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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法 2民事訴訟法
近兩年民法國考考題，經常和新近實務見

解掛勾，除本書為各位整理的實務見解外，請

務必在考前多上網看看，是否有新選錄的具參

考價值裁判，避免考試時被突襲，只能看著隔

壁同學笑嘻嘻，自己哭唧唧。在文章的部分，

近年來純民事法域的文章一直相較其他科目來

的少（也可能因為老師們在忙修法），所以

近五年來的重要文章（時效、借名登記、違章

建築、代償請求權）等，行有餘力還是要接觸

下，尤其是實務有新見解的部分。最後在今年

指標性研究所考題上，仍然不出意外的考出代

償請求（台、政）、違章建築（台）、借名登

記（北），考生們一定要熟記有關爭點啊～

依民事訴訟法考古題之趨勢，複雜訴訟型

態（主體及客體合併、訴之變更追加、反訴及

訴訟參加等）、審理原則（處分權主義、辯論

主義及法院闡明義務等）、爭點整理、當事人

之訴訟上義務（適時提出之失權效及更新權限

制等）、舉證責任、證據調查（證明妨礙等）

及判決效力（既判力、爭點效及參加效等）為

出題方向的大宗，考生得從上述範圍開始確認

是否已經準備完全，尤其爭點整理，宜自行設

計版型，作答時謹慎地將題目提供的要素涵攝

進各階段中。雖然上個年度二試未出現家事事

件法的考題，仍不可偏廢。近年民事訴訟法研

討會討論的重點多放在爭點簡化協議，考生宜

熟讀相關爭點。另外，考生應注意和民法共用

題幹的出題趨勢，仔細閱讀題目，避免答題方

向錯誤而沒回答到實體法的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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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法重點解析

本次係修正證交法第14條第5項，增訂公開發行公司於編製年度財報時，須依主管機關規

定揭露公司薪資報酬政策、全體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等相關資訊揭露公司薪資報酬政策、全體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等相關資訊。

因我國企業盈餘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逐漸攀升，上市櫃公司董監事薪酬亦持續提高，

但國內勞工低薪問題持續存在，為使員工公平共享公司收益，並達成證交法第1條「發展國民為使員工公平共享公司收益，並達成證交法第1條「發展國民

經濟」之意旨，故提出公司編製年報財報時公開董監事薪酬，促使上市櫃公司訂定合理薪資，經濟」之意旨，故提出公司編製年報財報時公開董監事薪酬，促使上市櫃公司訂定合理薪資，

使員工得共享公司利潤，以落實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解決勞工低薪問題使員工得共享公司利潤，以落實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解決勞工低薪問題。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14條

Ⅰ 本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行人及證券商、

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

機關之財務報告。

Ⅱ 前項財務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作業程

序、編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商業會

計法第四章、第六章及第七章之規定。

Ⅲ 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

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

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

Ⅳ 前項會計主管應具備一定之資格條件，並

於任職期間內持續專業進修；其資格條

件、持續專業進修之最低進修時數及辦理

進修機構應具備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Ⅴ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依第二項規定編

製年度財務報告時，應另依主管機關規定

第14條

Ⅰ 本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行人及證券商、

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

機關之財務報告。

Ⅱ 前項財務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作業程

序、編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商業會

計法第四章、第六章及第七章之規定。

Ⅲ 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

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

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

Ⅳ 前項會計主管應具備一定之資格條件，並

於任職期間內持續專業進修；其資格條

件、持續專業進修之最低進修時數及辦理

進修機構應具備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Ⅴ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依第二項規定編

製年度財務報告時，應另依主管機關規定

證券交易法
109年修法部分
中華民國109年5月19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0900053581號令修正公布第14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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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與乙訂立買賣契約，將其所有之A地以1000萬元出賣與乙。乙預計將A地轉賣於丙，

價金1200萬元及其他細節大致談妥，正等待律師草擬契約書確認無誤後，再正式簽約

用印。不料，丁明知甲已將A地出賣於乙一事，但因經營事業擴廠需求，考量A地坐落

位置極佳，仍向甲表示，願以1500萬元高價購買A地。甲隨即以1500萬元出賣A地於

丁，已受領價金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丙知其情事後，乃拒絕與乙正式訂立A地買

賣契約。試問

1	乙得否向甲表示解除買賣契約，並請求賠償其不能轉賣A地於丙的利潤損失200萬

元？

2 乙得否不為上開請求，而向甲請求交付甲受領自丁的1500萬元價金？

3	乙得否向丁請求賠償其不能轉賣A地於丙的利潤損失200萬元？

台灣大學109法研所―民法B卷一Q01

民法
Civil  Law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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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型分析

此題測驗考生可歸責債務人給付不能

時，損害賠償之適用、代償請求權之類推適

用及侵害債權之侵權行為問題。實務對於交

易對價是否能類推適用代償請求權揭示之新

見解，105年台上字第2111號判決此一具參

考價值之民事判決一定需要點出。在二重買

賣之案型，需注意實務有判例認為第二買受

人若明知先出賣之事實，而故意唆使違約，

構成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見解。

▚ 擬答

1 乙得向甲表示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差

額200萬元（§§226、256、260）

1. 本案為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給付不能

⑴ 按民法第226條第1項：「因可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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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Civil  Law

