登記前,與丙訂立買契約,將 A屋賣

給丙。乙與丙訂立買賣契約之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甲男與乙女結婚後,未生有子女。甲男意外死亡時,除乙外,還有祖父丙、祖母丁,丙以

自書遺囑拋棄繼承,但未以書面向法院為之。甲男死亡時,留有現金新臺幣(下同)300

萬元，乙、丙、丁得否繼承甲之遺產,其數額多少? 

乙繼承 150萬元,丙繼承 75萬元,丁繼承 75萬元 

乙繼承 200萬元,丙繼承 50萬元,丁繼承 50萬元 

乙繼承 150萬,丁繼承 150萬元 

乙、丙、丁各分別繼承 100萬元 

  被繼承人甲死亡時,留有遺產新臺幣(下同)90萬元,乙繼承人未提出遺產清冊向法院陳

報，乙繼承甲之遺產時係完全行為能力人,被繼承人甲之債權人丙向乙請求甲生前向

其借貸之 90萬元,乙於清償完畢後，被繼承人甲之債權人丁向乙請求甲生前向其借貸

之 60萬元,乙應向丁清償多少金額? 

30萬  36萬 45萬  60萬 

  甲受到乙之詐欺，將其所有古董花瓶廉價賣給不知情之丙。甲丙間之買賣契約效力如

何? 

無效  有效 有效但得撤銷 效力未定 

  下列關於姓名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藝人之藝名例如「黑糖哥哥」，受民法規定姓名權保護 

民法規定姓名權保護限於真名 

改名並完成戶籍登記後,原姓名同樣受到民法規定之保護 

商品外包裝上已故創始人姓名,仍受民法規定姓名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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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失蹤人遭逢特別災難生死不明逾 1年後，法院得因聲請為死亡宣告，下列關於特

別災難之敘述，何者正確? 

漁船出海作業時，遇強勁海浪拍擊致船體翻覆，海軍救難隊因當時海域天候不佳，

海下暗流漩渦等因素，致難以即時水下施救，且其他漁船紛紛進港避難，應可認為

該失蹤漁船人員遭遇特別災難 

失蹤人係駕乘平底膠筏出海，嗣後音訊全無，雖海象正常，然因平底膠筏無法阻擋

風浪，凶多吉少，故應屬特別災難 

自臺北港出海時天候正常，相關作業海域海象正常，惟該船卻完全失聯，應屬於特

別災難 

一律以中央氣象局海面風與波浪觀測資料認定，須達狂風暴雨之程度，方屬於特別

災難 

  甲因與其妻乙離婚就夫妻財產分配之請求，遂委請律師丙協助處理。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甲因委任丙處理離婚相關事宜，該委任契約應於簽訂委任書後，始有效成立 

雖丙與乙就離婚後夫妻財產分配無法達成協議，縱丙未得甲之特別授權者，仍得逕

代甲對乙向法院提起訴訟 

丙若因事務所業務繁忙，無暇親自整理甲委託案件之證據資料，得令其事務所之法

務助理丁協助之 

若丙與乙就離婚後夫妻財產分配達成協議，乙同意移轉其所有 A屋之所有權予甲，

就該不動產移轉行為，丙雖未取得書面授與代理權，丙仍得有權代理辦理不動產移

轉登記 

  下列關於合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合夥乃謂 2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該出資僅得以金錢或其他財產

權為之 

合夥之事務，如有約定由合夥人中數人執行者，就合夥之通常事務，得由有執行權

之各合夥人單獨執行之 

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合夥之決議，其有表決權之合夥人，按其出資之多寡，決定每

人所有之表決權數量 

合夥人依約定或決議執行合夥事務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對外不構成他合夥人之

代表 

  甲於某年 8月 1日向乙購買 1組 20件之限量進口碗盤組自用，約定由乙於同年 8月 2

日中午 12點將碗盤組送至甲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於 8月 2日中午 12點 10分將碗盤組送至甲宅，則甲得拒絕乙之給付，並得向乙

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 

乙於 8月 2日中午 12點將碗盤組中的其中 10件送至甲宅，同時告知另 10件因缺

貨之故，待日後到貨再與甲聯絡。若甲當場拒絕受領，甲應負遲延責任 

8月 2日當日凌晨，甲乙之居住地均強烈颱風來襲而各處淹水嚴重、難以通行，且

已發布全天停止上班上課，則乙未將碗盤組按約定時間送至甲宅，乙仍應負遲延責

任 

甲於 8月 2日中午與友人聚餐，竟遺忘與乙約定之時間，遲至當天下午 2點始返

家。若準時抵達之乙在甲宅門前等待的過程中，竟無故遭受酒駕之丙駕車撞上，致

碗盤組之 20件內容物盡毀，則乙得免為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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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以在他人土地上種植果樹為目的而取得之物權，屬於下列何種物權? 

普通地上權 典權 農育權 不動產役權 

  甲男年滿 20歲，乙女年滿 18歲，在甲之好友丙與乙之父丁之見證下，甲乙於民國

109年間在教堂公開結婚，丙丁並當場於甲乙之結婚證書簽名。甲乙之結婚效力如

何？ 

未經甲父戊之同意，戊得向法院訴請撤銷 

甲乙未向戶政機關為登記，故結婚無效 

丁為乙之法定代理人，不得為結婚書面之證人，故結婚效力未定 

2人以上之證人見證公開儀式，故結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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