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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1-1　　溫泉花園案

【改編自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2033號判決】

自然人甲名下所有一塊價值不菲的建地，經多方籌資後，決定自己出資興

建建築物，並授權乙銷售公司代為銷售及刊登廣告事宜。預售屋廣告標榜每棟

住戶均享有在頂樓賞景兼泡湯的「黃金溫泉花園」。小小魯蛇丙奮鬥多年，終

於存到購屋頭期款，立馬購買該預售屋建案中的一戶。因為買的不是凶宅，故

銀行貸款也相當順利。豈料交屋後，始知該建物依法不得興建「溫泉花園」，

頂樓平台僅有花台設計，並無溫泉設施設計及溫泉水供應，原有的溫泉湯屋亦

未經合法申請，乃自相鄰住宅私自施設管線至大樓屋頂。該溫泉湯屋並於交屋

後三個月，經舉報為違建而遭工務局拆除。丙驚訝之餘，旋即以買賣標的物有

瑕疵為由，解除建物銷售契約，並就其因此所生之損害依約請求給付違約金。

請問：

1 在丙對甲起訴請求給付違約金之訴訟中，若甲抗辯：1.建物銷售定型化契

約條款載明「廣告僅供參考，不構成契約之內容」、2.廣告係乙刊登，與
甲無關，有無理由？（25分）

2 丙依照消費者保護法請求甲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有無理由？如甲抗辯：1.自

己並非公司組織，又係自地自建房屋出售，而非一般房屋銷售之營業行為，

故非企業經營者、2.不知建物依法不得興建「溫泉花園」非因故意或重大
過失，結論是否相同？（30分）

3 若丙於甲交屋九年後，始主張解除契約，有無理由？（15分）
4 在甲、丙間之訴訟，法院得否依職權酌減違約金？就違約金過高及應如何

酌減之事實，法院得否依職權調查？應如何分配舉證責任？（20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關鍵字：

1.建物銷售定型化契約條款載明「廣告
僅供參考，不構成契約之內容」

考的是「廣告是否構成契約之內容」，

要引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22條的不確定法
律概念來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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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甲名下所有一塊價值不菲的建

地⋯⋯並授權乙銷售公司代為銷售及刊

登廣告事宜。⋯⋯丙得否向甲請求違約

金？若甲抗辯：2.廣告係乙刊登，與甲
無關

針對業主甲切割乙銷售公司之抗辯，要

活用民法「履行輔助人」及「代理」之

概念來解題。

自然人甲名下所有一塊價值不菲的建

地⋯⋯如甲抗辯：1.自己並非公司組織，
又係自地自建房屋出售，而非一般房屋

銷售之營業行為，故非企業經營者

實務上雖有見解肯認甲之抗辯，但要注

意這裡有學者持不同見解。

2.不知建物依法不得興建「溫泉花園」
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結論是否相同

這裡也有學者不同意見，解題關鍵在於，

我們對於美國法制天價般的懲罰性賠償

金的既有想像，能否套用到台灣的情境

中。還要注意消保法新法修正！

丙依照消費者保護法請求甲給付懲罰性

賠償金

要注意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前提，

係依且得依消保法請求損害賠償為前提。

若丙於甲交屋九年後，始主張解除契約，

有無理由

這裡的爭點是形成權行使之權利失效。

要注意最高法院判決見解。

法院得否依職權酌減違約金？就違約金

過高及應如何酌減之事實，法院得否依

職權調查？應如何分配舉證責任

這裡要注意的是，法院雖得依職權就過

高之違約金為酌減，但就本件單純涉及

私益之違約爭議，法院審理時仍應遵守

辯論主義之界限。

本題是由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2033號民事判決之案例事實改編而成。

乍看之下像考多數人法律關係請求權基礎何在的考題，但其實看各小題就知道

是考單獨爭點！所以要將題旨明示的爭點挑出來申論，而非將篇幅重心放在丙

得對甲、乙主張的所有請求權基礎。

擬答  本題字數約1676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甲訴訟中所主張之抗辯俱無理由，敘述如下：

