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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腦回收卡第 1 題從第 51 題開始畫卡

1. （

）一般我們到銀行開戶時，銀行會拿一些標準格式給我們填寫，填寫完相關資料後，即完成開戶手續，此
一標準格式，我們稱為定型化契約。下列關於定型化契約的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公平交易法》
的規定內容 (B)廣告文宣也是定型化契約的條款範圍 (C)房東為了使契約快速生效，可記載承租人自願
放棄審閱期間 (D)業者可依其特殊狀況訂定與中央機關不同的規定

2. （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裡面寫到：「各類作品以創作為主，各類不得臨摹。」臨摹是指照著他
人已經完成的作品來作畫、寫書法，可能是看著前人的作品來創作，也可能是將前人的書法放在宣 紙下
面描圖。請問：美術比賽禁止臨摹的原因，最可能是臨摹會產生什麼影響？ (A)無法展現學生的創作技
巧 (B)失去學生個人創作原創性 (C)侵犯原作者的著作財產權 (D)前人作品高貴且不可侵犯

3. （

）建中與明明於 2003 年 9 月 1 日結婚，建中婚前擁有財產 1,000 萬，財產總額為 5,100 萬，另有酒店欠款
100 萬。妻子明明婚前擁有財產 500 萬，婚後建中贈與 1,200 萬；政傑贈與結婚賀禮 500 萬，財產總額為
4,500 萬。建中由於忙於事業，慢慢地冷落了妻子明明，最終以離婚收場。兩人結婚時，如果沒有約定夫
妻財產制，請問：兩願離婚後，如無另外約定，在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方面，建中應給明明多少金額？
(A)850 萬元 (B)2,250 萬元 (C)2,000 萬元 (D)0 元

4. （

）據報導，某黃姓老翁涉嫌性侵弱智女子被判重刑，老翁不服而上訴，卻在上訴期間死亡，被害人家屬轉
而向繼承老翁財產的子女提出損害賠償 50 萬元，但老翁遺產只有 30 萬元，若老翁敗訴定讞，以下何者
正確？ (A)其子女須賠償全部 50 萬元 (B)其子女只須賠償 30 萬元 (C)其子女沒有損害賠償的義務
(D)其子女若未繼承遺產也要賠償

5. （

）黃輝宏 20 天前以網購方式買來了一支全新的名牌手機，卻愈用愈不順手，他現在可以退換貨嗎？理由是
什麼？ (A)不能，因為手機已經過了保固期 (B)可以，買東西本來就可以退換 (C)不能，因已經過了
《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 7 天猶豫期 (D)可以，因為還沒超過《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 30 天猶豫期

6. （

）20 歲的小文是依法來臺工作的泰國人，來臺工作幾年後，發現老闆給他的薪水遠比《勞動基準法》規定
的最低工資還少。小文對自己的薪資問題，是否有可以申訴或救濟管道？ (A)《勞動基準法》不保障外
國勞工，所以小文無管道可救濟 (B)小文可以向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申訴 (C)公平交易委員會可針對小
文的薪資問題仲裁 (D)小文可透過勞動部來爭取自己應有的薪資權益

7. （

）小豪在電視購物頻道上看到一臺期待已久的電腦降價了，於是拿起電話訂購，翌日電腦即送到家中，小
豪將電腦拆封後開始試用電腦。小豪的妹妹看到後便向他借用 2 天，妹妹將電腦交還小豪後又正常使用
了 3 天，但小豪發現電腦沒有想像中的好用，這時小豪的行為依據《消費者保護法》應有下列何項解
釋？ (A)小豪藉由電視購物之方式購買商品屬於「訪問交易」 (B)小豪已經超過《消費者保護法》規定
之審閱期間，不得將商品退還 (C)小豪觀看電視購物頻道時已有充分的思考時間，故購買後不得退還
(D)小豪無須附加理由說明或是負擔任何費用，即可解除契約

8. （

）兩人結婚勢必面對共同的經濟生活，其中亦包含夫妻財產的問題。依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夫妻之間的
財產制度該怎麼確立？ (A)在結婚時口頭約定，採用法定財產制 (B)如雙方沒有書面約定，就採共同財
產制 (C)在結婚時就應決定，婚姻中不能更改 (D)在離婚時才要決定，如沒有離婚就不用選擇

