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有獎徵答法律問題總整理 

1.罵人是「人渣」的代價可真高 

法律問題：蘋果日報97年6月25日報導高雄某大學的范姓學生，在校園裡騎機

車，被張姓系主任開車撞傷，因賠償談不攏，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罵

張主任：「這種人還配當老師嗎？簡直是人渣！」因而挨告。法院亦

判處拘役二十日確定。罵人是「人渣」的代價如何？ 

法律解析： 

一、范姓學生接受記者訪問，自知記者會將訪問的內容播出，使不特定的多數人

共見共聞，則仍然接受訪問，其談話便符合「公然」的要件。 

二、有些人講話，先講三字經，如果對方不以為意也就算了，但聽話的一方聽起

來，如果覺得人格遭受貶損，而有被侮辱的感覺，可就會有公然侮辱的問題。

罵人是「人渣」更會讓聽起來亂不是滋味的，更何況是學生罵老師「人渣」，

老師當然更有被侮辱的感覺。而學生在接受訪問時，罵老師是「人渣」，使

不特定的多數人共見共聞，便構成公然侮辱罪。 

三、公然侮辱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拘役，但拘役最高可處五十九日，所以，法院判

處范姓學生拘役二十日，仍屬輕判。而公然侮辱罪是屬於可易科罰金之罪，

如以每日九百元計算，拘役二十日也要繳納一萬八千元的罰金，所以，罵老

師是「人渣」的代價太高了。 

 

2.酒醉駕車的代價有多高？ 

法律問題：蘋果日報及中國時報於97年6月29日報導五名亞洲大學學生昨晨共

乘一輛自小客車，經台中市福林路時，駕駛失控甩尾衝撞停放路旁的

遊覽車，自小客車後方撞得稀爛，三人受傷，另名女學生當場即無生

命跡象，送醫急救仍不治。警方發現，駕車的男同學酒測值達0.73毫

克/公升，訊後將他依過失致人死亡、公共危險罪嫌送辦。酒醉駕車為

什麼容易發生車禍？他的刑責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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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析： 

一、一個人喝酒到一定程度之後，因酒精作用，會使人判斷能力減弱、腳步不穩、

肢體協調能力降低、意識模糊，甚至無法判斷，或陷於沉睡。呼氣中酒精濃

度如達 0.55mg/L（每公升 0.55 毫克） 時，其肇事率為一般人之十倍。如

果喝酒之後，客觀上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仍然駕駛車輛，自然容

易發生車禍。 

二、刑法公共危險罪之成立，主要是以「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而駕駛」為構成要件，究竟飲酒到什麼程度才算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而駕駛」，並不是以呼氣的酒精濃度作為唯一判斷的標準，通常警

察於查獲酒醉駕車後，除要求駕駛人測試酒精濃度之外，還會要求畫同心

圓，或走直線等其他客觀上判斷是不是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如畫的同心圓

彎彎曲曲碰到同心圓的邊線，講話不清，反應遲鈍等情形時，才認定是酒醉

駕車，且呼氣酒精濃度超過 0.55mg/L 之後，才會移送地檢署。 

三、本案駕駛人之呼氣酒精濃度是 0.73mg/L，已超過 0.55mg/L，所以，這位駕

駛的學生是犯了公共危險罪。又由於他酒醉不能安全駕車失控甩尾衝撞停放

路旁的遊覽車，造成三名學生受傷和一名學生死亡，他又犯了三個過失傷害

罪和過失致人於死罪。他以上所犯的過失傷害和過失致人於死罪，是一個過

失行為所造成，在刑法上，稱之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的過失致人於死罪處

斷。但所犯公共危險罪和過失致人於死罪，則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

併罰。 

四、這位酒醉駕的學生，除了要負以上的刑責之外，還要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因此，酒醉駕車的代價是相當高的。 

 

3.虛擬的網路婚姻，在「線上殺夫」也有罪嗎？ 

法律問題：中時電子報 97年 10月 25日報導日本一名四十三歲的女鋼琴老師玩

線上遊戲「楓之谷」走火入魔，與被害男子兩人所扮演的角色曾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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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中結婚，但是後來男子單方面宣告「離婚」，突然被「休」掉的女