1.	本件廣告應構成銷售契約內容之一部

	 按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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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廣告之真實性。就甲是否構成企業經

營者之問題，詳如本題2所述。以下僅討

論本件之「溫泉花園」廣告，係構成契約

之內容，抑或僅為商業上之促銷手法，合

先敘明。

	 學說上有認為，如企業經營者之廣告內容

係具體特定，且在系爭交易上具備重要

性，足生消費者信賴並進而影響其締約判

斷時，即應構成契約內容。系爭建案標榜

之「黃金溫泉花園」，應認為其內容已具

體特定，且在銷售上具備重要性。從而，

系爭建案依法自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本件雖有廣告不構成契約內容之免責約

款，惟應認為此一定型化約款係規避消保

法第22條之意旨，按消保法第12條、消保法

施行細則第13、14條，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而

無效。實務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貳、一，足堪參考。

2.	甲不得以廣告係乙刊登而免責

	 依題旨，甲係授權乙代為銷售並刊登廣

告，應認為代理人乙係甲之履行輔助人，

按民法第103、224條規定，若乙受甲之指示

刊登不實廣告，應直接對甲生效，且甲應

就乙之行為負同一責任。何況消保法第22

條之立法旨趣，在於「使用」廣告爭取交

易機會之企業經營者，應就其內容負誠實

之告知、說明義務。至於廣告由誰製作，

應在所不問。故甲此一抗辯，應無理由。

	 茲有附言者，廣告不實的乙核屬消保法第

23條之媒體經營者，若明知或可得而知廣

 

貳、預售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一、不得約定廣告僅供

參考。

 

這裡來跟讀者分享一些

解題小技巧。有的時

候，考點跟考點之間，

會有先後的邏輯順序關

係。例如考請求權基礎

的時候，邏輯上是要

先論證請求權之構成要

件具備，再探討該請求

權是否已經罹於時效。

又例如民法第188條的

僱用人責任，以受僱人

構成侵權行為為要件等

等。假設命題委員兩個

爭點都要考，那麼解題

順序上一定是先論證前

提成立，才有處理後位

爭點之必要。故在作答

時，也應該按照爭點的

邏輯先後順序為之。萬

一發現先寫了後順位爭

點，或題旨先要你寫後

順位爭點，那麼就可以

用「關於某先決爭點，

詳見後述」的方式來處

理。建議不要在必須先

寫後順位爭點的時候論

述先順位爭點，而後另

開標題論述「關於先順

位爭點，如前所述。」

尤其是在前後兩爭點分

開配分的時候，這種頭

重腳輕的作答方式，

會讓命題委員很難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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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實，應與甲負連帶賠償責任。

2 甲之抗辯雖無理由，惟丙仍不得請求甲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理由

如下：

1.	自然人甲應為企業經營者

	 針對甲所述之抗辯，實務上雖有最高法院採此見解（99台上

2033決要旨參照）。然學說上有認為，從規範目的而言，有

義務將具備通常科技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商品或服務流入

市場者，即為消保法上之企業經營者。無論是否為公司組

織，抑或先前是否有從事相關交易之經驗，均在所不問。如

依學說見解，甲應為消保法上之企業經營者。

2.	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應不限於企業經營者故意或重大過失

	 就甲所提之抗辯2.，在民國104年修法前，實務上有參考美國

法制認為消保法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過失應限縮為「重大

過失」。惟學說上有認為，比較法上之所以就懲罰性賠償金

之成立，僅限企業經營者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其制度背景係

因賠償金額往往相當龐大，與台灣消保法第51條設定責任上

限之立法例，有所不同。為衡平消費者之權益，即便企業經

營者係輕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仍應認為消費者仍有請求懲

罰性賠償金之餘地。104年修法後，消保法第51條即將學說見

解之結論明文化。從而，甲之抗辯2.亦無理由。

3.	丙不得請求甲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揆諸消保法第51條之法意，應認為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

