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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法 2民事訴訟法
近年題型變革之下，民法考題亦趨向兩大

題，其下各設兩到三題子題的出題模式。筆者

認為其實對於民法科目的準備上不會發生重大

影響，因為考題僅是將過去多個大題融合到同

一個事實底下，實際上要處理的爭點的數量及

質量與過去實際上相去不遠。民法的準備上就

是老話一句：充分檢討「請求權基礎」！題目

中給的線索都必須仔細推敲，再嘗試找出所有

的請求權基礎，並依照邏輯順序羅列下來。即

使與出題者見解不同，也能夠充分展現自己的

邏輯思考能力，老師給分也不會吝嗇的。

今年的新興議題（或回春的議題）有違約

金、情事變更、債權雙重讓與、時效問題及繼

承回復請求權等，老師的文章大多集中於此，

實務上也都有相應的釋字、決議或判決，考生

在勤讀教科書或參考書之餘，也要確實掌握

近年關注的議題。另外，新興契約類型也是一

個可以關注的焦點，隨著支付方式、工程契約

等新型態的日益發展，也極可能入題，考試時

如過遇到沒有思考過的法律關係，應先沉著冷

靜分析既已知道的契約類型，再進一步分析異

同，並運用立法原理、原則等論述。

民事訴訟法向為考生困惑之科目，且國

家考試近年多以「法院應如何審理」出題，使

考生不易掌握答題方向，作答時應留意題目所

出現各項事實，決定作答方向與爭點後，再為

作答。就爭點整理之部分，其涵蓋民事訴訟法

之整部，上從訴訟標的理論，下至舉證責任分

配，近年國家考試亦有爭點整理趨勢，考生宜

自行設計爭點整理版型，作答時予以套用，爭

點整理各階段拆開亦可為單獨考點。國際私法

考點曾出現在民事實體法，以及民事程序法之

題目，一試準備時應抓緊國際私法，二試就該

考點會附註條文，適切適用條文並涵攝即可。

家事事件法亦為考生頭痛之科目，作答時應掌

握家事事件法上位概念，即統合處理之必要、

與訴訟經濟裁判，個案適用法條時以各該事件

之性質予以評釋條文是否有調整之必要。實體

法與程序法交錯之部分亦應注意，諸如民法第

217條與有過失、第252條違約金酌減或第824

條第2項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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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法 4證券交易法
證交法的熱門考點相對於其他科目來說

較為固定，不外乎為公開說明書不實、財報不

實，其責任主體為何？是否可主張免責抗辯以

及內線交易之重大性為何？何謂消息明確之時

點？以及犯罪所得應如何計算等爭點。

不過，證交法近兩年來陸續都有進行修

正，讀者應注意修正條文之內容，並參照立法

理由以了解修法原因，在考場上才有足夠的理

由可以闡述。另外，從法研所題目以及老師的

文章中可以發現，老師們對於證交法第43條之

5第4項與公司法第173條之1之適用關係頗為關

心，應屬公司法與證交法交錯之熱門考點，考

生應多留意。

本年度公司法重點就是107年8月修正並於

同年11月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建議各位

考生務必熟讀新法內容，即便考場附有法條，

然為答題速度計，務必熟悉法條內容之運作及

其位置，始能臨場迅速引用並操作法條內容。

另，本年度公司法學者文章數量並不多，

反而是有較多受到重視的實務見解，應為本年

度考試可能的重點。另外，因公司法新修正，

建議詳讀本年度重要的新經濟部函釋，始能有

效準備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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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民國100年間承攬乙發包之下水道挖掘及接管工程，定作人乙於簽約時提供承攬

人甲該部分地層之地質鑽探結果為「一般土層」，預定完工期限為500個日曆天，承

攬報酬為新台幣5000萬元。甲原本設計以潛盾挖掘方式進行，但開始施工後，發現該

部分地層出現鑽探報告所無之「特殊岩盤」，為排除該高強度之特殊岩盤地質，甲因

此必須展延工期，並增加施工費用3000萬元。試問：

1 甲能否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向乙主張該增加之施工費用（承

攬報酬）3000萬元？請就現行法及比較法分析檢討之。

2 假使甲於該工程驗收完成後之五年，始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起訴聲請法院增加

給付，並主張該訴訟為形成之訴，民法並未設有權利行使之期間限制，有無理由？

台灣大學108法研所―民法B卷二Q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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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型分析

本題有兩個重點，一個是情事變更原則

的要件是否須嚴守法條上規定的問題，二是

情事變更增加給付請求權之性質與時效，兩

個都是很重要的議題，請讀者們多花時間掌

握。讀者在既有對於情事變更的了解上，除

了熟悉法條要件外，也要大致了解立法論上

有什麼爭議。另外，本題的第二個考點—

時效問題，近年也非常熱門，複習民法時，

務必各個章節都要注意時效之規定。

▚ 擬答

1 甲得否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情事

變更原則，向乙主張該增加之施工費

用，端視我國現行法及比較法對於情事

變更原則要件如何認定，以下分析之：

1. 現行法情事變更原則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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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民法（下同）第227條之2條規定，