老師氣憤不已，於是在五月中旬擅用線上「前夫」的帳號和密碼入侵

遊戲中，並殺掉他在遊戲中的角色。「前夫」發現自己的角色從遊戲

中消失，因不滿苦心培養了一年的角色被殺而怒向警方報案，警方尋

線查出是女老師所為，而逮捕女老師。以我國刑法而論，女老師有犯

罪嗎？ 

法律解析： 

一、沉迷於線上遊戲會使人走火入魔，本案例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但線上遊

戲中，因扮演角色而結婚的夫妻，不過是虛擬的角色，並不是日常生活中真

實的夫妻，因此，隨時可因一方拒絕再扮演該角色，而「離婚」，被宣告「離

婚」的一方，也不過是不再扮演該角色而已，畢竟都不是真實生活中的「離

婚」。 

二、本案的女老師因遊戲中的「丈夫」曾將帳號及密碼告訴過她，竟於被宣告「離

婚」之後，一氣之下，利用「前夫」的帳號及密碼，進入遊戲中，並殺掉「前

夫」在遊戲中的角色，便是無故使用他人之帳號、密碼，侵入他人電腦，依

我國刑法規定最高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日本，則是觸犯了《禁止不

當駭客入侵法》，所以，也有處罰的規定。 

三、玩線上遊戲卻產生「線上婚姻」，復因「婚姻不合」，而發生「線上殺人」，

進而發展成刑事案件，到目前為止，還是第一個案例。女老師走火入魔的結

果，淪落到被警方逮捕而影響現實生活，受到最大傷害的是走火入魔的本

人。不過，輕易將自己的帳號和密碼告訴他人的行為，也可能讓自己在網路

發達的現代身陷危機。 

4. 騎機車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載物： 

1.小型輕型不得超過二十公斤，普通輕型不得超過五十公斤，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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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八十公斤。 

2.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 

3.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十公分。 

4.長度自座位後部起不得向前超伸，伸出車尾部分，自後輪軸起不

得超過半公尺。 

（二）載人： 

1.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者，得附載一人。 

2.附載坐人不得側坐。 

3.駕駛人及附載坐人均應戴安全帽。 

 

5.存習不能賣 

法律問題：聯合報97年11月17日報導80歲老先生吳流被詐騙集團騙光6萬元積

蓄，留遺書給兒子交代後事，檢警查到賣帳戶給詐財集團的人頭許良

順，決定對他求重刑。賣人頭帳戶是怎麼處罰的呢？ 

法律解析： 

一、就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來說，到郵局或銀行開戶，目的在於存款或提款，都是 

為自己管理資金，並不會想到要賣存摺，或是有人表示要買存摺時，想要賣 

掉存摺。所以，存摺是存款及提款之證明，不是買賣的標的物。 

一、詐騙集團行騙的目的在於使被騙的人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將其帳戶內之存

款匯至指定之帳戶，詐騙集團為避免自己被查獲，便使用人頭帳戶，該人頭

帳戶是登報購買的，或是找到人頭之後，跟人頭講好，開一戶五千元或一萬

元，再帶到郵局或銀行開戶，開戶完成取得的存摺及密碼便交給詐騙集團作

為詐騙指定存入的人頭帳戶，因此，出售存摺的人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行騙，

但其帳戶幫助詐騙取得詐騙的金錢，所以，他是詐騙集團犯詐欺取財罪的幫

助犯。 

二、依刑法規定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而詐欺罪之法定刑

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既規定「得」減，則法院可減，也可以不減。本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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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鑑於出售存摺的許○○，為貪圖小利而害人匪淺，而具體求刑八月，其

實還不算是求處重刑。 

 

 

