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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例（民法§1～§5）

是非題

（○）▲法律之種類很多，凡規定私人間生活之法律，統稱為私法。

（╳）▲凡確定權利義務之所屬及範圍之法律為程序法。

實體法。

（○）▲判例係指法院對同一性質之事件，援引本院或上級法院之判決

先例。

（○）▲民法原則上適用於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任何人及在中華民國領

域內之任何人。

（○）▲某事項法律雖未明文規定，然依據法律全體之精神及通常之理

論推出之論斷，稱之為法理。

民法第1條（法源）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
；無習慣者，依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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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人及法人（民法§6～§65）

是非題

（○）▲自然人，即由出生而在於自然界之人類。其種族、國籍、性別

、宗教以及機能健全、心理正常與否等則非所問。

（○）▲甲居住金門，出海捕魚遭遇颱風失蹤，被宣告死亡。嗣後，甲在

臺北與乙訂立買賣契約，該買賣契約仍屬有效。〈99農九職等〉

民法第6條（自然人權利能力）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
出生，終於死亡。

（╳）▲ 18 歲已結婚的王甲與乙公司訂立金錢借貸契約應經其父母同
意才能生效。〈105農九職等〉

成年者有行為能力，其與乙公司訂立契約不需父母同意生

效。

110年1月13日最新修正民法第12條（成年時期）規定：滿
十八歲為成年。

110年1月13日最新修正民法第980條（結婚之實質要件~結
婚年齡）規定：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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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單 選 題】

（Ｄ）▲判斷出生的學說是下列哪個：（Ａ）分娩開始說（Ｂ）一部

露出說（Ｃ）全部露出說（Ｄ）獨立呼吸說。〈107農九職等〉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出生又有數種學說，我國實務及通

說採「獨立呼吸說」，  指胎兒與母體完全分離後，必須有獨
立呼吸之生存事實。

（Ａ）▲人能依照自己獨立的意思取得權利，負擔義務的資格或地位在

民法上稱之為：（Ａ）行為能力（Ｂ）權利能力（Ｃ）意識能

力（Ｄ）責任能力。〈101農九職等〉

（Ｃ）▲關於民法上「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Ａ）權利能力只可能「有」或「無」，而無程度的

區分（Ｂ）已出生之人有權利能力（Ｃ）行為能力只可能「有

」或「無」，而無程度的區分（Ｄ）死亡之人既無權利能力，

亦無行為能力。〈99農九職等〉

（Ａ）▲權利人請求給付時，義務人據以拒絕其應為給付之權利稱之為

：（Ａ）抗辯權（Ｂ）請求權（Ｃ）形成權。

（Ｃ）▲因為權利主體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得一定的法律效果發生、

改變或消滅的權利稱之為：（Ａ）支配權（Ｂ）請求權（Ｃ）

形成權（Ｄ）抗辯權。〈101農九職等〉

（Ａ）▲下列何種權利並不屬於人格權？（Ａ）所有權（Ｂ）自由權（

Ｃ）信用權（Ｄ）隱私權。〈101農九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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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甲失蹤，其非因遭遇特別災難，時年七十二歲，得於其失蹤滿

幾年後，為死亡之宣告？（Ａ）一年（Ｂ）三年（Ｃ）五年（

Ｄ）七年。〈103 農九職等〉

民法第8條（死亡宣告）規定：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第1項）

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第2項）

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

死亡之宣告。（第3項）

（Ｃ）▲下列何者有完全的行為能力？（Ａ）受輔助宣告的甲，三十五

歲（Ｂ）十七歲的高中生乙（Ｃ）十八歲的大學生丙（Ｄ）受

監護宣告的丁，四十歲。〈103 農九職等／作者自行改編〉

110 年 1 月 13 日最新修正民法第 12 條（成年時期）規
定：滿十八歲為成年。

110年1月13日最新修正民法民法第13條（未成年人及其行為能

力）規定：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第1項）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第2項）

