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我國制訂中之家事事件法草案有關親屬         

會議部分之修正 

我國有關家事事件處理，現正研議以「家事事件法」統合處理家

事事件。現行之家事事件法僅訂有十九條，而修正中之家事事件法草

案將所有家事事件（含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之處理均規定

於此部分法律中，修正條文共增加為一百九十四條，內容甚多，在此

爰不一一贅述，以下僅就我國家事事件法修正內容中與親屬會議有關

部分部分，並配合民國九十四年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但尚未施行之非訟

事件法，作一簡要介紹比較，以瞭解修正後之家事事件法有關親屬會

議制度定位1： 

第一節 設置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統合處理家事訴訟

事件、家事非訟事件及調解事件 

為貫徹家事事件（包括家事訴訟事件、家事非訟事件及家事調解

事件）專業處理之精神，明訂由家事法院統合處理，但仍因地制宜，

於未設家事法院地區，由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處理2，故屬於非訟性質

之親屬會議均由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處理。 

                                                 
1 以下所說明之家事事件法修正草案內容，係參考司法院九十一年四月家事事件法修正版本，見

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資料彙編（二），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

紀錄。 
2 家事事件法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項：「本法所定家事事件由家事法院處理之；未設家事法院地

區，由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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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修正家事事件法草案將家事事件予以分類 

由於家事事件所包含之事件類型廣泛，為因應各該事件類型之特

殊需求，以便定其審理時應適用之程序法理，爰於家事事件法第二條

之一就事件類型之訟爭性強弱程度、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對程序標的

所享有之處分權限範圍及需求法院職權裁量以迅速裁判程度之不

同，將性質相近之事件類型分為甲、乙、丙、丁、戊五類。分敘如下： 

甲類事件：包含： 

１、認婚姻無效、確認婚姻關係存在或不存在事件。 

２、再婚後所生子女確認生父、其他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不存在  

事件。 

３、確認收養無效、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不存在事件。 

此部分事件均係家事事件中具有訟爭性，但當事人對於程序標的

並無處分權者，於第二條之一第一項列為甲類事件。 

乙類事件：包含： 

１、撤銷婚姻事件。 

２、離婚事件。 

３、否認子女、認領子女事件。 

４、撤銷收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此類事件是就家事事件中具有訟爭性，且當事人對於程序標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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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程度之處分權限者，於該法第二條之一第二項列為乙類事件。 

丙類事件：包含： 

１、婚約無效、解除、撤銷、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返還婚約贈  

與事件。 

２、因婚姻無效、撤銷婚姻、離婚之損害賠償事件。 

３、財產之補償、分配、分割、取回、返還及其他因夫妻財產關係所

生請求事件。 

４、判決終止收養關係給予相當金額事件。 

５、因監護所生損害賠償事件。 

６、繼承回復、遺產分割、確認遺囑真偽及其他因繼承關係所生  

請求事件。 

此類事件是與家事事件具有密切關係之財產權事件，具有訟爭

性，且當事人對於程序標的亦有處分權限，向來係以一般財產權事件

處理，且所應適用之程序法理亦與一般財產權事件未盡相同，為因應

其事件類型之特殊需求，並利於家事訴訟程序中統合加以解決，於該

法第二條之一第三項列為丙類事件。 

丁類事件：包含： 

１、 宣告死亡事件。 

２、 撤銷死亡宣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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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失蹤人財產管理事件。 

４、 宣告禁治產事件。 

５、 撤銷禁治產宣告事件。 

６、 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事件。 

７、 定監護人事件。 

８、 認可收養或終止收養事件。 

９、 親屬會議事件。 

１０、 限定繼承、拋棄繼承、無人承認繼承及其他計程事件。 

１１、 指定遺囑執行人事件。 

１２、 兒童或少年保護安置事件。 

１３、 定病人保護事件。 

１４、 民事保護令事件。 

此部分就家事事件中較無訟爭性，而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對於程

序標的無處分權限者，於同法第二條之一第四項列為丁類事件。其中

指定親屬會議事件係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所定之事件，可知親

屬會議於修正中之家事事件法中仍有設置，並未廢除。 

戊類事件：包含： 

１、 婚姻無效、撤銷或離婚之給與贍養費事件。 

２、 夫妻同居或分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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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指定夫妻住所事件。 

