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讀不可 FIEB

10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官 考 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第⼀一試試題暨解析

科 ⺫⽬目：綜合法學（⼆二） 
⺠民法、⺠民事訴訟法01



※注意： 
（⼀一）本科⽬目共74題，其中單 
            ⼀一選擇題62題，複選題 
            12題，各題答案須⽤用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 
            答者，不予計分。︒ 
（⼆二）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考試時間：1 ⼩小時 40 分

1~10題



⼀一、︑單⼀一選擇題 
（第 1 題至第 62 題， 
每題 2 分，占 124 分）

說明：所列的四個選項，
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
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

題不予計分。︒



解析

1.依⺠民法規定，關於社團總會 
   之召集，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由董事召集之，董事有數
⼈人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
取決於全體董事之同意 

B. 董事不為召集時，監察⼈人
得不經其他監察⼈人同意，
單獨召集之 

C. 全體社員⼗十分之⼀一以上，
表明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
得召集之 

D. 個別社員經全體社員過半
數同意後，得召集之



解析

2.⼾戶籍地在臺中之甲與⼄乙結 
   婚後，便搬⼊入設籍於臺北 
   之⼄乙家中，並在臺北⼯工作 
  。經18 年後，甲與⼄乙所⽣生 
   之丙到臺南就讀⼤大學，並 
   在臺南市租屋居住。下列 
   有關住所之敘述，何者正 
   確？ 
A.甲之住所為臺中  
B.⼄乙之住所為臺中  
C.丙之住所為臺北  
D.丙之住所為臺中



解析

3.甲在⾃自⼰己登記為⽥田之⼟土地 
   上建築房屋供⾃自⼰己居住， 
   並將房屋設定普通抵押權 
   予⼄乙，嗣後房屋卻遭強制執 
   ⾏行⽽而由丙拍定。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 丙在甲地上得享有租賃權  
B. 丙不得請求甲為地上權之
登記 

C. 將來若甲欲出賣⼟土地時，
丙亦有優先購買權  

D. 丙對⼟土地之利⽤用權⾃自拍定
之⽇日起最⻑⾧長為 20 年



⼾戶外防潑⽔水透氣防曬⾐衣

原價1 4 9 0  

特價3 9 5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41462622121.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50.oqok06&id=41462622121&skuId=3143285023875&areaId=310100&cat_id=2&rn=f728e273e4c827404530e740a0ad2c5a&user_id=2224958569&is_b=1


解析

4.甲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和平 
   、公然、繼續占有⼄乙已登記之    
    A 地並建築 B 屋居住，9 年後 
   甲死亡，由甲之⼦子丙繼續占有  
   11 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丙以甲原占有意思繼續占有 

11 年後申請地上權登記，地
政機關受理但未完成登記前，
丙為無權占有，⼄乙得訴請法院
請求丙拆屋還地 

B. 丙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繼續
占有 11 年後，得主張依時效
取得 A 地地上權 

C. 占有⼈人推定其以所有之意思占
有，但如主張以⾏行使地上權之
意思者，負舉證之責 

D. 因 A 地為已登記之不動產，
丙不得主張依時效取得地上權



解析

5.關於共有物之管理，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共有之動產設定質權時，共有
⼈人間關於質物使⽤用之約定，對
質權⼈人亦有拘束⼒力 

B.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及
其基地，其區分所有⼈人依規約
所決定之管理⽅方法，特定繼受
⼈人僅於 

C.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
對該繼受⼈人始有效⼒力 

D.共有⼈人如未依約定之⽅方法管理
共有物，擅就共有物之全部或
⼀一部任意占⽤用收益，即屬侵害
他共有⼈人之所有權 

E.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讓與
⼈人就共有物因管理所⽣生之負擔，
受讓⼈人無須負清償責任



解析

6.下列關於消滅時效制度之敘述 
  ，何者錯誤？ 
A. 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時，債權
本⾝身並未消滅，故擔保該債權
之抵押權，不會隨之同時消滅 

B. 甲承攬⼄乙之⼯工程⼀一件，約定建
築材料由甲提供，契約總價⾦金
為 5 億元，則甲對⼄乙之價⾦金請
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 2 年 

C. 甲有未辦理登記之房屋⼀一棟，
⼄乙無權占有達 15 年以上時，
即使甲向⼄乙請求返還房屋，⼄乙
得拒絕返還 

D. 利息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 5 
年，如設有抵押權為擔保，且
經登記，則於罹於時效後之 5 
年內，仍得就其抵押物取償



迪卡儂情侶防曬⾐衣

原價7 4 5  

特價4 9 5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14773507950.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57.oqok06&id=14773507950&skuId=3121721291518&areaId=310100&cat_id=2&rn=f728e273e4c827404530e740a0ad2c5a&user_id=352469034&is_b=1


解析

7.甲在⼄乙地上有抵押權，雙 
   ⽅方並約定屆時⼄乙不清償所 
   擔保之債務，抵押物即歸 
   甲所有。依⺠民法規定，此 
   ⼀一約定之效⼒力應為： 
A. ⾮非經登記，不得對抗善
意第三⼈人  

