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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注意事項— 

① 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

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

者，不予計分。 

② 答案卡須保持清潔完整，請勿折疊、破壞或塗改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及條碼，亦不

得書寫應考人姓名、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③ 本試題本為雙面，共100分，答案卡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未依規定畫記答案

卡，致讀卡機器無法正確判讀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④ 限用2B鉛筆作答。請按試題之題號，依序在答案卡上同題號之劃記答案處作答，未

劃記者，不予計分。欲更改答案時，請用橡皮擦擦拭乾淨，再行作答，切不可留有

黑色殘跡，或將答案卡汙損，也切勿使用立可帶或其他修正液。 

⑤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依考選部公告「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

準」規定第一類，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並不得發

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

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節扣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

後歸還。 

⑥ 考試結束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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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50題，每題2分，共100分】 

1. 下列何者，非屬民法之「定著物」？ 

(A)橋梁   

(B)磚瓦建造的違章建築 

(C)紀念碑   

(D)煤礦公司為經濟目的而繼續附著於土地所敷設之輕便鐵道 

2. 抵押物所賣得之價金，按各抵押權成立之先後分配之，此為抵押權之？ 

(A)優先權  (B)順序權 

(C)次序權  (D)處分權 

3. 下列何者，非屬觀念通知？ 

(A)社員總會召集之通知 (B)承諾遲到之通知 

(C)債權讓與之通知  (D)催告 

4. 甲無權占有乙之房屋後，再轉租給丙，嗣後丙又借給丁使用該屋。試問：乙得向何人

請求返還該屋？ 

(A)乙  (B)丙 

(C)丁  (D)乙丙丁 

5. 下列何者，非屬時效中斷之事由？ 

(A)請求  (B)承認 

(C)起訴  (D)和解 

6. 下列何種行為，不生行使權利之效力？ 

(A)餐廳食客，飯後不付錢而擬逃跑 

(B)甲為避免被惡犬咬傷，而奪取乙販賣之包子擊打該狗 

(C)在大街上甲公然搶奪乙的皮包，乙奮力奪回，而撕破甲的衣服 

(D)將自己所有供公眾通行的道路封閉，禁止公眾通行造成妨礙交通 

7. 下列何者之人格權受到侵害，被害人原則上不得請求慰撫金(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A)肖像權  (B)隱私權 

(C)自由權  (D)生命權 

8. 有關代理權之效力，下列何者錯誤？ 

(A)代理權之授與，限於因委任關係而發生 

(B)非經本人許諾，代理人不得為自己代理 

(C)代理人須有行為能力，但不以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為必要 

(D)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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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甲向乙借款100萬元，約定之利率不高，但實際只交付80萬元當作100萬元的原本，而

生利息。試問：該行為法律如何規範？ 

(A)為脫法行為，無效  (B)為暴利行為，無效 

(C)為詐欺行為，無效  (D)為信託行為，有效 

10. 因起訴而有時效中斷，下列何種事由不會與起訴有發生同一效力？ 

(A)告知訴訟  (B)聲請強制執行 

(C)提起行政訴訟  (D)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 

11. 甲男與乙女為大學班對，感情相當穩定，畢業後經雙方家長見面後，當事人商定二年

後舉行婚宴並交換定情誓物，期間乙找到穩定工作，但因甲工作在極不穩定的狀態下，

雙方感情變淡，乙於是以此為理由，主動提議分手。試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可以訴請法院請求乙履行結婚登記 

(B)因婚約的訂立雙方互贈之物，應於解除婚約後相互返還之 

(C)甲乙商定日後舉行婚宴，依照舊有習俗，可認為雙方有訂立婚約之意思 

(D)婚約訂立後，無正當理由而違反婚約者，無過失之一方若因此受有損害者，得請求賠償 

12. 甲為文物鑑定家，深夜在家附近的馬路上閒逛，發現垃圾堆中有一幅宋代理學大師朱

熹自畫像的真跡，乃帶回家當擺設觀賞。試問：依據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為遺失物之拾得人，如不知所有人者，應為招領之揭示 

(B)甲為遺失物之拾得人，如不知所有人者，應報告警察機關 

(C)甲以所有的意思，占有該無主之自畫像，已取得該物之所有權 

(D)事關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權衡，甲必須把該自畫像捐贈給政府機關 

13. 有關僱傭與承攬之區別，下列何者錯誤？ 

(A)兩者同為供給勞務之契約 

(B)僱傭契約，係以供給勞務本身為其目的之契約 

(C)承攬契約，重在發生預期一定之結果，為單務契約 

(D)承攬契約，係承攬人以提供勞務為定作人完成一定工作為目的 

14. 甲於乙之餐廳內白吃白喝，欲離開之際，乙得否將甲攜帶的行動電話及手錶扣留於店內？ 

(A)應報警處理，不得留置  

(B)在甲未清償債務前，乙得行使留置權 

(C)在甲未清償債務前，乙得行使質權  

(D)在甲未清償債務前，乙得行使抵押權 

15. 甲未經乙的同意，擅自將乙所有物A，賣給不知情的丙，並移轉該物所有權給丙。試問：

丙如何主張其權利？ 

(A)善意取得  (B)無權處分 

(C)不當得利  (D)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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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甲委任乙辦理購屋事宜，甲如何期待透過受託人乙，而以甲自己的名義購買合適的房