6. 酒醉駕車危險多多 

法律問題：蘋果日報九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報導台北縣某王姓男子昨晨五時許，獨

自駕車行駛三重市的中山橋，到一處匝道口時，整輛車衝上匝道分隔

島，猛力撞擊分隔島上的號誌桿，當場車頭嚴重變形卡在號誌桿上，

警消趕到，王男口、鼻、耳朵冒血，已無生命跡象，被救出送醫仍不

治。警方表示，王的酒測值高達1.47（標準值為0.25），懷疑是酒駕

高速自撞身亡。為什麼酒醉駕車危險多多？ 

法律解析： 

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飲用酒類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時，不得駕車。如果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55毫克時，更會

移送法辦。 

二、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之違背安全駕駛罪，係「抽象危險犯」，不以發

生具體危險為必要，其所稱「不能安全駕駛」係參考德國、美國標準，就呼

氣達每公升0.55毫克（0.55MG/L）或血液濃度（0.11%）以上，肇事率為一

般正常人之10倍；臺北榮民總醫院亦認為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毫克

時，將致人體反應較慢、感覺減低、影響駕駛等情形。綜合國內和國外之研

究資料均顯示酒醉駕車確實危險多多。 

三、通常警察攔截發現疑似有酒醉駕車情形時，除了酒測之外，還會觀察走路及

說話之情形，並畫同心圓，如果說話顛顛倒倒的，走路沒有辦法走直線，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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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又不連續或超出格線，就可以證明確實酒醉駕車。而酒醉之後，開車撞上

護攔或是發生車禍，也是不能安全駕駛之證據。 

  

 

7. 

 

 
■：既是締約國又簽署了條約的國家 
■：締約國並即將簽署條約的國家 
■：締約但拒絕簽署的國家 
■：態度未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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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頂樓加蓋，不因課稅而合法 

法律問題：據報導頂樓加蓋的違章建築取得成本低、投資報酬率高，不少人喜歡

購買頂加違建，改裝成出租套房，北市某公寓屋主，去年光靠出租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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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套房，年收入就破百萬元。但一旦買到「新違建」，即遭建管處查

報拆除，血本無歸。為什麼有繳稅的違建還會被拆除呢？ 

法律解析： 

一、屋主實質使用違建，就得按照「房屋使用價值」被課稅，但違建並不會因為

被課稅而成為「合法建築」。 

二、新、舊違建的命運也大不同。以台北市為例，按照「台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要 

點」規定，1994年 12月 31日前建造的頂加違建屬於緩拆的「既存違建」，

雖不會立刻被拆除，但必須列管，危害公共安全才會立刻被拆；「新違建」

就沒有這麼幸運了，1995年之後的新違建只要被查報，就會立刻拆除。且

建管處違建查報隊不會因為買方是「善意第三者」就不拆除。 

三、各縣市新、舊違建拆除情形大致如下： 

．台北市：1994年 12月 31日前的「既存違建」緩拆。其餘即報即拆。 

．台北縣：優先拆除施工中、拆後重建的新違建，若影響公安、環保的舊違建也

優先拆除；1968年前的舊違建列管。 

．台中市：1998年 10月 1日前的「既存違建」緩拆。其餘即報即拆。 

．台南市：2007年 7月 1日後，建築使用執照發放時會順便強制檢查違建，若

發現則立刻拆除；舊違建則即報即拆。 

．高雄市：新違建即報即拆，1995年 6月 30日前的「既存違建」拍照備存，分

年分期逐步拆除。 

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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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為什麼金管會想要禁止兒童死亡保險 

法律問題：聯合報98年4月14日報導立法院財委會關切兒童保單該不該禁止或

檢討、喪葬費用如何調整，金管會主委陳冲說，他個人贊成全面禁止

兒童死亡保險。為什麼要禁止兒童死亡保險呢？ 

法律解析： 

一、陳冲認為一般保險的精神在於，預防「家庭賺麵包」的人發生意外時，可提

供經濟支援；但是「兒童不是賺麵包的人」，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因此他

傾向禁止兒童死亡保險，兒童如有保險需求，可投保健康險或儲蓄險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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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保單。 

