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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 35題（每題2分） 

【2】1.名人大廈地下 1樓法定停車空間設有 10個停車位，分別由住戶 A到 J個別出資購買，且每人各選定

1個停車位，A所選定為 1號停車位，該 1號停車位所有權之歸屬，屬於下列何種情形？ 

由 A單獨所有  由 A到 J全體分別共有 

由 A到 J全體公同共有  A僅得為占有人 

【4】2.抵押權之效力及於抵押物之從權利，下列何者為抵押物之從權利？ 

地上權 租賃權 農育權 不動產役權 

【2】3.甲對乙之債權，有乙之房屋設定抵押權供擔保，若甲將對乙之債權讓與予丙，丙同時也取得擔保該

債權之抵押權，此為抵押權之何種特性？ 

不可分性 從屬性 物上代位性 處分一體性 

【2】4.甲將自行車出賣與乙，雙方約定次日完成交易，並由甲可再借用該車 3 天。次日乙係以何種方式取

得該車所有權？ 

簡易交付 占有改定 指示交付 現實交付 

【2】5.甲、乙出資共同購買自行車 1 輛，各有二分之一應有部分，若甲未經乙之同意，擅自將該車出賣於

丙，該買賣契約之效力為何？ 

無效 有效 效力未定 相對無效 

【1】6.甲將自己之金錶交付與乙，以擔保其對乙之債務。其後，甲哀求乙借用該金錶半日，以避免家人猜

疑。乙不忍甲受責備，遂將該錶交付甲，並同時表明無論如何僅允借用半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金錶返還甲，乙即喪失擔保物權 

乙得以擔保權人之身分，請求甲返還該金錶 

乙為善意之人，其權益不應受影響 

該金錶之擔保效力無論如何都不受影響 

【3】7.甲死亡，甲名下不動產所有權何時由其繼承人乙取得？ 

乙辦理繼承登記後 乙繳完遺產稅後 甲死亡時 乙受死亡通知時 

【3】8.甲為受僱於乙之駕駛，乙將名下汽車交由甲駕駛，就該車而言，甲之法律地位為何？ 

直接占有人 間接占有人 占有輔助人 共同占有人 

【3】9.下列何者非屬所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除去妨礙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防止妨害請求權 

【2】10.甲所種植之果樹上的果實被風吹落於乙之土地上，該果實所有權屬於下列何者？ 

甲所有 乙所有 甲、乙共有 無主物 

【1】11. 5歲之甲，在垃圾堆中拾得 20歲之乙所丟棄之玩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直接取得玩具所有權  甲須得乙之同意，始取得玩具所有權 

甲須得父母之同意，始取得玩具所有權 甲和乙共同取得玩具所有權 

【4】12.依民法規定，共有人決議管理共有物，應依下列何種方式為之？ 

共有人數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 

共有人數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 

共有人應有部分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 

共有人應有部分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 

【3】13.甲之房屋由乙設定抵押權，其後該屋被燒毀，乙主張抵押權效力應及於火災保險金請求權，此為抵

押權之何種特性？ 

處分一體性  不可分性  

物上代位性  優先受償性 

【4】14.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受債權行為效力之影響，稱為下列何者？ 

物權行為公示主義  物權行為公信原則 

物權行為獨立原則  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 

【3】15.甲竊取乙之金錢，隨即以該金錢在丙店家向丙之受僱人丁購買商品，丁不知該金錢之來源，雙方已

銀貨兩訖。甲次日遭警方查獲，並供出金錢下落，該金錢應屬於何人所有？ 

甲 乙 丙 丁 

【3】16.共有物之保存行為，適用下列何種方法？ 

須經共有人約定  須經由共有人決議  

各共有人得單獨為之  須經法院裁定 

【2】17.老夏在新莊有一間房屋。若該房屋設定抵押權後，可否就該房屋再設定抵押權？ 

不可再設定抵押權 

抵押人可再設定抵押權，其優先順序依登記之先後 

抵押人可再設定抵押權，但需經前順位抵押權人同意 

抵押人可再設定抵押權，其優先順序依債權成立之先後 

【3】18.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 

典權人不得將典權讓與他人或設定抵押權 

留置物存有所有權以外之物權者，該物權人不得以之對抗善意之留置權人 

【2】19.土地所有人於例外情形下不得禁止他人進入其地內，其例外情形不包括下列何者？ 

依地方習慣，任他人入其未設圍障採取枯枝雜草者 

他人為取回其種植果樹之果實自落於鄰地者 

他人有通行權者 

他人之物品或動物偶至其地內之尋查取回 

【2】20.阿珠在路上拾得小鄭所遺失鑽戒，遂私下據為己有。阿珠得依下列何種方式取得該鑽戒之所有權？ 

遺失物的拾得  動產時效取得  

無主物的先占  動產善意受讓 

【3】21.依民法規定，除非當事人另以契約約定，否則質權所擔保者除原債權外，不包括下列何者？ 

利息   

違約金 

非避免質物價值減損所必要之費用  

實行質權之費用 

【1】22.依民法規定，有關動產質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質權人於質權存續中，得以自己之責任，將質物轉質於第三人 