４、 報告夫妻財產狀況事件。 

５、 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 

６、 定對於未成年人權利義務之行使負擔之交付子女事件。 

７、 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及撤銷其宣告事件。 

８、 監護人報告財產狀況及監護人報酬事件。 

９、 扶養事件。 

１０、 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此類就家事事件中具有某程度訟爭性，且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對

於程序標的有某程度之處分權者，向來有以非訟事件處理者，亦有以

訴訟事件處理者，惟此類事件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量而為迅速妥

適之判斷，列為戊類事件，於同法第二條第五項明定之。而除前五項

所列舉之家事事件以外，可能尚有其他應由家事法院處理之家事事

件，就各該事件應適用之程序，如法律另有規定，則適用該規定，如

法律未予明定，則應適用本法相關規定。此部分修正規定較原家事事

件法第二條規定之範圍更為擴張，進一步擴大家事法院之職權3，其

立法例應係仿照韓國家事訴訟法而制訂，將家事事件依事件性質及訟

爭性大別為五類，而韓國家事訴訟法亦保留親屬會議之組織以行使權

                                                 
3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資料彙編（二），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

紀錄，參見修正後家事事件法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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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4。 

第三節 民法親屬會議權限仍散見於修正中家事事件

法之家事非訟事件之丙、丁、戊類事件中 

                                                 
4 韓國家事訴訟法第二條：「下列各款規定之家事事件，專屬家事法院管轄： 
甲、家事訴訟事件： 
（1） 甲類事件：1、婚姻無效。2、離婚無效。3、認領無效。4、確認親生子女關係存否。

　　 　 　 5、收養無效。6、解除收養關係無效。7、戶主繼承之無效與回復。 
（2） 乙類事件：1、確認婚姻關係存否。2、撤銷婚姻。3、撤銷離婚。4、裁判離婚。5、決                   

定父親。6、親生之否認。7、認領之撤銷。8、認領之異議。9、認領之請求。  
10、收養之撤銷。11、解除收養關係之撤銷。12、裁判上解除收養關係。 

（3） 丙類事件：1、因婚姻解除、事實婚關係不當撤銷，主張損害賠償（含對第三人主張）

　 　 　  及回復原狀之訴訟。2、因婚姻無效、撤銷婚姻、離婚無效與撤銷或離婚，

　  　 　 請求損害賠償（含對第三人主張）及回復原狀之訴訟。3、因收養無效、撤 
銷、撤銷收養無效、撤銷或解除收養關係，請求損害賠償（含對第三人主張）

及回復原狀之訴訟。 
乙、家事非訟事件： 
（1） 丁類事件：1、民法第九條至第一四條規定，撤銷禁治產或準禁治產宣告裁判之事件。2、

　 　 　 民法第二二條至第二六條規定，失蹤人財產管理處分事件。3、失蹤之宣告與

　 　 　 撤銷事件。4、姓名與其本源創設許可之事件。5、婚姻財產合約變更許可事   
件。6、監護人同意收養或同意解除收養關係許可之事件。7、監護人收養受                  
監護人事件。8、決定行使親權方法之事件。9、將兒童委託感化院或矯正機 
關許可之事件。10、選任財產管理人或撤換財產管理人處分之事件。11、選 
任特別監護人之事件。12、親權者行使法律行為代理權或財產管理權辭退、 
回復許可之事件。13、監護人之選任與免職事件。14、監護人辭職許可之事 
件。15、監護人延長製作財產目錄期間之許可事件。16、禁治產人監禁許可 
之事件。17、監護人事務處分之事件。18、監護人報酬之事件。19、監護人 
義務終結後延長管理帳目計算時間許可之事件。20、家族會議成員選任、補 
充或免職之事件。21、召集家族會議之事件。22、取消家族會議書面決定之 
事件。23、替代家族會議決議裁判之事件。24、家族會議成員辭職許可之事 
件。25、於繼承權訴訟期間財產許可之事件。26、承受或拋棄繼承延長期間 
許可之事件。27、繼承財產保存處分之事件。28、限定承受繼承、拋棄繼承 
通知及收到取消通知之事件。29、選任鑑定人之事件。30、共同繼承財產管 
理人選任之事件。31、繼承財產分割之事件。32、繼承財產分割後管理權 
處分之事件。33、選任管理人、公告及處理財產之事件。34、公告找尋繼承 
人之事件。35、繼承財產分配之事件。36、遺囑查驗之事件。37、遺囑證書 
或錄音遺囑查驗事件。38、遺囑證書啟封事件。39、遺囑執行人之選任或任 
務處分之事件。40、收受遺囑執行接受或辭退通知之事件。41、決定遺囑執 
行人報酬之事件。42、遺囑執行人辭職許可之事件。43、遺囑執行人解任之 
事件。44、委託撤銷遺囑之事件。 