9. （

）約定的共同財產制是指雙方結婚後，原先各自的財產及婚後產生的財產都會變成共同所有，但有一 些
「特有財產」可以維持個別所有。下列何者屬於「特有財產」？ (A)婚前買的電視 (B)婚前買的手機
(C)婚後買的電鍋 (D)婚後買的冷氣

10. （

）結婚是指兩個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組成一親密性、排他性的生活體。兩人結婚勢必面對共同的
經濟生活，也容易產生夫妻財產的問題。依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如果兩人結婚當時，或婚姻關係存續
期間沒有特別說要採用哪一種制度，雙方的財產關係應由下列哪一種制度來界定？ (A)聯合財產制 (B)
共同財產制 (C)分別財產制 (D)法定財產制

11. （

）依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繼承 」這個法律事實的開始，是指被繼承人發生哪一件事情，繼承才會開
始？ (A)出生 (B)死亡 (C)滿 65 歲 (D)訂定遺囑

12. （

）繼承是人們留給家人最後的禮物，法律規定的繼承順序除了配偶外，分為四個順位。請問：四個順位排
序的依據，可能下列何者？ (A)依人數多寡，人數少的順位在前 (B)依親疏遠近，情感緊密的順位在前
(C)依親等關係，親等近的順位在前 (D)依年齡階層，年紀輕的順位在前

13. （

）臺灣魔術方塊多項盲解紀錄保持人洪啟倫， 2018 年在遮眼的情況下，以 24.80 秒鐘完成魔術方塊盲解刷
新紀錄，他將獨特的魔術方塊盲解公式等影片上傳 YouTube，但 2020 年一位黃姓男子採用該拆解公式並
錄製影片上傳，讓洪男認為著作權遭侵犯，多次向黃男要求回應，但黃男沒有理會，最後直到提告後，
雙方才和解。關於題文所牽涉到的著作權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洪男非魔術方塊的發明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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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權對黃男提告 (B)影片是透過 YouTube 公開，因此無著作權之保障 (C)黃男可主張自己的影片為
「合理使用」避免侵權 (D)洪男的影片被擅自重製，可主張智慧財產權受損
14. （

）著作權在我國受到許多保護，依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最為正確？ (A)年輕作家將其作
品出版，其著作人格權會移轉給購買者 (B)九把刀的作品內容屬於有體財產，受《著作權法》保障 (C)
大學教授可依規定，將其撰寫的論文內容授權他人引用 (D)小明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使用他人的著
作，必然犯法

15. （

）隨著民主法治觀念的散播，財產權保障的觀念已是多數民主國家的憲政價值，受到憲法和法律的充分保
障，如所有權、債權和智慧財產權等皆囊括其中。不過根據我國法律，一方面尊重私有財產權，另一方
面亦需劃定私人之間財產權行使的界限。請問：有關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的敘述，下列何者 最為正確？
(A)在買賣契約成立後，物品的所有權也跟著成功轉移 (B)假如將手機借給同學使用，則借用期間共享所
有權 (C)購買書籍則擁有該書所有權，可以任意重製或出版 (D)智慧財產權屬無形的財產，法律對其非
無限制保護

16. （

）私法自治原則，指個人可以依據其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係。除非法律上另有規定，私人
間的法律行為才會無效。請問：下列何者為 無效的法律行為？ (A)與鄰居針對運動比賽的結果對賭，後
來輸掉 10 萬元賭注 (B)爸爸決定將名下的空屋，出租給需要的人，以賺取租金 (C)某公司與新進員工
簽訂高於《勞動基準法》的基本薪資 (D)大華以 8,000 元買下阿明的舊手機，並約定要當面付款

17. （

）消費者透過「電視購物」或「網路購物」購買商品，於收受商品後反悔不買時，得於 7 日內做何處置？
(A)通知賣方未經同意不得解除契約 (B)解除契約但是必須負擔宅配費用 (C)解除契約並且無需負擔任
何費用 (D)直接丟棄商品無需負擔任何費用