民法第15條（受監護宣告人之能力）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
，無行為能力。

（Ｃ）▲完全行為能力是幾歲？（Ａ）14（Ｂ）16（Ｃ）18（Ｄ）
20。〈107農九職等／作者自行改編〉

成年人，具完全行為能力。

110年1月13日最新修正民法第12條（成年時期）規定：滿
十八歲為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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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物（民法§66～§70）

是非題

（○）▲有收取法定孳息權利之人，按其權利存續期間內之日數，取得

其孳息。

民法第70條（孳息之歸屬）規定：有收取天然孳息權利之人
，其權利存續期間內，取得與原物分離之孳息。（第1項）

有收取法定孳息權利之人，按其權利存續期間內之日數，取

得其孳息。（第2項）

（╳）▲種在農地上的果樹是屬於該農地所有人的動產。〈105農九職等〉

民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有收取天然孳息權利之人，其權
利存續期間內，取得與原物分離之孳息。

（╳）▲凡有體物及人類以外法律上及支配上之自然力，均得為物，故

日月星辰是法律上之物。

其無法支配，為物理上之物。

（╳）▲主物之處分，不及於從物。

民法第68條（主物與從物）規定：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
之效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但交易上有特別習慣者

，依其習慣。（第1項）

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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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題

▲何謂原物？何謂孳息？孳息分幾種？如何收取孳息？

答：原物：產生孳息之物或權利。例如生蛋之母雞、果實纍纍之

果樹、產生利息之本金。

孳息：由原物產生之收益。孳息一語通常指有體物直接產出之

物而言。但法律上則採取廣義解釋，凡本於某種法律關係使用

他人之物時，其所給與之物亦為孳息，例如房租。

孳息之種類：

天然孳息：謂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

之出產物（民法§69Ⅰ）。
法定孳息：謂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係所得之收益

（民法§69Ⅱ）。

孳息之收取：

有收取天然孳息權利之人，其權利存續期間內，取得與原

物分離之孳息（民法§70Ⅰ）。
有收取法定孳息權利之人，按其權利存續期間內之日數，

取得其孳息（民法§70Ⅱ）。

▲孳息可分為哪二種？〈101農九職等〉

答：天然孳息、法定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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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律行為及行為能力（民法
§71～§85）

是非題

（○）▲凡法律行為之內容不違背強制或禁止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

不違背標的公平原則，均為合法。

民法第71條（違反強行法之效力）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
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

在此限。

民法第72條（違背公序良俗之效力）規定：法律行為，有背
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

（○）▲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該法律行為

無效。

民法第73條（不依法定方式之效力）規定：法律行為，不依
法定方式者，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37

第一編　民法總則編

問答題

▲試說明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與效力發生要件。

答：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

一般成立要件：

當事人須有行為能力。

意思表示須健全。

標的須適當。

特別成立要件：

要式行為：以履行一定方式為成立要件。

要物行為：以標的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

法律行為之生效要件：

一般生效要件：

當事人須有行為能力。

標的須適當、可能、確定、合法、正當、不背公序良

俗。

意思表示須健全。

特別生效要件：

遺囑行為以遺囑人死亡為生效要件（民法§1199）。

附條件之法律行為：例如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

件成就時，發生效力（民法§99Ⅰ）。

附期限之法律行為：例如附始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

至時，發生效力（民法§102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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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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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是否有效？試舉實例說明之。

答：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其行為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不

在此限（民法§73）。如民法第1076條之1第2項便規定，子女
之收養，應作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