（2） 戊類事件：1、夫妻同居、扶養、協調及生活費用負擔處分之事件。2、共有財產變更管

　 　 　 理人或分割財產處分之事件。3、子女教養和變更、限制會面與聯絡權利處分       
　 　 　  之事件。4、財產分割處分之事件。5、親權行使指定與變更事件。6、終止

　 　 　 親權、法律行為代理權、財產管理權及親權終止回復之宣告事件。7、家族會  
　 　 　 議決定之異議事件。8、扶養處分之事件。9、贈與分決定之事件。10、繼承

　 　 　 財產分割處分之事件。 
以上引自司法院各國非訟事件相關法規選輯，頁三三六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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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中之家事事件處理法為配合現行民法，並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且

參酌親屬間對於繼承事件知之最詳，仍保留親屬會議之制度，並將親

屬會議之權限中有關監護及保護安置事件之為禁治產人選定監護人

（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繼承事件之無人承認繼承（民法第一千

一百七十七條、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指定遺囑執行人（民法第六

十條、第一千二百十一條、第一千二百十八條）、指定親屬會議會員

事件（民法第一千百三十二條）、聲請法院處理應經親屬會議處理事

件（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分別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中之

丁類事件，並就親屬會議召集時之細節詳加規定。例如親屬會議依民

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為報明時，應由會員一人於陳報書上記載陳報

人、被繼承人之姓名、最後住居所、死亡之年月日時及地點、選定遺

產管理人之事由、所選定遺產管理人之姓名、性別、出生年月日及住

居所等事項，並附具證明文件，以選任遺產管理人5。惟親屬會議選

定之遺產管理人有不能勝任之情形時，法院得於徵詢親屬會議會員、

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意見後解認知，命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另行選

任6。如親屬會議未依規定另為選定遺產管理人時，利害關係人或檢

                                                 
5 修正中家事事件法草案第一百五十條：「親屬會議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為報明時，應由

其會員一人以上於陳報書記載下列各款事項，並附具證明文件：一、陳報人。二、被繼承人之姓

名、最後住所、死亡之年月日時及地點。三、選定遺產管理人之事由。四、所選定遺產管理人之

姓名、性別、出生年月日及住、居所。」引自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

紀錄，司法院家事事件研究制定資料彙編（三），頁八五八。 
6修正中家事事件法草案第一百五十二條：「親屬會議選定之遺產管理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法院

得依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徵詢親屬會議會員、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意見後解任之，命

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另為選定：一、違背職務上之義務者。二、違背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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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理人，以補正親屬會議未能執行職務時之

情形7。九十四年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非訟事件法已先於家事事件法

之修正，將此部分之規定於第一百四十六條至第一百六十八條列有明

文。又修正中之家事事件法草案於第十章中保留親屬會議專章，以處

理有關「聲請法院處理應經親屬會議處理之事件」。所謂「聲請法院

處理應經親屬會議處理之事件」，依據修正中家事事件法草案之規

定，包括： 

1、民法第一千一百零九十條所定親權濫用之糾正。 

2、民法第一千零九十九條、第一千一百零一條、第一千 

   一百零三條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對於監護

人管理、處分受監護人財產之監督。 

3、民法第一千一百零四條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    

定監護人之解任。 

4、民法第一千一百零六條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 

定監護人之解任。 

                                                                                                                                            
危害遺產或有危害之虞者。三、有其他重大事由者。」引自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委員會第