18. （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我國制定了《消費者保護法》，
請問：有關該法的內容，下列何項敘述正確？ (A)定型化契約有審閱期間的規定 (B)網路購物皆可七日
無條件退貨 (C)同學之間的借貸亦受該法規範 (D)定型化契約不得自行增加條款

19. （

）定型化契約的使用，節省了許多交易時間，買方與賣方可迅速完成交易。下列有關定型化契約的敘述，
何者是正確的？ (A)《消費者保護法》有審閱期間的規定，讓消費者仔細審閱 (B)定型化契約由企業單
方面提供，消費者不可拒絕簽訂 (C)只要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定型化契約內容不受限制 (D)定型化契
約屬於任意規定，為消費者擬定並提供給企業的內容

20. （

）下列為家家週末所進行的消費行為，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的規 定和家人做出以下結論，何者最為正
確？ (A)門市銷售的手機經當場試用後購買，仍享七日猶豫期 (B)經由購物網站購買的生鮮蔬菜，不適
用七日的猶豫期 (C)店家簽約時以降價換取放棄定型化契約審閱期，合法 (D)美容展上被業務推銷的保
養品，不享有七日的猶豫期

21. （

）現代民法尊重每一個人的自主性，這就是所謂的「私法自治」，在私法關係中，個人因此可以自由選擇
與何人締結契約，並決定契約的內容和方式。請問：有關私法自治與其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國家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雙方基於自由意願下所簽訂的契約 (B)為保障消費者權益，透過網路購買的商
品皆有七日的猶豫期 (C)基本工資的設定，雖可保障勞動權益卻可能導致市場不均衡 (D)定型化契約列
出放棄審閱期的條文，經消費者同意後即生效

22. （

）高雄某保全公司龐姓員工，與公司簽訂責任制勞動契約，但契約書未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公司按責
任制給付的加班費，遠低於其平均時薪，龐姓員工提起訴訟，三審法院都以契約書未經核備並非無效，
判龐姓員工敗訴。龐姓員工聲請釋憲，大法官第 726 號解釋宣告雇主申請責任制，若未經地方主管機關
同意，則勞動契約無效。試問以下何者符合大法官此號解釋的用意？ (A)彰顯民法的私法自治與契約自
由原則 (B)地方政府應介入勞動契約以實現契約正義 (C)雇主向地方主管機關報備即可實施責任制 (D)
契約未經主管機關核備但法院仍可認定責任制的效力

23. （

）定型化契約讓商家和消費者交易的時候，不用鉅細靡遺約定各種細節，依照定型化契約的通例完成交
易。不過，政府對於定型化契約的內容，有時會要求應該記載哪些事項，或者不應該記載哪些事項，例
如：電影院以往禁帶外食，現在政府卻要求，除特定食物外，電影院在定型化契約中不能限制消費者攜
帶外食。請問：從「合理的契約自由限制」觀點來看前述的 規範，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A)政府不該限
制電影院和觀眾雙方的定型化契約內容，能不能帶外食看電影應由市場機制決定 (B)契約內容由電影院
和觀眾約定即可，如觀眾看電影想飲食，可以選擇其他間電影院 (C)電影院販售的食物通常價位較高，
如禁帶外食對看電影想吃東西的觀眾較不公平 (D)禁帶外食能避免吃東西的觀眾影響到其他觀眾，電影
院禁帶外食的規定並無不妥

24. （

）《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保障消費者在特定類型的買賣下，有 7 天的猶豫期間得無條件退貨。請問：下
列哪一種商品的消費者，受《消費者保護法》猶豫期間保障？ (A)網路訂閱的電子書 (B)商圈服飾店買
的衣服 (C)付費下載使用的手機 APP (D)電視購物頻道訂購的腳踏車

25. （

）現代社會中，定型化契約日益普遍，《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定型化契約，明文規定，契約中的條款有疑
義時，應如何處理？ (A)視為契約不成立 (B)應做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C)應以企業經營者的意思為
準 (D)契約效力應由法院裁定