得以言詞向法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

法律行為之方式可分：

要式行為：為法律規定必須履行之方式。例如兩願離婚，應以

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

記（民法§1050）。現在民法的要式行為，多為書面，例如結
婚、收養、遺囑等。

約定方式：指當事人就某項法律行為，約定必須履行之方式。

例如當事人約定合夥，應訂定書面契約。

▲甲今年十七歲，係某高級中學三年級學生，某日將其父親所給與之

零用錢一百元送給重病之某乙，又至書店訂購升大學叢書一套，試

問其效力如何？

答：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所為贈與的一百元予重病之某乙和訂

購升大學叢書一套，乃為處分其父所給與之零用錢，依民法第

84條規定：「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之財產，限
制行為能力人就該財產有處分之能力。」故其所為之處分，不

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無效，況訂購升大學叢書一套乃依其

年齡及身分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故其亦不須其父之允許，而

所為之行為，仍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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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意思表示（民法§86～§98）

是非題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

此無效，得以對抗善意第三人。

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民法第87條（虛偽意思表示）規定：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
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

善意第三人。（第1項）

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

為之規定。（第2項）

（╳）▲錯誤之法律行為，為不得撤銷之法律行為，其撤銷權之除斥期

間為自意思表示後一年為之。

錯誤之法律行為，為得撤銷之法律行為。

民法第90條（錯誤表示撤銷之除斥期間）規定：前二條之撤
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一年而消滅。

（○）▲買受人因被詐欺而訂立買賣契約，買受人應於發見詐欺後，

一年內撤銷其意思表示，方能使該買賣契約視為自始無效。

〈105農九職等〉

民法第 93 條規定一年內撤銷。而民法第 114 條規定，撤銷
自始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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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侵權行為（民法§184～§198）

是非題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致負損害賠償責

任之行為，為債權行為。

侵權行為。

民法第184條（獨立侵權行為之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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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第1項）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

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第2項）

（╳）▲因故意或過失，致使他人受損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謂之過失

責任。但民法以過失責任為例外，無過失責任為原則。

我國民法以過失責任為原則，無過失責任為例外。

（○）▲王甲教唆林乙打傷周丁，王甲與林乙應連帶對周丁負損害賠

償責任。〈105農九職等〉

依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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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侵權行為由數人共同行之，其行為人不必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105農九職等〉

負連帶賠償責任。

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責任）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

害人者亦同。（第1項）

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第2項）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僱用人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連帶責任。

民法第188條（僱用人之責任）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

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

責任。（第1項）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

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僱用人為全部

或一部之損害賠償。（第2項）

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

（第3項）

（○）▲甲開車撞死乙，乙之妻子與乙之唐氏症兒子皆可向甲請求非財

產上之損害賠償。〈99農九職等〉

民法第194條（侵害生命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規定：不

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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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

償義務人時起，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二年。

民法第197條（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與不當得利之
返還）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

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第1項）

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

，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

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第2項）

（╳）▲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侵權行為時起，二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十年。

民法第197條（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與不當得利之返

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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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單 選 題】

（Ｃ）▲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而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之行為稱之為：（Ａ）犯罪行為（Ｂ）物權行為（Ｃ）侵權
行為。

民法第184條規定。

（Ａ）▲同一損害之發生，由於數人共同不法之侵害，謂之：（Ａ）共
同侵權行為（Ｂ）侵權行為（Ｃ）無因管理。

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

（Ａ）▲甲教唆乙打傷丁，丙從旁幫助，則：（Ａ）甲、乙、丙（Ｂ）
甲、乙（Ｃ）乙、丙　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

（Ａ）▲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之權利
受損害者，應：（Ａ）負賠償責任（Ｂ）不負賠償責任（Ｃ）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

（Ｂ）▲幼稚園學生損毀他人物品，因其無識別能力，故應由誰賠償？
（Ａ）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賠償責任（Ｂ）由法定代理人賠
償（Ｃ）不必賠償。

民法187條（法定代理人之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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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前項情形，法定代理人如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

監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第2項）
如不能依前二項規定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被害人之聲請，

得斟酌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行為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第3項）
前項規定，於其他之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之行為

致第三人受損害時，準用之。（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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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原則上由誰負賠

償責任？（Ａ）受僱人（Ｂ）僱用人（Ｃ）受僱人與僱用人連

帶負責。

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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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選 題】

