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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民法大纲 本要求 全面把握民法的体系，理解民法的各项制

度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联系，尤其是民法总则对民法的

各项具体制度的指导作用以及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之间的联

系；准确掌握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能够

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对各类民事行为的性质及其所形成的关

系进行准确的分析；综合运用民法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法律规

定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并得出有依据的结论 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 民法的概念 民法的含义（形式上的民法与

实质上的民法 广义的民法与狭义的民法 民法典与民法通则） 

第二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 民法调整的对象 人身关系及其特征 

财产关系及其特征 第三节 民法的渊源 民法渊源的含义 制定

法（民法通则经及民事单行法 国务院制定发布的民事法规 地

方性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解释规范性文件 国际条约中的民

法规范） 习惯 第四节 民法的适用范围 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 

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民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民法的

生效和失效 民事法律规范的溯及力问题） 第五节 民法的基本

原则 基本原则的含义 平等原则 自愿原则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

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第六节 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

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权利（民事权

利的概念 财产权与人身权 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 

绝对权与相对权 主权利与从权利 原权利与救济权专属权与非



专属权 既得权与期待权） 民事权利的救济（民事权利的公力

救济 民事权利的自力救济） 民事义务（民事义务的概念 法定

义务与约定义务 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 基本义务与附随义务）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合同责任、侵权责任与其

他责任 财产责任与非财产责任 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 单独责任

与共同责任 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 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

平责任） 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 事件 行为） 

第二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与公民

（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的概念）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然

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自然人民

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自然人民

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 对成年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 第三节 自然人的住所 

住所与居所 住所的设定与变更 户籍与身份证 住所的法律效果

第四节 监护 监护的概念 监护人的设立（法定监护 指定监护 

委托监护） 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的终止 第五节 宣告失踪与宣

告死亡 宣告失踪（宣告失踪的概念 宣告失踪的法律要件 宣告

失踪的效力 失踪宣告的撤销） 宣告死亡（宣告死亡的概念 宣

告死亡的法律要件 宣告死亡的效力 死亡宣告的撤销） 第六节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的概

念 个体工商户的特征） 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

概念 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特征）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的财产责任 第七节 个人合伙 个人合伙的概念 个人合伙的财

产关系（合伙的出资 合伙财产）个人合伙的内部关系（合伙

事务的执行 入伙 退伙） 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个人合伙的终



止 第三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概述 法人的概念和特征 法人应具

备的条件 法人的分类（民法通则的分类 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 本国法人与外国法人） 第二节 法人的能

力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特征 法

人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法人的民事责

任能力 第三节 法人机关 法人机关的概念 法人机关的类型（

意思机关 执行机关 代表机关 监督机关） 法人与法人分支机

构 第四节 法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 法人的设立（法人设立的

概念 法人设立的方式 法人设立的要件） 法人的变更（法人变

更的概念 法人的合并与成立） 法人的终止（法人终止的概念 

法人终止的原因 法人的清算）法人的登记（登记的概念 登记

的类型） 第五节 法人联营 联营的概念 联营的形式 联营规避

行为的效力 第四章 物与有价证券 第一节 物 物的概念和特征 

物的分类（动产与不动产 流通物与限制流通物 特定物与种类

物 可分物与不可分物 消耗物与不可消耗物有主物与无主物 主

物与从物 原物与孳息 ） 货币 第二节 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的概

念和法律特征 有价证券的类型 常见的有价证券（票据 债券 

股票 提单 仓单）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民事行为与民

事法律行为概述 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的特

征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单方行为、双方行为与共同行为 财

产行为与身份行为 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 诺成性行为与实践性

行为 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 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 有因行为与

无因行为） 第二节 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的概念 意思表示的类

型（明示和默示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对特定人的表示与对不特定人的表示 对话的表示和非对话的

表示） 意思表示瑕疵（欺诈 胁迫 乘人之危 重大误解） 第三



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法律行

为成立的共通要件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特别要件民事法律行

为成立的效力）民事法律行煌生效 第四节附条件与附期限的

民事法律行为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

为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特征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

件的类型 民呈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成就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