屋，使之成為真正房屋所有人？ 

(A)法院辦理公證  (B)代理權之授與 

(C)提起民事訴訟  (D)訂立書面委任契約 

17. 下列何種情形之下，出賣人仍須要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A)買受人於契約成立時，就已經知道該標的物具有瑕疵 

(B)買受人受領標的物，發現有瑕疵時，怠於為檢查與通知 

(C)買受人受領標的物，發現有瑕疵時，怠於為瑕疵之證明 

(D)買受人雖有重大過失，不知該標的物具有瑕疵，但是出賣人故意對於標的物之瑕疵

加以隱瞞 

18. 甲為知名的台灣政商名流，欲購買台北市市中心的豪宅置產，又怕新聞媒體炒作。試

問：甲採取下列何者法律途徑，既可低調且有利地促使其達到上述目的？ 

(A)與乙訂立附條件買賣契約，以乙取得該屋之所有權為解除條件，則甲得以相同之價

金向乙購買之 

(B)須將代理授權與乙，由乙直接代理甲，以甲的名義直接購屋，甲無須直接面對出賣

人洽商購屋事宜 

(C)與乙訂立委任契約，契約中訂明乙全為甲之利益成為豪宅之買受人，乙取得該屋所

有權時須移轉給甲 

(D)乙雖有代理甲的意思，但於購屋時未表明代理之意旨，乙自己取得該屋所有權後，

與甲訂立買賣契約 

19. 甲酷愛登山活動，某日登山後音訊全無，生死不明，甲的妻子乙、子丙、女丁。試問：

下列何者錯誤？ 

(A)法院為死亡宣告之判決，其效力使甲成為無權利能力人 

(B)法院為死亡宣告之判決，其效力使乙丙丁三人之繼承開始 

(C)乙丙丁三人於甲失蹤滿七年，得向法院聲請為死亡宣告之判決 

(D)法院判決書所為之死亡宣告，是從甲失蹤之日起滿七年為最後日，推定其死亡 

20. 贈與附有負擔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債務時，贈與人如何主張？ 

(A)不當得利  (B)撤銷贈與契約 

(C)解除贈與契約  (D)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21. 甲在海水浴場游泳，突然大浪來襲，快被海水吞噬之際立刻呼救，救生員乙認為風浪

太大，於是放棄救援，結果甲因溺水而死亡，試問：乙是否負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其理由為何？ 

(A)乙因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推定有過失 

(B)甲必須承擔自己所製造的風險，故乙無過失 

(C)乙放棄救援與甲的死亡間，無相當因果關係 

(D)乙為緊急避難之行為，故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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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當事人之一方應向他方先為給付者，如他方之財產於訂約後顯形減少，有難為對待給

付之虞時，如他方未為對待給付或提出擔保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學理上稱之為： 

(A)窮困抗辯權  (B)不安抗辯權 

(C)同時履行抗辯權  (D)先訴抗辯權 

23. 甲毀損乙、丙所共有的A車，該車價值40萬元，對於A車，乙有四分之三的應有部分，

丙有四分之一的應有部分。試問：甲乙丙間之法律關係如何，下列何者錯誤？ 

(A)該損害賠償之債為可分之債 

(B)甲應該向乙、丙各賠償20萬元 

(C)乙、丙可以各向甲請求連帶賠償40萬元 

(D)甲乙丙三人可約定，甲分別賠償30萬元給乙，賠償10萬元給丙 

24. 下列何者，非屬民事詐欺行為？ 

(A)詐欺行為，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 

(B)詐欺行為，不以法律規定者為限，包括契約或交易習慣有告知義務之違反 

(C)被害人對於錯誤之發生有無過失，並非所問 

(D)收受聘禮後故延婚期，迫使相對人同意退婚 

25. 下列何種法律行為，非屬於不溯及自始無效？ 

(A)收養之撤銷  (B)契約之終止 

(C)婚姻之撤銷  (D)詐欺之撤銷 

26. 下列何種為民法中收養的規定，何者正確？ 

(A)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時，應得他方之同意 

(B)收養人必須年長於被收養人十五歲以上 

(C)收養關係在訂立書面後即可成立 

(D)一人可以同時為非夫妻關係的兩人之養子女 

27. 二十歲之甲男與十五歲之乙女結婚，關於其婚姻的效力，下列何者正確？ 

(A)因未達法定結婚年齡，故其婚姻無效，但不溯及既往 

(B)乙女之法定代理人於知悉事實起兩年內，均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C)乙女若已懷胎，則其法定代理人不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D)因未達法定結婚年齡，故其婚姻自始無效 