（ Ｃ Ｄ ）▲甲雇用乙，乙於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丙的權利，造成

丙財產上損害。下列何者正確？（Ａ）丙僅得向甲

請求損害賠償（Ｂ）丙僅得向乙請求損害賠償（Ｃ

）丙得向甲、乙請求連帶損害賠償（Ｄ）如甲賠償

，得向乙求償。〈108農九職等〉

解析

民法第188條（僱用人之責任）規定：受僱人因執行
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

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

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第1項）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

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

，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第2項）

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

求償權。（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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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題

▲試述債之標的之意義及型態？

答：意義：債之標的乃債權之客體，亦即債務人之行為，法律上

用詞謂給付。民法第199條規定：「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
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

給付，不以有財產價格者為限。

不作為亦得為給付。」

給付之型態：依民法規定，其內容有五種：

種類之債：旨在規定品質之確定及其給付之特定。

貨幣之債：亦即金錢之債。旨在規定通用貨幣之折算。

利息之債：除規定利率之計算標準外，同時基於社會化立

場，為保護債務人而限制利息計算之規定。

選擇之債：旨在規定選擇之債之意義，選擇權之行使移屬

（轉），以及選擇之債之特定等。

損害賠償之債：旨在規定損害賠償之方法及範圍（前者以

回復原狀為原則；後者以完全賠償為原則）。

▲何謂過失相抵？〈96農九職等〉

答：民法第217條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
，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

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

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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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單 選 題】

（Ａ）▲下列哪一個物權不屬於擔保物權？ （Ａ）地上權（Ｂ）抵押
權（Ｃ）質權（Ｄ）留置權。〈108農九職等〉

擔保物權（col la teral）：乃為擔保債權實現而在一定程度上
設定的物權，與用益物權共同被稱作限制物權。用益物權的目

的在於物的使用價值，而擔保物權最終通過將標的物出賣而獲

得的金錢用於實現債權。擔保物權分為根據法律規定而產生的

法定擔保物權以及根據契約而產生的約定擔保物權。在民法上

所規定的留置權和優先權屬於法定擔保物權，而抵押權和質權

屬於約定擔保物權。此外，隨著經濟活動的多樣化，目前出現

了讓與擔保，所有權保留等多種非典型擔保方式。

各種擔保物權的共性：有附隨性，不可分性，物上代位性（

留置權無）等性質。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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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 （Ａ）不動產
所有權（Ｂ）地上權（Ｃ）普通抵押權。 （Ｄ）不動產債權。
〈104農九職等〉

民法第860條規定。

（Ｃ）▲下列關於各種物權的移轉或設定的敘述，何者錯誤？（Ａ）不

動產所有權，依法律行為而移轉，其行為應以書面為之（Ｂ）

質權的設定，毋庸登記（Ｃ）抵押權的設定，以經登記並移轉

抵押物的占有為必要（Ｄ）讓與動產所有權，如其動產由第三

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的返還請求權，讓與於受讓

人，以代交付。〈103 農九職等〉

民法第86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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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

（Ａ）抵押權人得 請求拆除該建築物（Ｂ）必要時抵押權人
得聲請法院將其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Ｃ）抵押權人對建

築物拍定之價金，有優先受清償之權（Ｄ）以上皆非。〈105

農九職等〉

民法第 877條第 1項前段規定：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
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抵押權人於必要時，得於強

制執行程序中聲請法院將其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

（Ｃ）▲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Ａ）抵

押權隨之而消滅（Ｂ）其抵押權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二年消滅

（Ｃ）消滅時效完成後的第三年抵押權人仍得實行其抵押權

（Ｄ）抵押權在實行前皆不會消滅。〈105農九職等〉

民法第 880 條規定：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
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