件对当呈人的约来呼）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附期限的民

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期限的法律要件期限与条件的我别始期和

张期期限的效力） 第五节无效民事行为 无效民呈行为的概念

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行为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实施的民事行

为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行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

三人利益的行装行为违反法笃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无

效民事行驶的效果民事行为的部分无效 第六节可变更、可撤

销的民事行为 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可变更、可撤销民

事行为的概念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类型（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科

人之危欺诈、胁迫）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效果（撤销权变更权

除期间） 第七节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效力未定民事行为的概

念效力未定民事行为的类型（无权处分行为欠缺代理权的代

理行为俩权人同意之前的债务承担限制行为能力人待迫认的

行为）效力未定民事行为的效果（迫认催告权撤销权） 第六

章代理 第一节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代理的概念和特征代理的法

律要件 第二节代理的类型 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委托代理与法

定代理一般代理与特别代理本代理与复代理（复代理的要件

复代理的效力）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 第三节代理权 代理权的

概念代理权的发生（法定代理权的取得委托代理权的取得）

代理权的授滥用代理权之禁止（滥用代理权的概念头滥用代



理权的类型）代理权的终止（代理权终止的共同原因委托代

终止的特别原因法定代理终止的特别魇因） 第四节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的概念狭义的无权代理（狭义无权代理的类型狭义

无权代理的效果）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概念表见代理的法

律要件表见代理的效果） 第七章诉讼时效与期限 第一节诉讼

时效 诉讼时效的概念（时效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特征诉讼

时效与除期间）诉讼时效的法律要件的法律效果诉认出时效

期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

的起算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 第二节期限 期限含义期

限的效力期限的性质及类型期间的计算方法期间的始期与终

期 第八章物权概述 第一节物权的概念的效力 物权的概念和特

征物权的效力（物权的优先效力物上请求权） 第二节物老板

娘的类型 物权法定主义民法上物权的种类（年有权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占有）民法学上物权的分类（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

权主物权与从物权年有权与限制物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有

期限物权与无期限物权民法上的物权与特别法上的特权本权

与占有） 第三节物权的变动 物权诬陷为动的概念物权变动的

原则（公示原则公信原则）物权的变动原因（物权的取得物

权的消灭特权行为）物权的公示（交付及其法律效果登记及

其法律效果） 第九章所有权 第一节所有权概述 所有权的概念

头的特征所有权的内容（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所有权的种类

（国家所有权劳动群从集体组织年有权和法人年有权扑克然

人财产所有权） 第二节不动产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

权的概念国家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所有权 （房

屋所有权的概念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相邻关系

的概念头征理相邻关系的原则几种主要的相邻关系） 第三节



动产所有权 善意取得先占抬得遗失物发现理葳物添附（附合

混合加工）时效取得 第十章共有 第一节共有的概念头的特征 

共有的概念共有的特征共有的种类 第二节按份共有 按份共有

的概念按份共有的内部关系（共有物的占有、使用权用、收

益共有物的处分共有物的管理及费用负担共有人之间的物上

请老谋深算权）按份共有的外部关系（共有人对于第三人的

权利共有人对于第三人的义务）共有物的分割（实物分割变

价分割作份补偿） 第三节共同共有 共同共有的概念和特征共

同共有的内外部关系共同共有的类型（夫妻共有财产家许共

有财产共同断承的财产合伙财产） 第十一章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的概念的特征 用益物权的概念用益物权的特征 第二

节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头和特征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取得土地承包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人的权利承包