A
R
T
IC

L
E

主題 篇名 作者 重要性

1 債編修正進度 臺灣民法債編修訂新動向（2020／05） 陳聰富 ☆☆☆☆☆

2
人格權侵害並非純粹經

濟上損失

人格權侵害的純粹經濟上損失？—簡評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民事判決
（2019／10）

陳榮傳 ☆☆☆☆

3
侵權行為消滅時效之起

算

侵權行為的消滅時效起算與完成時點

（2020／02）
謝哲勝 ☆☆☆☆

4
交易所得對價與代償請

求權

交易所得對價與代償請求權—簡評最高

法院105台上2111號民事判決（2019／12）
林誠二 ☆☆☆☆☆

5 房地所有權分離

房地所有權分離時之法律適用與類推適

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1377號
民事判決評釋（2019／12）

林誠二 ☆☆☆☆

6 夫妻間贈與及婚後債務
夫妻間之贈與和婚後債務—高本院99家
上184號判決評析（2019／10）

林秀雄 ☆☆☆

7 遺囑指定遺產分割 遺囑指定遺產分割之效力（2019／11） 林秀雄 ☆☆☆☆

1.	陳聰富／債編修正進度

	 臺灣民法債編修訂新動向，月旦法學雜

誌第300期

一、爭點

我國債編修正範圍、與現行法之差異

二、分析

1	消滅時效之修正

1. 起算時點改採主觀說、縮短時效期間

 民法修正草案第125條第1項：「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

知得行使權利時起，五年間不行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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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選試 Selected Subjects

財稅法
Fiscal  Law

S
e
l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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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科目導覽

財稅法在律師選考科目中，一直是最少人考的科目，老師們似乎希望帶動攻讀財稅法風

氣的想法，是以105、106、107年的題目都算基本簡單，可以說每一題都是未經包裝的觀念

題，評分上也相當寬鬆，甚至有聽過「背10個觀念上考場，沒念過也可以拿50」的說法。

但108年風向一轉，題目不再那麼簡單，改以實例包裝，雖然是換湯不換藥，基本考點

相似，但對只背觀念就上場的同學就稍顯困難了。而且稍稍出現了稅法各論爭點，例如108
年第二題、第三題，雖然都是一些法條題，但從考生的反應和成績上，能把握住的人似乎不

多。108年度律師考試第二試試題解析與評分要點說明108年度律師考試第二試試題解析與評分要點說明中也特別提到：

「本題（第二題）可以測出應考人對於稅法體系是否有基本認識，或只是靠背幾個抽象

的法律原則以應付考試，從而具有較高的鑑別度。」（偷懶被老師發現齁@@）

「（第三題）超過半數以上應考人，……，未能引用該有之稅法條文作為論述依據，

這對本科屬法律類科之專門職業的律師考試而言，難以想像，甚且還錯誤引用稅法基本原

則，……，顯見參與本次考試之應考人，有許多仍僅知悉稅法總論，對於稅法各論，對於所

得稅法條文之不熟悉與陌生程度，確實超過閱卷委員當初想像。」（超凶@@）

結論來說，財稅法從本來「意外地簡單」，稍微回歸到和其他選考科目差不多的難度，

所以沒學過稅法的考生們，不得再期待「二試前三天再讀，分數也不差」囉。但基本上各位

還是莫急、莫慌、莫害怕，基本原理原則的貫通、實務見解的熟悉仍然是最最最重要基本原理原則的貫通、實務見解的熟悉仍然是最最最重要，稅法

各論至少要求稍微看過法條，仍然有機會拿到不錯的分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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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解析

自108年迄今，財稅法中幾個重要的法律，稅捐稽徵法、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所得稅法、

贈與與遺產稅法、營業稅法，僅有所得稅法略有修正。修正之條文為第14條、第126條和第17
條。

1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26條」修正草案

薪資所得計算採「定額減除」或「特定費用減除」二者擇一擇優適用：

維持現行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即定額減除，108年度為新臺幣20萬元）方

式。惟若「得減除之特定費用」金額高於該「定額減除」者，納稅義務人得選擇自行舉

證，並將薪資所得核實減除該費用。

有關得舉證減除之特定費用項目，應符合⑴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必要、⑵實質負擔、⑶

重大性及⑷共通性4大原則，規範下列3項，各費用項目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薪資收入之

3%為限：

1. 職業專用服裝費

 職業所必需穿著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其購置、租用、清潔及維護費用。

2. 進修訓練費

 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識相關課

程之訓練費用。

3. 職業上工具支出

 購置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書籍、期刊及工具之支出。但其效能非2年內所能耗竭且

支出超過一定金額者，應逐年攤提折舊或攤銷費用。

這次的修法很明顯是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之出現，為兼顧租稅公平及簡政便民原

則，使薪資所得者不分行業類別，均得擇一、擇優適用，使薪資所得稅負更臻合理，符合

憲法平等權保護意旨。

2	「所得稅法第17條」修正草案

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無論是聘用看護、使用長照機構服務或由

修法最前線

108年修法部分
中華民國108年7月24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0800075041號令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4、17、126條所得稅法第14、17、126條

條條文；並自108年1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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