26. （

）臺臺高中每日打掃時間都會由廣播社學生播放流行歌曲，小倫為了解這個行為有沒有侵害智慧財產權，
他找出《著作權法》有一條文的大意是：「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聽眾收取任何費 用者，得於活動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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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並發現著作權合理使用必須考量「使用占整體著作的比例」。以前述
規範判斷，下列哪個行為最可能侵害著作權？ (A)學校活動公開播放不同流行歌曲 (B)從 500 頁的著作
中，取 2 行文字放入小論文中 (C)在剪輯影片過程中，取用 80％的電影片段 (D)在音樂課上，唱著名
歌手的成名曲給同學聽
27. （

）畫家小丁畫了一幅「蘭嶼映象」送給朋友瑜瑜，瑜瑜收到後很開心，於是自己把「蘭嶼映象」大量複
印，分送給其他朋友，並將原作放在自己經營的餐廳。小丁知道後要求瑜瑜停止此項行為。關於兩 人的
敘述，下列何種可能在法律上最為合理？ (A)瑜瑜認為擁有這張「蘭嶼映象」的所有權，可以決定是否
複印 (B)瑜瑜認為複印時有標註這幅畫是小丁所畫，沒有侵權 (C)小丁認為這幅畫的作者是他，只有他
能決定畫要放在哪裡 (D)小丁認為這件作品的品質不是最佳狀態，不適合公開流傳

28. （

）忠忠在網路賣場放上一顆明星球員簽名球，由網友私訊開價，價格滿意就賣。阿全開出 1,500 元，忠忠
滿意這個價格，就跟阿全回覆成交，並詳談匯款和寄送資訊。過了一小時，小福開價 2,000 元，忠忠覺得
能多賺 500 元白不賺，便立刻請小福轉帳 、並將簽名球寄出給小福。阿全知道後，私訊給小福，表示忠
忠早已說好要賣給他，請小福還球。請問：從物權的特性來看，小福若要保留這顆球可以如何主張？
(A)這顆球現在是我占有，你無權占有 (B)這顆球我現在有使用權 (C)我比你優先取得這顆球 (D)我出
價比你高，自然有權拿到這顆球

29. （

）從《民法》立法到修正為現行的夫妻法定財產制中間超過七十年，當中隨著社會變遷及性別平等觀念發
展，現行法定財產制一改過去以男性為家庭財產管理之主的法制。關於現行法定財產制的敘述，何者正
確？ (A)結婚後雙方保有「特有財產」 (B)離婚後，丈夫不能向妻子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C)自由處分
金是指丈夫約定固定給妻子家務費用以外的金錢 (D)夫妻雙方有報告各自財產的義務

30. （

）有些夫妻希望共同生活，為了不區分彼此，夫妻財產制選擇共同財產制。在共同財產制下，雙方帶入婚
姻生活的財產，以及婚後產生的財產，原則上皆合併為共同財產，共同使用管理。但有一些「特有財
產」不用合併，而由其中一方單獨管理。下列項目中，哪些屬於共同財產制下的特有財產？ (甲)結婚後丈
夫購入的電視；(乙)丈夫選購的客廳桌子；(丙)丈夫使用的男性去油水；(丁)烘焙師妻子工作用的烤箱。
(A)甲丙 (B)乙丁 (C)丙丁 (D)乙丙

31. （

）一美與大同結婚已 20 年，後因個性不合、感情不睦而協議離婚。由於 20 年來一美一直都是家庭主婦，
大同則一直都是上班族，所以大同存了一些錢，此時一美在法律上可向大同請求在婚姻關係中兩人剩餘
財產差額的一半。請問：他們應是採取哪一種夫妻財產制？ (A)聯合財產制 (B)法定財產制 (C)共同
財產制 (D)分別財產制

32. （

）民法與個人的一生關係密切。下列關於《民法》中「繼承制度」的規範，哪些是正確的？ (A)繼承，以
繼承人「知悉」得繼承之時開始 (B)現行《民法》以「拋棄繼承」為法定繼承方式 (C)繼承人可以選擇
拋棄債務只繼承財產 (D)採取「限定繼承」時，繼承人應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