契約成立後發生情事變更，非當事

人訂約時所得預料，且依原定效果

顯失公平時，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

給付。故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須限

於客觀上發生於契約訂立後之情事變

更，若於契約訂立前客觀狀態與嗣後

相同，則難謂有情事「變更」。

2. 比較法上分析

 惟若依上述嚴守法條要件之「客觀情

勢變更說」，以致「訂約前」雙方當

事人不知道已存在的事實，因而未列

入對價關係的考量之內，也不能主張

情事變更，如此是否符合契約正義，

顯有疑義。德國法民法第313條第1、
2項中規定，若於訂約前情事已經發

生變更，但一直到訂約之後才顯現出

來，或始為當事人所知悉，應亦包含

在情事變更原則之內，此係透過「交

易基礎喪失理論」解釋方法，將事實

上、法律上主觀交易基礎欠缺時，視

為情事變更，頗值得參考。

3. 本題情形之分析

 本文認為，僅嚴守現行第2 2 7條之2
規定，似已無法圓滿的處理實務上所

發生的情事變更問題，有必要於文義

嚴守與契約正義間，作出折衷妥善安

排，故應斟酌參考德國法精神。惟有

爭議的是，我國法未如德國法有該等

明文規定，如何適用，則有困難，有

論者認為得類推適用第227條之2；亦

有論者認為依誠信原則的解釋方法；

本文認為，以第227條之2立法目的以

觀，其似已明確排除純粹主觀交易基

礎欠缺的情形，適用或類推適用均有

與現行法扞格之處，故不妨依民法第1
條所稱之法理，適時調整引用德國法

見解為法理，以符合個案公平。

2	甲之主張無理由

1. 情事變更增減給付請求權與報酬給付

請求權性質不同

 情事變更增減給付請求權，係承攬人

於工作物完成後，因情事變更而有增

減給付之必要，其性質為形成權；而

報酬給付請求權則為請求權之性質。

前者是否有除斥期間似無規定，後者

之消滅時效依第1 2 7條第7款規定，

適用短期消滅時效兩年。若因有情事

變更，而在原訂報酬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後，再主張情事變更增減給付請求

權，承攬人得否以時效消滅抗辯，則

有疑問。

2. 甲之情事變更增減給付請求權已逾除

斥期間

 上述問題，實務上有不同看法，以下

簡單介紹之：

⑴ 有認為罹於時效者

 本說認為增減給付僅與原定給付義

務有「量」上的不同，權利性質並

無差別，故消滅時效之起算點應與

原報酬請求權一致，若原給付請求

權已罹於時效，則此增減請求權亦

同。

⑵ 有認為尚未罹於時效者，但未論及

除斥期間

 此說認為增減給付請求權為形成

權，因而新增的報酬請求權與原報

酬請求權時效均為兩年，但因為時

效起算時點不同，故新增的報酬請

求權係由法院判決時起起算，因而

未罹於時效。增減給付請求權行使

時點僅能依誠信原則或權利失效理

論限制之。

⑶ 有認為尚未罹於時效者，並確定除

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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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認為除斥期間係由原報酬給付請