人的义务）发包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节地上权 地上权的概念

头地上权的产生和期限地上权的内容 第四节地役权 地役权的

概念地役权的取得地役权的内容地役权的消灭 第五节典权 典

权的概念头和特征典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典权人的权利典权

人的义务）出典人的权利和义务（出典人的权利出典人的义

务）典权的消灭（回赎找贴作绝别卖） 第六节 居住权 居住权

的概念和特征 居住权的取得 居住权的内容 居住权的消灭 第

十二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担保物权的概念 担保

物权的特征 第二节 抵押权 抵押权的概念和特征 抵押权的设

立（抵押合同的内容 抵押登记 抵押权的标的 抵押权的范围）

抵押权当事人的权利（抵押人的权利 抵押权人的权利） 抵押

权的实现（抵押权实现的要件 抵押权实现的方法 抵押权的实

现与诉讼实效） 抵押权的消灭 特殊抵押权（共同抵押 最高额



抵押 财团抵押） 第三节 质权 质权的概念和特征 动产质权（

动产质权的设立 动产质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利质权（

权利质权的设立 权利质权的标的 权利质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

务） 第四节 留置权 留置权的概念和特征 留置权的取得（留

置权取得的积极要件 留置权取得的消极条件）留置权的效力 

（留置权人的权利 留置权人的义务）留置权的消灭 第五节 担

保物权的竞合 担保物权的竞合的概念和成立条件 抵押权与质

权的竞合 抵押权与留置权的竞合 留置权与质权的竞合 第十三

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占有的概念和性质 占有的种类（自

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 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无过失占有与有过失占有 无瑕疵占有与

有瑕疵占有） 第二节 占有的效力和保护 占有的推定（事实的

推定 权利的推定 ）占有人与返还请求权人的关系 占有的保护

（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占有保护请求权） 第三节 占有的取得

和消灭 占有的取得（直接占有的取得 间接占有的取得）占有

的消灭 第十四章 债的概述 第一节 债的概念和要素 债的概念

和特征 债的要素 （债的主体 债的内容 债的客体） 第二节 债

的发生原因 合同 单方允诺 侵权行为 无因管理 不当得利 其他

原因 第三节 债的分类 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 特定之债与种类

之债 单一之债与多数人之债 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 简单之债与

选择之债 主债与从债 财物之债与劳务之债 第十五章 债的履

行 第一节 债的履行规则 履行主体 履行标的 履行期限 履行地

点 履行方式 履行费用 第二 节 债的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 履行

不能 拒绝履行 迟延履行 瑕疵履行 第十六章 债的保全和担保 

第一节 债的保全 债的保全的概念 债权人代位权（ 债权人代

位权的概念 债权人代位权的成立要件 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 债



权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债权人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的概

念 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 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 债权人撤销

权行使的效力） 第二节 债的担保 债的担保的概念和种类 保

证 （保证的概念和种类 保证的设立 保证的效力 无效保证及

其法律后果 保证责任免除）定金（定金的概念和种类 定金的

成立 定金的效力） 第十七章 债的移转和消灭 第一节 债的移

转 债的移转的概念 债权让与（债权让与的概念 债权让与的要

件 债权让与的效力） 债务承担 （债务承担的概念和种类 债

务承担的要件 债务承担的效力）债的概括承受（债的概括承

受的概念 合同承受 企业合并） 第二节 债的消灭 债的消灭的

概念 清偿（清偿的概念 代为清偿 清偿费用 ） 抵销（抵销的

概念 法定抵销的要件 抵销的方法 抵销的效力 ）提存（提存

的概念 提存的事由 提存的标的 提存的方法 提存的效力） 免

除（免除的概念 免除的方法 免除的效力）混同（混同的概念 

混同的成立 混同的效力） 第十八章 合同概述 第一节 合同的

概念和特征 合同的概念 合同的特征 第二节 合同的分类 双务

合同与单务合同 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 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 要

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 主合同与从合同 束

己合同涉他合同 第十九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合同订立的程

序 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要约的概念 要约的要件 要约邀请 

要约的效力 要约的撤回与撤消 要约的失效 承诺的概念和要件

承诺的效力 承诺的撤回和迟延）合同的特殊订立方式（悬赏

广告 招标投标 拍卖）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格式条款合同（

格式条款的概念 格式条款的订立规则 格式条款的无效） 第二

节 合同的内容和解释 合同的内容（必要条款 一般条款 ）合

同的解释 （合同解释的方法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第二十章



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 第一节 同时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

的概念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成立条件 当事人一方违约与同时履

行抗辩权 第二节 不安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的概念 不安抗辩权

成立的条件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 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第三节 先