28. 下列何者非用益物權？ 

(A)農育權 (B)留置權 (C)地上權  (D)不動產役權 

29. 下列何人不屬於依法律規定而得取得動產所有權？ 

(A)無主物先占人  (B)遺失物先發現人 

(C)埋藏物先發現人  (D)漂流物拾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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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何者不符合普通地上權之使用他人土地之目的？ 

(A)培植杉木  (B)房屋 

(C)橋樑  (D)銅像 

31. 動產因繼承而移轉所有權者，何時發生效力？ 

(A)交付時  (B)遺產分割時 

(C)動產點交時  (D)被繼承人死亡時 

32. 以下關於越界建築的敘述，何者正確？ 

(A)越界建築人可以請求購買越界部分的土地 

(B)鄰地所有人如不得請求移去建築物，可以請求越界建築人購買越界部分的土地 

(C)鄰地所有人皆不得請求移去建築物 

(D)越界的部分僅為牆垣者，亦有越界建築規定之適用 

33. 現行民法所規定的結婚形式要件，何者錯誤？ 

(A)須舉行公開儀式  (B)以書面為之 

(C)有2人以上證人簽名 (D)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34. 民法的架構總共分為五編，下列為其分類。請問何者錯誤？ 

(A)債編－財產法  (B)繼承編－財產法 

(C)物權編－財產法  (D)親屬編－身分法 

35. 民法第553條規定：「稱經理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此

種解釋為何？ 

(A)行政解釋  (B)司法解釋 

(C)裁判解釋  (D)立法解釋 

36. 下列事例，何者屬於私人間財產上的權利義務關係？ 

(A)小柯和小琪前往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 (B)欣怡將房子出租給小琪 

(C)周先生和太太扶養一對雙胞胎姐弟 (D)大雄在父親過世後繼承遺產 

37. 民法第184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請問：

從上述條文可以分析出民法有哪些特色？ 

(甲)成文法；(乙)私法；(丙)實體法；(丁)國際法；(戊)不成文法。 

(A)丙丁戊  (B)甲乙丁 

(C)乙丙戊  (D)甲乙丙 

38. 甲於乙生日當天贈送她1份禮物，乙收到後，打開禮物，內有1台WII及4張遊戲片。請

問甲之贈送及交付的舉動有幾個負擔行為，幾個處分行為？ 

(A) 2個負擔行為，5個處分行為 (B) 5個負擔行為，1個處分行為 

(C) 1個負擔行為，5個處分行為 (D) 5個負擔行為，2個處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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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何者屬於主物與從物關係？ 

(A)眼鏡與鏡盒  (B)房子與車庫 

(C)汽車與引擎  (D)農地與耕種用具 

40. 就讀高中一年級的健達拿著自己的壓歲錢，簽訂Ａ屋之買賣契約，其效力如何？ 

(A)視為有行為能力人之行為 (B)得撤銷 

(C)效力未定  (D)自始無效 

41. 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應以書面為之，稱為不動產物權之： 

(A)要式性 (B)要因性 (C)公信主義  (D)公示性 

42. 被繼承人死亡後，下列何者非為繼承人得承受之權利？ 

(A)房屋所有權  (B)人格權 

(C)無體財產權  (D)請求汽車買受人交付價金之請求權 

43. 甲以其A車與乙之B重機互易，其契約之性質為： 

(A)單務契約 (B)物權契約 (C)要式契約  (D)債權契約 

44. 甲將其所有之一本字典丟棄於資源回收箱之行為，其性質為何？ 

(A)準法律行為 (B)法律行為 (C)契約行為  (D)事實行為 

45. 物品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所應負之責任，係屬何種責任？ 

(A)通常事變責任  (B)不可抗力責任 

(C)具體輕過失責任  (D)抽象輕過失責任 

46. 下列何種身份行為，應經戶政機關登記，始生效力？ 

(A)結婚  (B)收養 (C)認領 (D)法院調解離婚 

47. 下列何者不屬於所有權之積極權能？ 

(A)使用 (B)排除他人干涉 (C)收益  (D)處分 

48. 甲男與乙男配偶之妹丙女結婚，甲男與乙男的親屬關係為何？ 

(A)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B)血親之配偶 

(C)配偶之血親  (D)血親之配偶之血親 

49. 甲向乙承租套房一間，於入住後發現該房為輻射屋。甲得對乙主張何種權利？ 

(A)撤回權 (B)解除權 (C)終止權  (D)解散權 

50. 甲書面授權乙用甲之名義，以新臺幣100萬元出售其所有1部車，但甲隨之又以口頭指

示乙要賣新臺幣120萬元，結果丙見該書面授權，即以新臺幣100萬元表示購買該車。

請問此一汽車買賣之效力是： 

(A)效力未定  (B)完全有效 

(C)甲得撤銷之  (D)甲得解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