33. （

）某富婆生前自書遺囑，在過世後要將遺產全部送給其男友。在該富婆過世後，其男友與富婆的親生子女
為了遺產問題而對簿公堂。就我國《民法》規定，該富婆的遺產應如何分配？ (A)依據富婆遺囑，由富
婆男友取得全部遺產，其子女不能繼承 (B)富婆子女可要求其男友給予遺產中「特留分」部分的遺產
(C)尊重富婆遺囑，給予其子女「應繼分」，其男友則給予「特留分」 (D)富婆的男友並非其配偶，即使
富婆自書遺囑，其男友亦不得繼承

34. （

）小天是家中長子，父母在一場意外中離開，小天剛成年就擔起照顧三名弟妹的責任，也因為拉拔弟妹長
大，小天始終未婚無子。小天去世後留下 300 萬遺產，弟弟小明、未婚的妹妹小晴、已結婚的妹妹小雨
分別可以分到多少遺產？ (A)小明 300 萬、小晴 0 元、小雨 0 元 (B)小明 50 萬、小晴 50 萬、小雨 50
萬 (C)小明 150 萬、小晴 150 萬、小雨 0 元 (D)小明 100 萬、小晴 100 萬、小雨 100 萬

35. （

）阿信婚前用自己的名字買下一棟豪宅，準備要跟阿美結婚了，但他看到新聞 中，某藝人結婚二十多年面
臨婚姻觸礁、委任律師處理離婚程序與小孩監護權的問題、尤其是針對離婚時夫妻財產分配的爭議，讓
阿信陷入思考，此時阿信的朋友也開始七嘴八舌的給建議，以下哪些朋友的建議，是符合現行法律規定
的呢？
亮光：我建議不要用法定財產制，因為要是離婚，目前你名下的豪宅要讓出一半喔。
儷中：用法定財產制不錯啦，這樣你豪宅裡的空房間就可以租給我，不用阿美同意。
品圭：法定財產制可考慮，畢竟婚後財產各自管，只是要去法院書面登記比較麻煩。
碧桃：要是離婚，法定財產制也只平均分配剩餘婚後財產，豪宅還是你的，別擔心 。 (A)亮光、儷中
(B)儷中、碧桃 (C)亮光、品圭 (D)品圭、碧桃

36. （

）2020 年 2 月，全球因為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傳染，加上 疫情有不斷擴散的跡象，已引起預計出國的
旅客緊張，很多人現在不太敢搭飛機，造成許多原本要出發的旅行團臨時取消。針對各國的旅遊警示逐
步升高的情況下，以下關於旅客與旅行團解約的論述，何者正確？ (A)若是去年線上訂團的旅客，可主
張「通訊交易」無條件退費 (B)因是突發的疫情疾病，無法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保障權利 (C)在旅遊
契約中，訂有「任何情況均無法退費」也屬有效契約 (D)旅客若因為疫情而提出解約，旅行社可扣必要
費用後再退款

37. （

）財政部國庫署 2020 年 1 月時表示，2019 年無人繼承的遺產剩餘，合計金額達 8,025 萬元，為近 9 年金額
第 4 高。其中，最大筆 2,130 萬元是由一位郭女士遺留，她還留有黃金、不動產、飾品、股票等，同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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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繼承，改由國產署來處理。國庫署表示，根據規定，無人繼承的遺產，在公示催告期滿後，經清償債
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剩餘，就要歸屬國庫。根據國庫署的公告判斷，以下 哪些同學的解讀是錯誤
的？ (A)保仁：國庫署處理這些無人繼承的遺產，主要依據《民法》的法 律規定 (B)柏仁：郭女士遺留
2,130 萬元無人繼承，可能是她已沒有後代或親屬了 (C)建州：這些遺產無人繼承，可能是因為郭女士生
前已經辦理了拋棄繼承 (D)麗華：2,130 萬元無人繼承，可能是郭女士生前未立下遺囑指定繼承人
38. （

）小花買了新手機帶至補習班上課，他校同學某甲看到後假裝借手機把玩至教室外通話，趁小花忙碌不注
意時，快閃離去；後來經監視錄影帶確定某甲之形貌，於下次上課見到某甲時，小花與補習班人員已留
意並將欲逃跑之某甲抓回。依我國民事相關法律，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小花可依所有物返還請
求權，要求某甲交還手機並要求侵權的損害賠償 (B)小花為了懲罰某甲之偷竊行為，可要求某甲賠償手
機價值 50 倍之懲罰金 (C)由於補習班為案發場所，為保護商譽，班主任還可以提出侵權行為告訴 (D)
小花要求某甲歸還他拿走的新手機，某甲歸還手機就視同所有權的移轉