履行抗辩权 先履行抗辩权的概念 先履行抗辩权的成立条件 先

履行抗辩权的效力 第二十一章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一节 合

同的变更 合同变更的概念 合同变更的条件 合同变更效力 第

二节 合同的解除 合同解除的概念 合同解除的条件 合同解除

的程序 合同解除的效力 第二十二章 合同的责任 第一节 违约

责任 违约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违约责任的规则原则与构成要件 

违约行为的形态 违约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 免责条款）违约

责任的形式（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 赔偿损失 违约金 定金

责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第二节 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

过失责任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 缔约过失责

任的赔偿范围 第二十三章 转移财产权利的合同 第一节 买卖

合同 买卖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出卖人的主要义务 买受人的主要义务 ）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

和风险责任负担及孳息归属（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 风险责任

负担及孳息归属）特种买卖合同（分期付款买卖 样品买卖 试

用买卖 拍卖）房屋买卖合同 第二节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

同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供用电合同当事

人的权利和义务（供电人的主要义务 用电人的主要义务） 第

三节 赠与合同] 赠与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赠与合同的效力（赠

与人的义务 受赠人权利义务）赠与合同的终止 第四节 借款合

同 借款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借款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贷

款人的权利义务 借款人的权利义务）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 第



五节 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租赁合同的内容

和形式 租赁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出租人的义务 承租人

的义务 承租人的转租权 买卖不破租赁） 第六节 融资租赁合

同 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

义务（出卖人的义务 出租人的义务、承租人义务） 第二十四

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第一节 承揽合同 承揽合同的概念、

特征和种类 承揽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承揽人的义务 定作

人的义务）承揽合同的终止 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 建设工程合

同 的概念和特征 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和主要条款（勘察、设

计合同的订立 施工、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订立 分承包的禁止 

建设工程合同的主要条款）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

务（发包人的主要义务 承包人的主要义务） 第二十五章 提供

劳务的合同 第一节 运输合同 运输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客运合

同的概念和特征 客运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旅客的义务 

承运人的义务）货运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托运人的主

要义务 承运人的主要义务 收货人的主要义务） 多式联运合同

的特殊效力 第二节 保管合同 保管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保管合

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管人的主要义务 寄存人的主要义务

） 第三节 仓储合同 仓储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仓储合同当事人

的权利和义务 （仓储保管人的主要义务 存货人的主要义务） 

第四节 委托合同 委托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委托合同当事人的权

利和义务（受托人的主要义务 委托人的主要义务） 委托合同

的终止 第五节 行纪合同 行纪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行纪合同当

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行纪人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委托人的主要

权利和义务） 第六节 居间合同 居间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居间

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居间人的主要义务 委托人的主要



义务） 第二十六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技术合同概述 技术合同

的概念和特征，技术合同的订立和主要内容（技术合同的订

立 技术合同的主要内容 ）技术合同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的

支付 技术合同成果的权利归属和风险负担（成果归属 开发风

险的负担）技术合同无效的特殊规定 第二节 技术开发合同 技

术开发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委托开发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 合

作开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 第三节 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转让合

同的概念和特征 技术转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 第四节 技术咨

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的概念

和特征 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

二十七章 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第一节 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的

概念 不当得利成立要件 （一方取得财产利益 一方受有损失 

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 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不当

得利的基本类型（给付型不当得利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不当

得利之债的内容 （善意受益人的返还义务 恶意受让人的返还

义务） 第二节 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的概念 无因管理的成立要

件（管理他人事务 为他人利益的意思 无法律上的原因） 无因

管理之债的内容（管理人的义务 管理人的权利 损害赔偿责任

） 第二十八章 知识产权概述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和范围 

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特征 知识产权的范围 第二节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的概念 知识产权法的渊源（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渊

源 我国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 第三节 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知识产权民事责任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 知识产权诉讼时效 知识产权诉讼特殊程序

问题）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国民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原则 