B.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C. ⾮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
三⼈人  

D. ⾮非經登記，不得處分



解析

8.甲對⼄乙有 100 萬元債權， 
   丙擔任⼄乙之保證⼈人，丁與 
   ⼄乙訂⽴立契約，承擔⼄乙對甲 
   之債務。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債務承擔契約，⾮非經債權
⼈人承認，對債權⼈人不⽣生效
⼒力 

B. 債務承擔契約，縱未經債
權⼈人承認，亦⽣生效⼒力 

C. 債務承擔契約，⾮非經保證
⼈人承認，不⽣生效⼒力 

D. 債務承擔契約，經債權⼈人
拒絕承認時，即確定無效



解析

9.有關合夥之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 合夥為⼆二⼈人以上互約出
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
約 

B. 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
公同共有 

C. 各合夥⼈人之權利及於合
夥財產之全部 

D. 合夥財產之處分及其他
之權利⾏行使，應得合夥
⼈人⼆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始得為之



⼾戶外透氣防⾵風防曬⾐衣

原價1 9 9 0  

特價2 9 5      點我看更多

https://world.tmall.com/item/38566478022.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64.oqok06&id=38566478022&skuId=3153953092959&areaId=310100&cat_id=2&rn=f728e273e4c827404530e740a0ad2c5a&user_id=667595939&is_b=1


解析

10.下列有關債權讓與之敘 
     述，何者正確？ 
A. 未⽀支付之利息，視為其
隨同原本移轉於受讓⼈人 

B. 債權之讓與，在通知債
務⼈人之前，對於當事⼈人
尚不⽣生效⼒力 

C. 債權禁⽌止扣押者，不得
讓與第三⼈人 

D. 受讓⼈人將債權之讓與通
知債務⼈人者，縱未為讓
與或讓與無效，債務⼈人
仍得以其對抗受讓⼈人之
事由，對抗讓與⼈人



1. Ｂ     回到題⽬目 
解析： 
1. 民法第51條第1項規定：「總會由董
事召集之，每年至少召集⼀一次。︒董
事不為召集時，監察⼈人得召集之。︒」
第27條第1項後段規定：「董事有數
⼈人者，法⼈人事務之執⾏行，除章程另
有規定外，取決於全體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第27條第4項後段規定：
「監察⼈人有數⼈人者，除章程另有規
定外，各監察⼈人均得單獨⾏行使監察
權。︒」故Ａ錯誤、︑Ｂ正確。︒ 

2. 民法第51條第2項規定：「如有全體
社員⼗〸十分⼀一以上之請求，表明會議
⽬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時，董
事應召集之。︒」第51條第3項規定：
「董事受前項之請求後，⼀一個⽉月內
不為召集者，得由請求之社員，經
法院之許可召集之。︒」故Ｃ、︑Ｄ錯
誤。︒



2.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1. 民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
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
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
該地。︒」故甲與⼄乙之住所
為台北。︒ 

2. 民法第21條規定：「無⾏行
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
⼈人，以其法定代理⼈人之住
所為住所。︒」故丙之住所
為台北。︒



3. ＃ ⼀一律給分     回到題⽬目 
解析： 
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
⼀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
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
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
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其期限不受第四百四⼗〸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之限制。︒」本題考選
部原公布答案為Ｄ，後更正答
案為「⼀一律給分」。︒



4.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83台上2254裁判：「是
占有⼟土地之⼈人，尚不得
僅憑占有之事實，主張
其占有即係以⾏行使地上
權之意思為之，⽽而應就
其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
思占有之事實，另舉證
證明之。︒」故Ｃ正確。︒



5.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62台上1803判例：「各共有⼈人
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
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
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
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
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
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
⽤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
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
之全部或⼀一部任意使⽤用收益，
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
故Ｃ正確。︒



6. Ｄ     回到題⽬目 
解析： 
民法第145條規定：「以
抵押權、︑質權或留置權擔
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
滅，債權⼈人仍得就其抵押
物、︑質物或留置物取償。︒
前項規定，於利息及其他
定期給付之各期給付請求
權，經時效消滅者，不適
⽤用之。︒」故Ｄ錯誤。︒ 



7.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民法第873條之1規定：
「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
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
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
權⼈人者，非經登記，不
得對抗第三⼈人。︒」故Ｃ
正確。︒



8. Ａ     回到題⽬目 
解析： 
民法第301條規定：
「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
契約承擔其債務者，非
經債權⼈人承認，對於債
權⼈人不⽣生效⼒力。︒」故Ａ
正確。︒ 



9. Ｄ     回到題⽬目 
解析： 
民法第668條規定：「各
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
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
同共有。︒」第828條第3項
規定：「公同共有物之處
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
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故Ｄ錯誤。︒



10.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民法第294條第1項規定
：「債權⼈人得將債權讓
與於第三⼈人。︒但左列債
權，不在此限：⼀一、︑依
債權之性質，不得讓與
者。︒⼆二、︑依當事⼈人之特
約，不得讓與者。︒三、︑
債權禁⽌止扣押者。︒」故
Ｃ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