二、名律師陳長文在媒體投書指出，保險法規定，十四歲以下兒童不能給付死亡

理賠，只能給「喪葬費用」；但金管會訂定的「喪葬費用」高達兩百萬元，

可能導致父母為了詐領喪葬費而狠心殺子。金管會與兒童保單可能成為是殺

害兒童的「幫凶」。 

三、保險所擔當者為危險，在客觀上係「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以，

危險之發生不僅須不確定，非故意，且危險及其發生須為適法。而保險契約，

乃最大之善意契約，首重善意，以避免道德危險之發生。陳沖認為兒童沒有

自我保護的能力，與陳長文認為金管會訂定的「喪葬費用」高達兩百萬元，

可能導致父母為了詐領喪葬費而狠心殺子，其實，都是從避免道德危險之發

生的保險契約本質所表示的意見。凡契約之訂立及保險事故之發生，有違背

善意之原則者，保險人即得據以拒卻責任或解除契約，換言之，如果兒童的

父母為詐領保險費而先訂定兒童死亡保險契約，再狠心殺子，一旦查明，保

險公司是可以拒絕理賠或解除契約。 

 

16.為什麼眼瞎了，保險公司還不理賠？ 

法律問題：TVBS十月廿一日報導彰化一名粟姓遊民，被人帶往大陸弄瞎眼睛，

回台後申請高達二千五百萬的保險金，但保險公司拒絕理賠，為什

麼？ 

法律解析： 

一、保險契約是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

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保險擔當的危險，在客

觀上係「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故危險之發生不僅須不確定，非故

意，且危險及其發生須為適法。所以，保險契約，是最大的善意契約，以避

免道德危險之發生。凡契約之訂立及保險事故之發生，有違背善意之原則

者，保險人即得據以拒卻責任或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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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保險公司調查結果，是粟姓遊民因為缺錢花，和人合謀詐領保險金，他

自己還扮演被害人角色。因此，粟姓遊民是為了領保險金而投保，並為了領

保險金而與人合謀以人為的方式造成其右眼失明。換句話說，其右眼失明是

故意造成的，並不是「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以，與保險的本旨

不合，保險公司可以據以拒卻責任或解除契約。 

三、以人為方式造成保險事故，如本案的粟姓遊民以人為方式使其右眼失明，再

向保險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主觀上有得到保險金的意圖，客觀上是使用詐

術，有意使保險公司陷於錯誤，而交付保險金，便構成刑法上的詐欺取財罪。

所以，粟姓遊民除了疚由自取外，還因犯了詐欺取財罪，而被判了八個月的

有期徒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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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餐廳服務生不小心灼傷客人，餐廳要賠錢 

法律問題：蘋果日報報導男子黃清和四年前到台北市山河屋日本料理餐廳用餐，

因服務生點火不慎，致小火鍋酒精膏噴濺到黃男身上，造成黃男上半

身著火，並二度灼傷，黃男不滿山河屋一毛未賠，打官司討公道，台

北地方法院判山河屋與江店長應賠償黃男醫藥費、慰撫金及懲罰性賠

償共一百二十五萬餘元。餐廳服務生不小心灼傷客人，餐廳要賠錢

嗎？ 

法律解析： 

一、據報導這起意外發生於九十三年九月間，黃男與友人到山河屋用餐時，服務

生在人潮洶湧的店內，點燃小火鍋的酒精燈，不慎將鍋底的酒精膏噴濺到黃

男的上半身，致其臉、頸、胸及雙臂二度灼傷，至今傷口仍疼痛且無法排汗。

刑事部分，法官認為江店長負責現場，及服務生的管理訓練，並有維護顧客

安全義務，服務生疏失燙傷黃男，江店長及服務生都要負責，而判處兩人罪

刑。 

二、黃男不滿的是山河屋一毛未賠。但民法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法院也因此判決山河