質權人得使出質人或債務人代自己占有質物 

質權人不得收取質物所生之孳息 

動產質權不因質物滅失而消滅 

【4】23.老馬所有之土地與阿土伯之土地相鄰，如欲達公路，須於阿土伯的土地上搭設木橋，此時老馬得主

張下列何種權利？ 

地上權 公同共有權 越界相鄰權 必要通行權 



【2】24.依民法規定，惡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對於回復請求人，得依下列何種規定請

求償還？ 

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 物上請求權 侵權行為 

【1】25.老劉把自己的機車借給小陳使用後，再就該機車與小陳成立讓與合意，下列何者為該機車之所有權人？ 

小陳  老劉  

小陳與老劉公同共有  小陳與老劉分別共有 

【4】26.依民法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幾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

所有人？ 

二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2】27.依民法規定，質權人喪失其質物之占有，於多久期間內未請求返還者，其動產質權消滅？ 

一年 二年 五年 十年 

【3】28.依民法規定，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逾多久期間，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由拾得人取

得其所有權？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3】29.下列何者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其債權擔保之不動產，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

金優先受償之權？ 

權利質權  留置權  

普通抵押權  典權 

【1】30.依民法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由下列何者取得動產所有權？ 

不動產所有人   

動產所有人 

不動產所有人與動產所有人協商定之  

不動產所有人與動產所有人共有 

【4】31.依民法規定，地上權人因不可抗力導致妨礙其土地之使用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請求減少租金   

得請求免除租金  

得撤銷地上權   

不得請求免除或減少租金 

【2】32.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

視為已有下列何者之設定？ 

典權 地上權 租賃權 地役權 

【1】33.阿彬的機車故障，送到老柯的機車行修理，在阿彬未給付修理費用前，老柯對阿彬的機車有下列何

種權利？ 

留置權 動產質權 抵押權 權利質權 

【1】34.依民法規定，共有人如就共有物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各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共有物之最長期限為

多久？ 

五年 十五年 三十年 無期限限制 

【3】35.小郭拾得一遺失物，其價值一百萬元。依民法規定，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該遺失物時，小郭得請求報

酬，但不得超過下列何金額？ 

一百萬元 二十萬元 十萬元 五萬元 

貳、複選題 15題（每題 2分） 

【34】36.下列何者可成為動產質權之標的物？ 

身分證 土地所有權狀 自行車 皮包 

【13】37.甲未經乙之同意，擅自在甲、乙分別共有之土地上種植花木，乙得對甲為下列何種主張？ 

請求返還土地  債務不履行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非財產之損害賠償 

【24】38.下列何種權利得成為抵押權之客體？ 

不動產役權 農育權 債權 地上權 

【23】39.甲將機車出賣與乙，甲得用下列何種方式將該機車所有權移轉與乙？ 

到監理機關辦理機車過戶登記  

親自將機車交付 

請乙直接向該機車之借用人丙取回  

將機車行車執照交付與乙 

【14】40.下列何者為現今民法所規定之所有權狀態？ 

公同共有 總有 合有 區分所有 

【12】41.物權得經由下列何種方式創設？ 

法律 習慣 契約 單獨行為 

【124】42.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依民法規定，因下列何事由而確定？ 

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確定者 

擔保債權之範圍變更，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者 

債權人經裁定宣告破產者 

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經法院查封，而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者 

【14】43.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債務人得提供其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最高限

額質權 

典權之約定期限不滿二十年者，不得附有到期不贖即作絕賣之條款 

以債權為標的物之質權，其設定得以口頭為之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其債務人於受質權設定之通知後，對出質人取得債權者，不得以該債權與為質權

標的物之債權主張抵銷 

【14】44.依民法規定，有關質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質權之設定，因供擔保之動產移轉於債權人占有而生效力 

給付義務人因重大過失向出質人為給付者，對於質權人發生給付之效力 

為質權標的物之權利，出質人得不經質權人之同意，以法律行為使其消滅或變更 

質權人非經出質人之同意，原則上不得使用或出租其質物 

【1234】45.依民法規定，占有人有下列何種情形時，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 

自行中止占有   

非基於自己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 

變為不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  

變為非和平或非公然占有 

【1234】46.稱農育權者，謂在他人土地為下列哪些種類之權？ 

農作 養殖 種植竹木 畜牧 

【234】47.阿芳名下擁有一輛汽車時，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阿芳不得自由處分該汽車 

阿芳得自由使用該汽車 

阿芳得自由收取該車收益 

阿芳得排除他人對該汽車之干涉 

【12】48.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歸屬於一人者，其他物權原則上因混同而消滅 

拋棄動產物權者，並應拋棄動產之占有 

公同共有之關係不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 

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 

【24】49.原債權確定前，下列何者得由最高限額抵押之抵押權人與抵押人約定變更？ 

債權人  債務人  

抵押權人  擔保債權之範圍 

【124】50.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不動產物權之事由？ 

繼承  法院判決  

物權契約  公用徵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