独立保护原则 自动保护原则 优先权原则） 第二十九章 著作



权 第一节 著作权的客体 作品的概念 作品的种类 著作权法不

予保护的对象 第二节 著作权的主体 一般意义上的著作权主体

（作者 继受人 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演

绎作品的概念 演绎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及行使） 合作作品的著

作权人（合作作品的概念 合作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及行使） 汇

编作品的著作权人（汇编作品的概念 汇编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及行使） 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人（职务作

品的概念 职务作品的种类及著作权归属）委托作品的著作权

人 原件所有权转移的作品著作权归属 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著

作权归属 第三节 著作权的内容 著作人身权（发表权 署名权 

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著作财产权（使用权许可使用权 转

让权 获得报酬权） 第四节 著作权的限制 合理使用（合理使

用的概念 合理使用的情形）法定许可使用 著作权的保护期限 

第五节 邻接权 邻接权的概念 出版者的权利 （出版者的权利

内容 出版者的主要义务 ） 表演者的权利（ 表演者权的主体

和客体 表演者的权利内容 表演者的主要义务）录制者的权利

（录制者权的主体和客体 录制者的权利和义务） 播放者的权

利（播放者权的主体和客体 播放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节 著

作权侵权行为 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概念 承担民事责任的著作权

侵权行为 承担综合法律责任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第七节 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客体和主体 （机软件著作权

的客体 软件著作权人及其权利归属）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内

容（软件著作人身权 软件著作权财产权 软件著作权的期限和

限制（软件著作权的期限 软件著作权的限制）软件登记 侵犯

软件著作权行为及法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 承担

综合法律责任的侵权行为 软件复制品有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章 专利权 第一节 专利主体 发明人或设计人 发明人或

设计人的单位 受让人 外国人 第二节 专利权的客体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设计 专利法不予保护的对象 第三节 授予专利权的

条件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条件（新颖性 创造性 实用

性） 外观设计专利的 授权条件（新颖性 实用性 富有美感 不

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第四节 授予专利权的

程序 专利的申请（专利申请的原则 专利申请文件 专利申请日

） 专利申请的审批（发 明专利的审批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的审批） 专利的复审和无效宣告（专利复审 专利的无效宣

告） 第五节 专利权的内容和限制 专利权人的权利（独占实施

权 实施许可权 转让权 标示权） 专利权人的义务 专利权的期

限 专利权的限制（强制许可 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第六

节 专利侵权行为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专利侵权行为（专利侵权

行为的概念 专利侵权行为的表现 形式） 第三十一章 商 标 权 

第一节 商标概述 商标的概念 商标的种类（平面商标和立体商

标 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 集体商 标和证明商标） 第二节 商标

权的取得 取得商标权的途径 商标注册的原则（申请在先原则 

自愿注册原则） 商标注册 的条件 （申请人的条件 商标构成

的条件） 商标注册程序（申请的代理 注册 申请 审查和核准

） 第三节 商标权的内容 专用权 许可权 转让权 续展权 标示权

禁止权 第四节 商标权的消灭 注册商标的注销 注册商标的撤

销（注册无效的撤销 违法使用商标的撤销） 第五节 商标侵权

行为 商标侵权行为的概念 商标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 商标的合

理使用 第六节 驰名商标的保护 驰名商标的概念 驰名商标的

认定 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措施 第三十二章 婚姻、家庭 第一

节 结婚 结婚的概念和特征 结婚的条件（结婚的法定条件 结



婚的禁止条件） 结婚登记 事实婚姻与非法同居关系（事实婚

姻 非法同居关系 事实婚姻关系和非法同居关系的处理） 无效

婚姻（无效婚姻的概念和范围 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 无效婚姻

的法律后果）可撤销婚姻（可撤销婚姻的概念 请求撤销的程

序 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 第二节 离婚 协议离婚（协议离

婚的概念和条件 协议离婚的主管机关和程序 离婚登记的撤销

） 诉讼离婚（诉讼离婚中的两项特殊保护 判决离婚的法律原

则） 离婚的法律后果（离婚时的财产处理 离婚后的子女抚养

）探望权（探望权的概念与主体 探望权的行使 探望权的中止 

探望权的恢复行使）离婚诉讼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及

其行使条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 过错的内容 承担责任的内

容） 第三节 夫妻关系 夫妻人身关系 夫妻财产关系（法定夫

妻财产制 约定夫妻财产制） 第四节 父母子女关系 自然血亲

的父母子女关系（婚生父母子女关系 非婚生的父母子女关系

） 继父母子女关系 养父母子女关系（收养关系的成立 收养的

法律效力 收养关系的解除） 第三十三章 继 承 概 述 第一节 

继承权 继承的概念 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继承法的基

本原则 保护自然人私有财产继承权原则 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养 老育幼原则 互谅互让、协商处理遗产