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

（Ｄ）▲民國78年1月6日王甲向好友林乙借款新台幣100萬元，借期三

年，同日王甲以其所有農地一筆，為林乙設定普通抵押權，林

乙於民國95年2月2日死亡，借期屆滿後迄死亡為止，林乙一直

未向王甲主張權利，直到民國101年3月15日，林乙的唯一繼承

人林丙向王甲主張返還借款利息，下列敘述何者不對？（Ａ）

王甲得拒絕返還借款本息（Ｂ）王甲清償借款本息後不得再向

林丙請求返還（Ｃ）林丙得繼承林乙的抵押權（Ｄ）林丙得行

使抵押權。〈101農九職等〉

（Ｄ）民法第 880 條規定：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
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

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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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所應確定的期日，自

抵押權設定時起，不得超過多少年？ （Ａ）30（Ｂ）20（Ｃ）
10（Ｄ）5。〈108農九職等〉

民法第881條之4（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期
日）規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應確定之

期日，並得於確定之期日前，約定變更之。（第1項）

前項確定之期日，自抵押權設定時起，不得逾三十年。逾

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第2項）

前項期限，當事人得更新之。（第3項）

（Ｄ）▲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數人共有者，在下列何情形下，始得實行其

抵押權？（Ａ）唯有經全體共有人同意（Ｂ）唯有各共有人之

原債權均確定後（Ｃ）唯有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且各共有人之

原債權均確定後（Ｄ）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或各共有人之原債權

均確定後。〈99農九職等〉

民法第881條之9規定。

（Ｃ）▲下列何種物權，不以不動產為標的標的？（Ａ）地上權（Ｂ）農

育權（Ｃ）質權（Ｄ）抵押權。〈107、104農九職等〉

民法第884條規定。

（Ｃ）▲債權人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有牽連關係

，於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時，得留置該動產之權，謂之：

（Ａ）質權（Ｂ）債權（Ｃ）留置權。

民法第928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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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選 題】

（ Ａ Ｂ Ｄ ）▲甲向建商A有限公司購買H透天屋及其基地L，價金

1000萬元，向B銀行貸款700萬元，並以H及L設定

700萬元抵押權擔保。下列何者正確？（Ａ）H屋為

不動產（Ｂ）抵押權具從屬性（Ｃ）抵押權是一種

債權（Ｄ）設定抵押權應登記。〈108農九職等〉

解析

（Ａ）民法第 66條（物之意義 1～不動產）規定

：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第 1項）
　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

。（第 2項）
（Ｂ）民法第 870條（抵押權之從屬性）規定：抵

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

保。

（Ｃ）法第 860條（抵押權之定義）規定：稱普通

抵押權者，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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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民法第 758條（設權登記～登記生效要件主義

）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

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第 1項）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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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單 選 題】

（Ｂ）▲父母雙方對於子女的姓約定不成，應如何決定？  （Ａ）請求
法院決定之（Ｂ）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Ｃ）從父姓（Ｄ）

由家庭會議決定之。〈108農九職等〉

民法第1059條（子女之姓）第1項規定：父母於子女出生登

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

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

（Ｃ）▲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時，視為婚生子女，此種情形

稱為：（Ａ）收養（Ｂ）認領（Ｃ）準正。

民法第1064條規定。

（Ｃ）▲收養子女時，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Ａ）十八歲（

Ｂ）十六歲（Ｃ）二十歲。

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但夫妻共同收

養時，夫妻之一方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而他方僅長於

被收養者十六歲以上，亦得收養。（民法§1073Ⅰ）



267

第四編　民法親屬編

填充題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

之【】，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民法§1059）
父母【】者。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者。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者。