屋與江店長應賠償黃醫藥費、慰撫金及懲罰性賠償共一百二十五萬餘元。所

謂的「連帶」損害賠償，則沒有先後的順序，萬一判決確定後，山河屋與江

店長兩人都不賠，而必須強制執行時，黃男可選擇先執行山河屋的財產，也

可選擇先執行江店長的財產，也可以同時對兩者的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只是

執行後，對他方有求償權而已。 

三、依蘋果日報提供的使用酒精膏安全須知如下： 

．侍者添加酒精膏、點火時，最好人先暫離座位 

．自行添加酒精膏時，須先確定無餘火 

．酒精膏燃點低，最好在器皿冷卻時添加 

．以長形點火槍點燃，不要使用一般打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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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染色的酒精膏，外濺時較易發覺 

．存放遠離火源 

  
 

19.為什麼撿到東西，沒人認領，就可以歸拾獲者 

法律問題：華視 98年 1月 16日報導去年七月份，一名家境清寒的謝姓女碩士生

在台中市街頭撿到十萬元現鈔，她站在街頭等了十多分鐘，等不到失

主，把錢送到警察局，經過半年公告招領期滿，無失主認領，依規定

這十萬元將全數歸拾這名女碩士，她開心的說這個過年紅包真大。為

什麼撿到東西，沒人認領，就可以歸拾獲者？ 

法律解析： 

一、民法規定拾得遺失物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拾得遺失物者，應通知其所有人。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所在不明者，

應為招領之揭示，或報告警署或自治機關，報告時，應將其物一併交

存。 

（二）拾得物經揭示後，所有人不於相當期間認領者，拾得人應報告警署或

自治機關，並將其物交存。 

（三）遺失物拾得後六個月內，所有人認領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機關，

於揭示及保管費受償還後，應將其物返還之。前項情形，拾得人對於

所有人，得請求其物價值十分三之報酬。 

（四）遺失物拾得後六個月內所有人未認領者，警署或自治機關應將其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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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拍賣所得之價金，交與拾得人歸其所有。 

二、從以上民法規定之程序可知如果知道是誰掉的東西時，應通知所有人，如果

不知道是誰掉的東西時，則應先辦招領，或報警，於報警時，並要將拾得之

物品交給警察機關。如果所有人認領時，拾得人可以要求所有人給與拾得物

價值十分之三的報酬。如果辦招領後六個月，所有人均未認領時，拾得物就

歸拾得人所有。本案女碩士拾得十萬元現金後，雖依上述程序辦理，並由警

察局辦理招領，但所有人未於六個月內認領，依民法規定女碩士即取得該十

萬元。 

 
 

20.未繼承遺產，子不需還父債 

法律問題：蘋果日報九十八年十一月廿四日報導某兄弟姊妹五人，小弟、小妹兩

人十六年前瞞著三個兄姊，向銀行借二千五百萬元，還偷偷請父親做

連帶保證人。後來，父親過世，因無遺產，三兄姊未向法院辦理拋棄

繼承。債權銀行和法院卻於今年查封三兄姊的不動產和存款，才發現

父親幫忙做連帶保證人，倒欠一屁股債。現在三兄姊該怎麼辦？ 

法律解析： 

一、我國民法於九十八年修正，修正前，如未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時，繼承人自

繼承時起，繼承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換句話說，被繼承人有財

產時，固然可以繼承財產，但有債務時，繼承人也要繼承債務，要負清償的

責任。 

二、九十八年修正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固亦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

利、義務；但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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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而不再概括繼承，也不再父債子還了。 

三、但本件三兄姊的問題在於父親死亡時，不知父親有幫小弟、小妹作連帶保證

的連帶保證債務，認為父親既然沒有遺產，也沒有債務，也因此沒有向法院

辦理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致債權權銀行聲請查封三兄姊的不動產。 

四、不過，民法繼承編修正後，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一條之三第三項規定繼承在

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對於繼

承開始以前已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由其繼續履行債務顯失公

平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因此，三兄姊便可以債權銀行為被告，

向法院提起「確認債權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履行債務顯失公平，未來

法院若判決可限定繼承，便可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21.賣仿冒品的民刑事責任相當可觀 

法律問題：華視98年4月13日報導前ＳＯＧＯ專櫃陳小姐販賣仿冒柏金包，艾

瑪仕公司跨海求償新台幣二億五千萬元。販賣仿冒品應負那些民刑責

任呢？ 

法律解析： 

一、依商標法規定明知為仿冒之商品而販賣者，最高可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二、又商標法規定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商標權人請