39. （

）剛考上大學的英湖到大賣場短期打工，但她發現她的時薪比男性工讀生少，僅有新臺幣 100 元，且不但
沒有勞保，也沒有拿到加班費。某天大賣場經理暗示英湖，如果她願意與他交往，可以將她調升為正式
員工。就英湖工作上遭遇的法律問題，若依我國法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英湖非正式員工，因此
不得主張受《勞動基準法》保障 (B)基於私法自治，法規不應介入英湖和賣場間的勞動爭議 (C)基於契
約自由，只要英湖同意，其時薪可低於基本工資 (D)若英湖與經理簽訂情人條款，在法律上屬於無效的
契約

40. （

）阿偉和同學討論到課堂中教授的契約概念，期間他提到，昨天去通訊行簽約時，看到店員拿出一份份契
約書，給每位辦理門號續約的顧客，上面記載的內容也完全一樣。下列有關阿偉簽約狀況的敘述，何者
最為正確？ (A)阿偉認為，在簽訂該契約內容後的七日內，他有權利可以無條件解約 (B)通訊行的員工
要求阿偉在 10 分鐘內審閱完合約，否則視同放棄審閱權 (C)阿偉與通訊行員工磋商的內容，和該份契約
之規定牴觸，則應依契約 (D)該契約若以電子化的方式呈現，如果阿偉已勾選同意，契約仍然有效

二、題組題(5 小題，每題 2 分，共 10 分 不倒扣)
◎小欽透過網站購買某牌手機，5 天後看到新聞臺報導該款手機陸續發生爆炸、自燃等問題，嚇得小欽立刻退貨。請
依據上述訊息，回答下列問題：
41（

） 請問：依據現行法規，關於小欽購買及退貨的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小欽於網路上的買賣
行為，受《公平交易法》的保障 (B)小欽在網路購買，除非該網站同意，否則不得退貨 (C)小欽
在網路購買，在收到商品的 7 日內，依法可以退貨 (D)小欽在退貨時，依法須說明理由，以免消費
者惡意退貨

42（

） 若小欽在提出退貨的二天前透過該手機下載了 2 款電子書，現在想一併提出退貨要求。但電子書業
者認為其符合法定的「合理例外情事」而拒絕退貨。依據現行法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只要
是在網路上購買的任何商品，皆可無條件退貨 (B)必須電子書購買後沒有開啟看過，才可以提出退
貨 (C)電子書性質上不易返還，小欽須支付一定的退貨費 (D)電子書是無形的數位產品，可排除
適用 7 日猶豫期

◎《著作權法》第 65 條指出，合理使用除了須符合《著作權法》其他條文規定，並用以下標準判斷：一、利用之目
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
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但是否為合理引用，常有爭議。例如：曾有名網紅以解析電影劇情聞名，他的創作模式是擷取電影片段進行剪接，
搭配自己的角度，以口白說明劇情。有時穿插評論，有時穿插嘲諷。這些創作被電影商視為侵權行為告上法院。該
網紅主張，自己的模式是「二次創作」，以原著作為素材、全部或部分改作，這種模式在串流頻道上常見，且自己
是合理使用那些電影片段。
請依據上述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43（

） 若以《著作權法》第 65 條的標準檢視，下列說明何者不正確？ (A)利用之目的：如果網紅的頻道
沒有營利，且沒有其他爭議就可能是合理使用 (B)著作之性質：如果網紅不剪輯電影片段，自製動
畫說明，即可能是合理使用 (C)占整體著作的比例：如果網紅擷取百分之五十的影片，但並未營
利，也算合理使用 (D)對原著潛在市場影響：如果觀眾看到網紅的影片，會激起去電影院看原作 的
慾望，可能為合理使用