消費者，以依照且得依照消保法對企業經營者請求賠償，

為其要件之一。本題丙係依銷售契約請求甲給付違約金，

並非依照消保法對甲請求賠償，自不得請求甲給付懲罰性

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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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丙於交屋後九年始解除契約，似構成權利

失效

	 依題示所述，丙得依民法第359條瑕疵擔保

之規定、民法第227條第1項適用民法第226條

第1項、民法第256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解

除「溫泉花園」預售屋銷售契約。

	 惟丙交屋九年後才主張解除契約，此一怠於

行使權利之不作為，似可能讓相對人甲信賴

其不欲行使權利，而與誠信原則相違背。按

照交易習慣及社會通念，此一特別情事堪可

認定已該當權利失效之要件，丙此時解除

契約對甲顯失公平，應無理由（99台上1473

決、104台上1914決參照）。

4 法院雖得依職權酌減違約金，然不得依職權

調查違約金過高之事實

	 按違約金之酌減，其目的在於衡平當事人之

間的權利義務，實務上認為法院得依職權酌

減，無待當事人之請求（79台上1612例）。

惟違約金爭議係純涉私益，應受辯論主義

之限制。亦即，即便法院欲依職權酌減違

約金，甲就違約金是否過高及應如何酌減之

有利於己相關事實，仍應負擔舉證責任，法

院尚難依職權調查證據。法院應妥適運用闡

明權，命丙、甲就違約金酌減之爭點充分攻

擊防禦以做出妥適裁量，避免突襲性裁判

（103台上2232決參照）。

 

本題才配15分，架

橋之規定直接寫結

論就好，將重心放

在主要爭點為上。

 

沒耐心看完本書的

讀者應該可以發

現，就違約金酌減

之實體、程序爭

議，在後面的考古

題【99預試】也有

出現過，只是換個

方式問XD筆者在自

創題型刻意又出一

次，絕對不是因為

沒梗，而是希望藉

此讓讀者理解，就

算是相似的爭點，

也應該隨著配分多

寡以及考試時間限

制之不同，而考量

篇幅大小。本題一

題只配20分，但後

面的考古題卻配到

30分，當然篇幅也

要相應調整，才是

合理的作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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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參考

104年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之修正理由

一、本條之目的在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者為獲利而為惡意侵害，本條文為

模仿美國法制之懲罰性賠償制度，規定企業如故意或過失造成消費者損害，

消費者得要求超過所受損害額之賠償，試圖藉由跨越民法損害賠償以填補

損害為原則之法理，來提供消費者更優惠的賠償並試圖以此規定嚇阻不肖

企業，惟我國法院近年來解釋適用本條規定，態度過於謹慎保守，以至於

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不易成立，或是酌定數額普遍偏低，不足以充分制裁

或發揮嚇阻之功效，據台北地方法院一○一年度消字第一六號民事判決：

「我國消保法第五十一條所謂過失，應為目的性限縮而限於重大過失，亦

即當企業經營者顯然欠缺注意，如稍加注意，即得避免損害，有明顯應究

責之行為時，法院始課以懲罰性賠償金。雖有注意義務之違反，然尚非達

到重大過失之程度，自無消保法第五十一條之適用」類似見解亦見於高等

法院一○一年度消上字第八號民事判決。從法院判決中不難發現，實務運

作上往往將本條之過失限縮解釋為重大過失，使現行條文之立意大打折扣。

二、 如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因故意或過失致消費者有損害，而法院

於裁量時將過失限縮解釋為重大過失，導致消費者縱使透過司法途徑，亦

不能獲得合理之結果，乃援引我國民事法之責任體系，建立層級化之歸責

要件，將本條對於故意、重大過失及過失之規定明文化，避免司法裁量空

間過於模糊，修改懲罰性賠償金之懲罰範圍，將企業經營者因故意所致之

損害賠償額由三倍以下提高至五倍以下，增訂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賠償

額為三倍以下，明確區分故意、重大過失及過失之責任。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73號判決要旨

查有關兩造買賣系爭房屋之地磚瑕疵，可藉由修繕補正，並非不能補正之瑕

疵，乃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且系爭房屋係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交付，上