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填補商標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二、依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三、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

品之零售單價五百倍至一千五百倍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

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因此，商標權人於查獲有侵害其商標權之行為時，

就有可能擇其中最高額請求損害賠償。 

三、商標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並得另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四、而販賣仿冒商標之商品，如比照真品之價格而販賣時，則另犯詐欺罪，於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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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刪除連續犯以後，採一罪一罰，最高可判三十年有期徒刑，所以，不要以

為販賣仿冒品之單一犯罪的法定刑，只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數罪併罰的

結果，仍可能被判重罪。而買到仿冒品之消費者，亦可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請求損害賠償。 

五、綜上，可見販賣仿冒品者，雖懷著僥倖的心理，暫時圖得價差利益，但一旦

被查獲，應負的民事及刑事責任則相當可觀。 

 
 

22.遲交信用卡款為什麼要支付循環利息又要交違約金 

法律問題：TVBS報導遲繳信用卡費當心賠大了！消基會根據國內20家銀行做調

查發現，假如有1001元卡費遲繳，哪怕只是晚了一天，最高可罰到450

元的違約金，將近是卡費的一半，換算成信用卡的利率來估算，高達

百分之1萬6千多，比信用卡循環利息20%的上限還要高。但事實上

兩者都要付，為什麼？ 

法律解析： 

一、違約金是約定繳款延滯時消費者應付之金額，也就是說未在指定之日期繳款

時，就要付違約金。消基會調查結果，如果持卡人有1001元卡費沒繳，延

遲1天馬上開罰，渣打銀行收450元的違約金，將近是卡費的一半，換算成

年息來估算，等於是16425%的年利率；另外，中信銀、新光銀，還有台北

富邦銀行，則是要罰3百元違約金，轉換成年利率也超過百分之1萬多，都

相當的高。 

二、循環信用是以信用卡作為延伸信用之彈性繳款方式，屬一種短期貸款的理財

工具。當無法或不願一次付清帳單上的金額時，可利用循環信用功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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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貸款，方便持卡人可提前享受高品質生活，依自己的償還能力，分月付

清消費金額，讓個人的理財有較大的彈性和空間。 循環信用的計息方式，

有別於一般貸款的年息計算法，大都是採按日計息，利息約為年利率12-20%

不等。所以，循環利息是對未支付的信用卡款所計算的利息。 

三、如於簽約時，約定：「持卡人未於期限內繳足應繳最低金額或遲誤繳款期限

時，仍應依約計付循環信用利息，並按月計付違約金。」則消費者遲繳信用

卡費，要繳循環利息又要支付違約金，等於是被剝了兩層皮。 

 

23.買到漏水的中古屋怎麼辦？ 

法律問題：文華買了一間中古屋，卻發現牆壁濕濕的，還有一股臭味，雖然用油

漆重新刷過，不到幾天又出現。像這類的情形，是否可以主張買賣之

瑕疪擔保責任？如果可以的話，可以請求減少房屋價金嗎？可以要求

前屋主修繕嗎？ 

法律解析： 

一、民法規定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

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

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

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換句話說，無關緊要的小問題，不得當作瑕疪，此外，

有影響到價值（如違章建築的價值很少或根本不能主張它的價值）或通常效

用（如供一般住家使用）或契約預定效用（如供商店或醫院使用）的問題，

便可以認為是瑕疪。 

二、又民法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

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

少價金。本案買到漏水的中古屋，又有一股臭味，如果嚴重的話，可能可以

主張是影響通常效用的瑕疪。但只有漏水濕濕的有一股臭味，如果要主張解

除契約，依一般人的觀念，可能有失公平，因此，僅可以請求減少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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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買主不妨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或請賣主修繕，尋求比較經濟且快

速的解決方式。 

 

24. 

 

 

25. 申請閱覽國稅局澎湖縣分局檔案的方式，可採用書面申請，也可以網路線上

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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