44（

） 該網紅曾主張，自己是以評論目的，將電影片段剪輯，因此屬合理使用。《著作權法》的立法並沒
有嚴格規定任何情況使用他人著作，應事先取得授權，只要是法律範圍內的合理使用，大眾就可以
安心利用。哪一項是《著作權法》開放合理使用的目的？ (A)流通創作提升文化資本 (B)鼓勵創
作者繼續創作 (C)使創作者壟斷作品成果 (D)鼓勵創作者公開作品

45（

） 曾有一名網紅上傳影片後，被網友指出抄襲另一名網紅。兩部影片的要點幾乎相同，且關鍵語句的
呈現語氣雷同，被指涉抄襲的影片沒多久就 下架了。請問：如果想上傳自己拍攝的影片，並期待獲
得廣告流量分潤，以下哪一種做法，最能保障他人的智慧財產權？ (A)企劃發想時單線作業，不參
考他人作品 (B)同一議題換句話說，用不同排列組合呈現 (C)作品完成後，先搜尋市場上有沒有
相似成品 (D)放上免責說明，就能避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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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題(3 小題，第 1、2 題每題 2 分，第三題 6 分，共 10 分 不倒扣)
班級：

座號：

姓名：

(作答完請將此頁交回給監考老師)

以下是臺灣電視劇集《俗女養成記》角色介紹的部分內容：
一個永遠不像臺北女生的臺南女生，大學畢業後離開家鄉在臺北奮鬥了近
20年，與同居男友江顯榮論及婚嫁。某天，陳嘉玲與江顯榮兩人到家具行
陳嘉玲

選購多套家具，商定送貨日期並完成付款後離去。不料，家具送達後3
天，兩人大吵一架，於是陳嘉玲毅然決然放棄婚事、辭去臺北的工作，並
搬回臺南老家，與家人共同生活⋯⋯。
一位愛女心切的爸爸，與吳秀琴結婚後，未依法約定夫妻財產制，婚後育

陳晉文

有一女陳嘉玲與一子陳嘉明。在陳嘉玲小時候，陳晉文為了讓她上鋼琴
課，始終沒能汰換老舊的機車，一直到陳嘉玲長大後，才以分期付款的方
式購買一輛新的機車⋯⋯。
陳嘉玲的奶奶，在陳嘉玲回臺南生活一段時間後安詳辭世。陳嘉玲嫁到臺
北的大姑姑陳明玉，以及在臺中擔任國小老師終身未嫁的二姑姑陳明雅，

陳李月英

皆出席母親陳李月英的喪禮。陳李月英生前立下遺囑，希望以海葬的方式
辦理她的後事，並打算將她價值新臺幣1,800萬元的遺產平分給陳嘉玲與陳
嘉明⋯⋯。

陳義生

陳嘉玲的爺爺，在臺南經營金德興中藥行，是一個嚴肅正經的人。在陳嘉
玲北上工作期間過世。

1. 如果陳嘉玲在搬回臺南老家 前，向家具行要求退貨卻遭到拒絕。請依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店家需提供消費者審閱期間，陳嘉玲收到家具後有權在期間內決定是否購買
(B)陳嘉玲的家具是在家具行購買，因此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的猶豫期保障
(C)此買賣行為雖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但猶豫期已過，店家可拒絕退貨
(D)此交易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猶豫期規定，店家拒絕退貨對陳嘉玲顯失公平
2. 有關陳晉文新購機車的餘款與利息清償的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A)基於子女扶養義務，陳嘉玲需償還餘款與利息
(B)基於夫妻關係，吳秀琴需連帶負擔餘款與利息
(C)基於手足情誼，陳明玉需連帶償還餘款與利息
(D)基於契約自由，陳晉文需自行負擔餘款與利息
3. 依據 題 文 訊 息與我國《民法》繼承制度相關規定判斷，下列哪些人是陳李月英的 遺產 繼 承 人 ？ (3 分 )又 依 照 特 留
分之規定，陳李月英的遺產將如何分配（ 30 字內，3 分）？

1.
2.

（甲）陳嘉玲

（乙）江顯榮

（丙）陳晉文

（丁）吳秀琴

（戊）陳嘉明

（己）陳明玉

（庚）陳明雅

（辛）陳義生

A

B

C

D

A

B

C

D

遺產繼承人（請填寫代號）

遺產分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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