的原则 第三节 继承权的取得、放弃、丧失和保护 继承权的取

得 继承权的放弃 继承权的丧失 继承权的保护 第三十四章 法 

定 继 承 第一节 法定继承概述 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法定继

承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法定继承人的

范围 法定继承的顺序 第三节 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的概念 代位

继承的条件 第四节 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分配 法定继承的遗产分

配原则 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酌情分配遗产问题 第三十五章 遗



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 第一节 遗嘱继承概述 遗赠继承

的概念 遗嘱继承的适用条件 第二节 遗嘱 遗嘱的概念和特征 

遗嘱的形式（公证遗嘱 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 录音遗嘱 口头遗

嘱） 遗嘱的效力（遗嘱的有效 遗嘱的无效） 遗嘱的变更和撤

销（遗嘱变更、撤销的明示方式 遗嘱变更和撤销的推定方式

） 遗嘱的执行（遗嘱执行人的种类 遗嘱执行人的职责 对附有

义务的遗嘱的执行） 第三节 遗赠 遗赠的概念和特征 遗增与

遗嘱继承的区别不同情况 遗赠的有效条件 遗 赠的执行 第四

节 遗赠抚养协议 遗赠抚养协议的概念和特征 遗赠抚养协议当

事人的权利义务（受抚养人的权利 和义务 抚养人的权利义务

） 遗赠抚养协议的解除 第三十六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一节 继承

的开始 继承开始的时间 继承开始的地点 继承的通知和遗产的

保管（继承的通知 遗 产的保管） 第二节 遗产 遗产的概念和

法律特征 遗产的法律地位 遗产的范围 认定遗产应注意的问题

（被继承人的遗产与共有财产的区别 被继承人的遗产与保险

金、抚恤金的区别） 第三节 遗产的分割和债务清偿 遗产分割

被继承人的债务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确定 清偿被继承人债

务的原则） 第四节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 无人继承又

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的概念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的确

定 无 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的处理 第三十七章 人 身 权 

第一节 人身权的概述 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人身权的概念 人

身权的特征）人身权的分类（人格权 身份权） 第二节 人格权

人格权的概念 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的概念 一般人格权的

特征） 具体人格权 （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权与名称权 

名誉权 肖像权 隐私权 荣誉权） 第三节 身份权 身份权的概念 

亲权（亲权的概念 亲权的内容） 配偶权（配偶权的概念 配偶



权 的内容） 亲属权（亲属权的概念 亲属权的内容 侵害亲属

权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八章 侵 权 行 为 第一节 侵权行为概述

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侵权行为的概念 侵权行为的特征） 

侵权行为的分类（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 单独侵权行

为与共同侵权行为 积极的侵权行为与消极的侵 权行为） 第二

节 侵权行为归责原则 侵权归责原则的概念 过错责任原则 无

过错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 第三节 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行为的违法性 损害事实的存在 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第四节 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加害行为（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 共

同加害行为的特征） 共同危险行为（共 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共

同危险行为的特征） 第五节 特殊侵权行为 职务侵权行为 雇

佣活动或雇佣关系中的侵权行为 帮工活动中的侵权行为 产品

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

行为 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建筑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行

为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

动中的侵权行为 第六节 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的概念、方式与适

用（侵权责任的概念 侵权责任的方式 侵权责任的适用） 侵权

责任的抗辩事由（正当理由 外来原因） 侵权责任与其他民事

责任的竟合（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竟合 侵权责任与不当得

利责任的竟合） 人身损害赔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