四十一次會議紀錄，司法院家事事件研究制定資料彙編（三），頁八六０。 
7修正中家事事件法草案第一百五十三條：「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

項選任遺產管理人時，其聲請書應記載下列事項，並附具證明文件：一、聲請人。二、被繼承人

之姓名、最後住所、死亡之年月日時及地點。三、聲請人為利害關係人時，其法律上利害關係之

事由。親屬會議未依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或前條另為選定遺產管理人時，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

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理人，並適用前項之規定。法院選任之遺產管理人，除自然人外，亦得選

任公務機關任之。」引自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紀錄，司法院家事事

件研究制定資料彙編（三），頁八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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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二條第二項所定禁治產人養護處所 

之同意。 

6、民法第一千一百零七條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       

定監護關係終止時受監護人財產清算、移交之監督。 

7、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所定遺產之酌給。 

8、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一千一百八十條  

所定對於遺產管理人之監督。 

9、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條所定遺產管理人報酬之酌定。 

10、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所定口授遺囑真偽之認定。 

11、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二條所定遺囑之提示。 

12、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三條所定密封遺囑之開視。8

                                                 
8修正中家事事件法草案第一百六十二條：「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為未成年人及

禁治產人聲請指定親屬會議會員事件，由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第九十八條之

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第一項事件之聲請為有理由時，程序費用由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負擔。」 
第一百六十三條：「為遺產聲請法院指定親屬會議會員事件，由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

院管轄。第九十八條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第一項試驗之聲請為有理由時，程序費用由遺

產負擔。」 
第一百六十四條：「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聲請法院處理下列各款應經親屬會

議處理之事件，由行親權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一、民法第一千一百零九

十條所定親權濫用之糾正。二、民法第一千零九十九條、第一千一百零一條、第一千一百零三條

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對於監護人管理、處分受監護人財產之監督。三、民法第一千一

百零四條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定監護人報酬之酌定。四、民法第一千一百零六條及第一

千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定監護人之解任。五、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二條第二項所定禁治產人養護處

所之同意。六、民法第一千一百零七條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定監護關係終止時受監護人

財產清算、移交之監督。前項各款所列事件之聲請為有理由時，程序費用由行親權人、未成年人

或禁治產人負擔。」 
第一百六十六條：「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聲請法院處理下列各款所定應經親

屬會議處理之事件，由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一、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所定遺產之酌

給。二、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一千一百八十條所定對於遺產管理人之監督。三、

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條所定遺產管理人報酬之酌定。四、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所定口授遺

囑真偽之認定。五、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二條所定遺囑之提示。六、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三條所定密

封遺囑之開視。前項各款所列事件之聲請為有理由時，程序費用由遺產負擔。」 
以上均引自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紀錄，司法院家事事件研究制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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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年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非訟事件法亦將此部分列明，法條

內容亦相同，顯見係為配合家事事件法之修正。易言之，家事事件法

草案係將現行民法所規定之親屬會議權限大部分列為家事非訟事件

之丁類事件，該種事件仍須組成親屬會議行使權限，堪信應係為配合

我國國情及就家庭成員就親屬事件瞭解程度而做如此修正。雖新修正

家事事件法有關親屬會議之規定有所調整，但與日本家事審判法全面

刪除親屬會議之規定，將親屬會議之職權全部委由家庭裁判所行使之

情形顯有不同，可知親屬會議在我國修正中之家事事件法仍有其機

能。惟修正中之家事事件法如仍維持親屬會議制度，恐尚有不足之

處，例如應由親屬會議決議之事件如對於指定親屬會議成員不服，應

以非訟方式或訴訟方式救濟？而如認親屬會議決議有無效或得撤銷

之情形，應提起撤銷決議之訴時，應列為何種家事事件？應如何救

濟？而對於聲請法院處理應經親屬會議處理之事件對於親屬會議決

議有所不服時，是否係對於法院裁定提出抗告或另行起訴？此均未見

於修正中之家事事件法。如為貫徹由家事事件法統一處理家庭紛爭之

原則，修正中之家事事件法對於此部分似應加以考量為宜。 

                                                                                                                                            
料彙編（三），頁八六八至八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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