訴人於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始以存證信函催告完成修繕，屆時解除買賣契約，

復為上訴人所自認，其間相距達八年餘，依交易習慣及社會通念，倘許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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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3-1　　借地興學案

【改編自永年中學遷校案】

力爭上游的知名青年企業家某甲因自幼失學，為了回饋故里，以創辦人名

義向家鄉的乙鎮公所借用 A地興建丙私立高級中學（下稱丙私立高中），一
時傳為美談。然雙方並未明確約定借用期限。為了籌措建校基金，甲以自己名

義向好友丁無息借貸新臺幣 3000萬元，然丁想說既然借用人是自己換帖兄弟，
借用目的也是做公益，故未約定還款期限。20年後，隨著時光飛逝，儘管丙
私立高中確實培育許多英才，但 A地地價也跟著水漲船高。時任乙鎮公所之
新鎮長決定收回土地自用，未來打算興建商業大樓，因此向丙私立高中去函終

止使用借貸關係，訴請拆除現在仍有約一千五百名學子就讀的校舍，並請求返

還土地。丁之繼承人戊一聽到消息，深感甲可能會因此蒙受鉅額損失，屆時可

能拿不回借款，旋即向甲寄發存證信函，催告甲於函到後三個月內返還借款。

然甲忙於學校事務，迄今仍無回應。請問：

1 乙終止和丙之間的使用借貸關係並請求拆屋還地，有無理由？（20分）
2 如戊起訴向甲請求返還借款，甲於訴訟中抗辯戊之借用物返還請求權已罹

於時效，有無理由？（20分）
3 如法院於審理乙、丙之訴訟中，認為本案可能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有

無曉諭兩造之義務？（20分）
4 本案得否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如有適用餘地，應如何適用？法院應如何審

理？（30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關鍵字：

20年後，隨著時光飛逝，⋯⋯時任乙鎮
公所之新鎮長決定收回土地自用，未來

打算興建商業大樓

民法第 472條第 1項第 1款：「因不可
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

訴請拆除現在仍有約一千五百名學子就

讀的校舍，並請求返還土地

判斷乙終止借地關係是否構成「權利濫

用」之關鍵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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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丁想說既然借用人是自己換帖兄弟，借

用目的也是做公益，故未約定還款期限。

20年後，隨著時光飛逝，丁之繼承人戊一
聽到消息，⋯⋯旋即向甲寄發存證信函，

催告甲於函到後三個月內返還借款

關鍵在借用物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起

算時點，是貸與人定 1個月以上期間「催
告返還借款後」才開始進行，還是自「借

用物交付時」起算其 15年消滅時效？

法院於審理乙、丙之訴訟中，認為本案可

能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有無曉諭兩造

之義務

法院有無義務公開心證闡明兩造，就本

案有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為充分之攻防

及辯論？在現今的民事訴訟法特別強調

防止突襲性裁判的架構下，無疑應採肯

定見解。

本案得否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如有適用餘

地，應如何適用？法院應如何審理

1. 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
2. 得否運用情事變更原則將使用借貸變
更為租賃關係？

3. 情事變更原則之法律效果係一種「實
體法非訟化」，法院審理時應交錯適

用非訟法理。

本題是由經典的永年中學遷校案改編而成。第一小題，要考貸與人終止使用

借貸契約之事由及權利濫用之要件。第二小題，考的是「未定期限消費借貸契

約」關係中，借用物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起算時點，要注意實務見解及學說

不同意見。第三小題要考法院有無「法律見解之表明義務」。第四小題，要考「情

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及審理原則。

擬答  本題字數約1609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乙應屬權利濫用，不得終止使用借貸契約

	 依照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

物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本題乙於20年後因地價上漲，決定收

回A地興建大樓，應非其訂立契約時可得預知，故符合法定之終

止事由。

	 惟查如容認乙終止使用借貸契約，進而拆除丙所有校舍並命丙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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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4-1　　劫後餘生案