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義務之情事者。

答：利益、離婚、死亡、三年、保護或教養。

▲婚生子女之推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其所

生子女為婚生子女。（民法§1063Ⅰ）

答：推定。

▲婚生子女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

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

悉者，仍得於成年後【】為之。（民法§1063）

答：二年內、二年內。

▲準正：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婚生子女。（民

法§1064）

答：視為。

▲認領之效力及認領之擬制及非婚生子女與生母之關係：非婚生子女

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其經生父撫育者，視為【】。（民

法§1065Ⅰ）

答：婚生子女、認領。

▲認領之請求：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或【】

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向生父提起【】之訴。（民法§1067Ⅰ）

答：非婚生子女、其生母、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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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遺產繼承人（民法§1138～
§1146）

是非題

（╳）▲遺產繼承人的繼承順序是配偶、子女、父母、長孫。〈107農

九職等〉

民法第1138條規定。

（○）▲寡婦對於公公之遺產無繼承權。

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規定。

（╳）▲養子女之繼承順序次於婚生子女。

順序相等。

（╳）▲某甲生前囑託他人，對於其未成年之子女應繼承之遺產永久禁

止變賣，其子於成年後竟予變賣，受託人為執行某甲之囑託，

得訴請法院撤銷其變賣行為。

應繼分得自由處分。

（╳）▲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

，喪失其繼承權，但經被繼承人宥恕者，其繼承權不喪失。〈

99農九職等〉
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
告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1145Ⅰ）

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之規定，如經被繼承人
宥恕者，其繼承權不喪失。（民法§1145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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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單 選 題】

（Ａ）▲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幾順序之繼承人？（Ａ）第一（Ｂ）第二

（Ｃ）第三。

民法第1138條規定。

（Ｃ）▲某甲男與某乙女結婚後生女丙，並收養丁為子，另納戊為妾，

生女己，甲死亡後，遺下一筆可觀之財產，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Ａ）某丁為養子有繼承權（Ｂ）己女經認領後，視為婚生

子女，有繼承權（Ｃ）戊為配偶，故有繼承權。

民法第1138條規定。

（Ｂ）▲設某甲（男）與某乙（女）同居生下丙，嗣後甲與乙結婚又生

下丁（女），並收養戊為養子，甲死亡後，留下土地一筆，關

於繼承權問題，下列何者為非？（Ａ）丙若經認領，則亦為婚

生子女，而擁有繼承權（Ｂ）乙為甲男之配偶，無繼承權可言

（Ｃ）戊養子亦為直系血親卑親屬，有繼承權。

民法第1138條規定。

（Ｂ）▲父親甲與其子乙同時死亡，則下列何人無繼承權？（Ａ）甲之配偶

（Ｂ）乙（Ｃ）乙之女兒（Ｄ）以上皆有可繼承。〈99農九職等〉

民法第1138條規定規定。

（Ａ）▲甲為丁之配偶，乙為丁之養子，丙為丁之父，丁死後如無人拋

棄繼承權或喪失繼承權，則應由何人繼承遺產？（Ａ）甲、乙

（Ｂ）甲、丙（Ｃ）乙、丙。

民法第1138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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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題

▲試說明繼承人特留分的意義。

答：意義：民法固予個人有生前以遺囑作死後遺產處分之自由，

然若被繼承人有絕對自由，任作遺贈給所偏愛的人，往往使

法定繼承人喪失繼承額，致使生活陷於困頓，使個人與社會

同受其害，故現今法制多採特留分之規定，於自由中兼寓強

制之意。因之，特留分者，即被繼承人以遺囑無償處分遺產

時，應為其法定繼承人特留一部分之財產為應繼財產，而不

能全部處分之謂。所謂特留一部之財產，非指被繼承人某種

之財產，乃就其財產額之一定部分而言。

數額：依我國民法規定，凡繼承人未拋棄繼承權者，均有特

留分權利，至其數額，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及配偶，均各

為其應繼分之二分之一；兄弟姊妹及祖父母，均各為其應繼

分之三分之一（民法§1223）。
計算：計算特留分時，先將生前特種贈與價額，算入積極財

產之內，而後由其總和除去債務額算定之（民法§1224）。
遺贈之扣減：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

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為保全其權利，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

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人有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

例扣減（民法§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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