求權罹於時效後兩年內，蓋情事

變更為例外救濟制度，且形成權本

身具有破壞性，若無除斥期間之限

制，則可能使當事人長期處於不安

定之法律關係，故得類推原給付義

務消滅時效，起算點則為原給付義

務時效消滅之日。惟亦有認為，該

除斥期間起算點應於承攬人請求相

關費用未果時，已為權利得行使

時。

⑷ 本文分析

 本文認為除斥期間應有限制為妥，

且應自承攬人得請其相關報酬時

起算，蓋不應放任除斥期間無限蔓

延，甚至長過原訂報酬請求權時

效，否則將顯不合理。本題中，甲

於工作物驗收完五年後始主張增減

給付，其係欲行使情事變更增減報

酬請求權，此一形成權之主張，雖

無明文規定除斥期間，惟為避免形

成權毫無限制，而造成法安定性上

危害，宜將該除斥期間類推適用原

定承攬報酬請求權之時效，以兩年

為限，甲於五年後始為此形成權主

張顯無理由。

▚ 考情分析

本題是文章題，但也值得準備國考的讀

者好好閱讀，因為最高法院在107年的判決

中，工程契約爭議佔了極大多數的案件，其

中情事變更原則的討論也非常多，所以無論

是學者或實務界的法官出題，情事變更原則

都會是非常好的題材。

▚ 參考資料

‧ 葉啟洲，臺灣民法上之情事變更原則，月

旦民商法雜誌第62期。

‧ 吳從周，從工程承攬契約的兩個實務案型

再思考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要件─以

【物價漲跌型】及【工期展延型】之相關

判決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153期。

‧ 陳聰富，論時效起算時點與時效障礙事

由，月旦法學雜誌第285期。

甲、乙兩人共有A地，應有部分各登記為二分之一，其二人約定甲在支付一定金額與

乙後得單獨使用該A地，甲遂在其上搭建B屋一棟，但該B屋因未符合建築法規，故自

始不得辦理登記。甲於民國90年2月13日死亡後，本應由丙、丁二人繼承其權利，應

繼分各二分之一，但丁卻主張自己為唯一繼承人，故於同年2月20日將甲就A地之二分

之一應有部分登記為丁一人享有，並自己使用該A地與B屋。民國108年1月10日，乙將

其就A地之應有部分出賣並移轉與知情之戊後，戊遂請求丙與丁兩人返還A地與自己，

丙此時始知上情，因而請求丁應返還B屋之占有，並塗銷A地二分之一應有部分之繼承

登記。試問：戊與丙之主張是否為有理由？

台灣大學108法研所―民法A卷二Q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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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篇名 作者 重要性

1 債權雙重讓與
債權讓與的效果─以雙重讓與時的優劣

決定之基準為中心（2018/09）
許政賢 ☆☆☆☆

2 僱用人之侵權責任 僱用人之侵權責任（2019/04） 游進發 ☆☆☆

3 無因管理類型
適法無因管理與不適法無因管理之分界

（2019/05）
向明恩 ☆☆☆

4 轉租法律關係 住居租賃轉租之效力（2018/10） 徐婉寧 ☆☆☆

5 違約金性質 違約金債權是否為從權利？（2018/11） 吳從周 ☆☆☆☆☆

6 清償地認定 種類物買賣契約清償地之認定（2018/09） 楊芳賢 ☆☆☆☆

7 因果關係中法規目的說
由違規停車交通事故談相當因果關係及法

規目的（2018/10）
楊佳元 ☆☆☆☆☆

8 聯合承攬行為 聯合承攬法律關係之定性與區辨（2018/08） 林誠二 ☆☆☆☆

9 管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之財產是否應分為特

有財產與勞力所得財產而異其權限─

與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財產權限之比較 
（2018/11）

戴東雄 ☆☆☆

10 剩餘財產分配

扶養債權債務與剩餘財產分配─評最

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4號民事判決
（2018/10） 

林秀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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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政賢／債權雙重讓與

	 債權讓與的效果─以雙重讓與時的優

劣決定之基準為中心，月旦法學教室第

191期

一、案例概述

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複雜，本文老師用

以下幾個問題來點明問題意識。

設甲（債權人）將其對乙（債務人）之

債權，先讓與丙（第一受讓人），後讓與丁

（第二受讓人），將產生下列問題：

1 甲所為第二次債權讓與之效力為何？

2 如甲、丙、丁均未通知乙，乙向甲清償

之效力為何？

3 如甲或丁通知乙讓與之事實，乙向丁或

甲清償之效力為何？

4 如丁先於丙而通知乙讓與之事實，乙向

丁或甲清償之效力為何？

二、爭點

債權雙重讓與的討論重點有二：

1 雙重讓與行為之效力，主要涉及第二受

讓人受讓債權之效力。

2 債權信賴之保護，主要涉及債務人受通

知後所為清償之效力。

三、分析

1 雙重讓與行為之效力

1. 無效說：本說之立論依據在於民法第

246條第1項本文，其認為第二受讓人

受讓的是不存在的債權，屬於標的不

能，契約無效。

2. 效力未定說：本說以民法第118條第1
項為立論依據，認為債權人作成第二

次讓與之處分行為時，對該債權屬於

無權處分，處分行為效力未定。

實務見解方面，最高法院一度採取無效

說，嗣後於105年第15次民事庭會議決

議，採取效力未定說1，決議作成後已統一

最高法院見解。兩說之區分實益在於，就

債權人與第一受讓人、第二受讓人之內部

關係，未取得債權之第二受讓人，如何向

債權人為主張？

2 債務人信賴之保護

 討論此爭議前，首應區辨的是，債權讓

與於債權人及受讓人間效力（內部關

係），與通知對債務人所生效力（外部

關係），係屬二事。又依民法第297條
規定，債權讓與時，讓與人或受讓人應

通知債務人，始對於債務人生效，因本

條規定，讓與人或受讓人均得通知債務

人，故引發後續複雜法律關係。老師歸

納出以下幾種類型：

1. 債務人均未受通知

 因債權讓與未通知債務人，故對債務

人不生效力，債務人得向原債權人清

償。

2. 債權人通知第一次讓與事實或第一受

讓人通知第一次讓與事實

 債務人於此情況僅得對第一受讓人清

償。

3. 債權人通知第二次讓與事實或第二受

讓人通知第二次讓與事實

 有認為，債務人得向第二受讓人清

1 105年第1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文字摘要如下：「在

債權雙重讓與之場合，先訂立讓與契約之第一受

讓人依『債權讓與優先性』原則雖取得讓與之債

權，但第二受讓人之讓與契約，並非受讓不存在

之債權，而係經債權人處分現仍存在之他人（第

一受讓人）債權，性質上乃無權處分，依民法第

一百十八條規定，應屬效力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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