【改編自 101台大轉學考第 1題】

某甲居住於烏來郊區，民國 104年 9月間因颱風來臨大量降雨而在其住家
遭土石流活埋，逃離家園的甲之配偶乙於逃離災難現場前親見甲當時仍在住家

中，且住家遭土石掩蓋之事實，但事後挖掘並未發現甲之屍體。試問：

1 甲之配偶乙應透過何種程序，確定甲之死亡？（20分）
2 如透過該程序確定甲死亡後，數年後甲又生存歸來，但乙已改嫁，且甲留

下之財產乙已耗用殆盡，則其在財產上及身分上之效果如何？（30分）
3 某甲於失蹤之數年間向丙購買一台汽車，不料駕駛時未禮讓正在穿越斑馬

線的行人丁，疏未注意將之撞成植物人，則甲可否以當時法律上已確定其

死亡為由，主張契約無效或毋庸對丁負賠償責任？（15分）
4 若甲之抗辯無理由，則丁和其父母對甲得主張之民事上權利為何？（25分）

相關法條：

災害防救法第 47條之 1
對於因災害失蹤之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法院得

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

前項聲請，應於災害發生後一年內為之。

第一項之失蹤人，以法院裁定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確定死亡與死亡時間之裁定及該裁定之撤銷、變更，本法未規定者，準用家事

事件法宣告死亡事件之規定。

法院准許第一項之聲請者，應公示催告，並準用家事事件法第一百三十條第三

項、第四項、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其陳報期間，應定為自揭示之日

起三星期以上二個月以下。

題 型 分 析

本題關鍵字：

乙於逃離災難現場前親見甲當時仍在住

家中，且住家遭土石掩蓋之事實，但事

後挖掘並未發現甲之屍體

所謂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如果未發現

甲之屍體，代表甲為生死不明。必須要

想到死亡宣告的相關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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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4年 9月間因颱風來臨大量降雨
而在其住家遭土石流活埋

因颱風降雨遭土石流活埋，要想到是否構

成「失蹤人遭遇特別災難」。又本題有附

上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故讀者解題至此，

必須處理民法上之死亡宣告與該特別法

所謂「推定死亡」的關係為何。

數年後甲又生存歸來，但乙已改嫁，且

甲留下之財產乙已耗用殆盡
要問的是撤銷死亡宣告之效果。

甲可否以當時法律上已確定其死亡為由，

主張契約無效或毋庸對丁負賠償責任

問的是受死亡宣告者之權利能力、行為

能力、責任能力是否因死亡宣告受影響。

不料駕駛時未禮讓正在穿越斑馬線的行

人丁

注意不要忘記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構成民

法第 191條之 2的特別侵權行為。

疏未注意將之撞成植物人
問的是不法侵害他人成為植物人，是否構

成侵害間接被害人身分法益情節重大？

本題是以 101年台大轉學考之案例事實為雛形，並配合家事事件法及災害防

救法之最新修法所改編。儘管死亡宣告在以往是國家考試的冷門爭點，但關於

死亡宣告的要件、效力或撤銷後如何保障善意利害關係人之問題，卻是個橫跨

實體法與訴訟法的考點。更何況，在家事事件法修正通過後，該相關議題是否

會成為出題老師的新寵，值得關切。另要注意有學者就此議題有不同於通說之

見解，還請讀者注意。

擬答  本題字數約2504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本題乙得適用家事非訟程序宣告甲之死亡，

亦得向法院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

	 按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4項第1款規定，死亡宣

告事件為丁類事件。所謂丁類事件，係指就

家事事件中較無訟爭性，且當事人對於程序

標的無處分權之事件（立法理由參照）。又

死亡宣告事件，向來認為係為使受宣告人之

財產以及身分關係得迅速確定，牽涉多數人

 

家事事件法的立法

模式是，將各式各

樣的家事事件分成

五大類，並以該事

件訟爭性的有無以

及當事人對於程序

處分權的多寡作為

分類基準。例如甲

類事件，就都是當

事人間訟爭性非常

明顯，法院必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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