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我國親屬會議制度之組成 

第一節  親屬會議之組織及召集 

古之禮法，因視親屬會議為家務事，聽任家族自治即可，各家制

訂家法以憑執行，縱使逾越國法，官府仍然默許，如無人告官，官府

不予理睬，縱有告官，亦僅係象徵性施予處罰而已1。今日社會雖家

族制度式微，但在社會、家庭生活實際狀況下，親屬關係仍有其作用，

親屬事務並非完全須由公權力介入處理，故親屬會議亦有存在之價

值。親屬之為親屬會議之成員，為其他親屬而開會及議決，係本於親

屬關係之私法的且公益的權利，同時亦為義務。我國民法上之親屬會

議成員，於大清民律草案第一百二十六條、第一百二十七條原規定除

監護人、保佐人及缺格之人不得為親屬會議會員外，其餘與本人相關

之人，均得選充親屬會議會員，並不限於親屬2。然依據現行民法第

一千一百三十一條及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之規定，以未成年人、受監

護人或繼承人之親屬為限3，顯然僅限於親屬，而其中之法定會員又

限於血親，至於指定會員，則姻親及配偶亦無不可（民法第一千一百

                                                 
1 蔡輝龍著，論海峽兩岸親屬法制，頁三四一，一九九四年版。 
2 大清民律草案第一百二十六條：「親屬會議會員，得由有指定監護人之權利者，以遺囑選定之。

無前項選定時，審判衙門需從親屬內及與本人相關切者選定之」，其立法意旨略以：「夫會名親屬，

本應從親屬選出為宜。然或親屬中無一誠實可靠之人，或有誠實可靠者，所居如隔離甚遠，此時

自不得仍以親屬為限。本律故規定與本人相關切之人，均可選充親屬會員。所謂與本人相關切者，

如同寅、同事及密切朋友均是。其果相關切與否，一憑審判官之認定，故置多數之親屬，特向無

親屬關係而與本人相關切選為會員者，固無不可，若雖與本人相關切，審判廳以為不可恃，則概

屏勿選，專從親屬中選出，亦無不可。」第一百二十七條：「監護人、保佐人及第一百條所列之

人，不得為親屬會議會員。」轉引自司法法制委員會聯席審查民法親屬編暨施行法修正草案參考

資料專輯（二），頁一一四至一一五，七十一年十月版。 
3 高鳳仙著，親屬法—理論與實務，頁五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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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不問為法定會員與指定會員，非

有正當理由，不得辭其職務（民法第一千三百三十四條）。惟我國民

法上之血親，男女兩系併用，故血親之範圍，與舊制比較時甚見擴大，

而姻親之範圍，與外國立法例比較時亦甚廣大。故負擔為親屬會議會

員的親屬（但有正當理由可以辭職），立法上宜限定於民法第一千一

百三十一條各款所列舉為法定會員之親。至姻親及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一條各款所列舉以外之血親，課以親屬會議會員之義務，過於勉

強，故立法上宜規定為此等親屬雖無正當理由亦可辭職4。何謂辭職

之正當理由，應就具體情形決定之，例如身罹疾病，遠隔異地或職務

繁劇不堪負荷等。至於辭職應向何人為之，民法並無規定。解釋上法

定會員似應向召集權人為之，指定會員則應向法院為之。親屬會議並

無代表人，又無訴訟當事人能力，故不能向親屬會議表示之，此在立

法政策上實有不當5。 

關於親屬會議會員之人數，各國立法例不一，有固定人數者，例

如法國民法於法官外，定為六人，有限定最少人數而無最高人數限制

者，例如瑞士及日本明治民法規定至少三人，有同時規定最少及最多

人數者，例如德國舊民法規定除為議長之監護法院推事一人外，規定

                                                 
4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條中所謂「依此應為親屬會議會員之人……」，在文字上似可解釋為民法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各款所列舉之應為親屬會議之血親。關於監護人之辭職，民法第一千零九十

五條亦只限定於法定監護人及選定監護人（民法第一千零九十四條），需有正當理由始得辭職；

而指定監護人，則雖無正當理由，亦可以辭職。但關於親屬會議會員之辭職，通說解釋為：不問

其為法定與指定會員，均非有正當理由，不得辭職，見胡長清著，中國親屬法論，頁三七四。 
5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八九至四九０一九八七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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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為二至六人。大清民律草案第一百二十五條原規定親屬會議會員

以三人以上，七人以下為限6，現行民法則於第一千一百三十條規定

「親屬會議以會員五人組織之」。蓋親屬會議會員過少，易生專斷之

弊，過多又不無爛竽之嫌，且多增牽制7。但亦有論者認為，日本明

治民法僅規定最少額而不設最多額，以便因應實際需要，自由伸縮，

既可免濫竽充數之弊，亦能收集思廣益之效，值得參考，我國民法親

屬會議固定人數之規定有諸多不便，但日本明治民法僅就最低人數限

制部分已在該國遭受批評8，固定親屬會議人數不無減少爭議，並無

不當，且有論者認為此為強制規定，不得任意增減9。 

第二節 親屬會議成員之種類及資格 

    我國親屬會議，依其產生之方法，可分為法定會員、指定會員二

種： 

第一款  法定會員 

親屬會議，如有依法應為親屬會議成員之親屬存在，該親屬會議

便應由此種依法應為親屬會議會員之法定會員組成之。惟依法應為親

屬會議會員之親屬，其範圍如若過狹，則有時親屬會議將會因會員人

數不足或無得為親屬會議會員之人，使親屬會議無法召集。但即使限

                                                 
6 大清民律草案第一百二十五條：「親屬會議會員，以三人以上、七人以下為限」，轉引自司法法

制委員會聯席審查民法親屬編暨施行法修正草案參考資料專輯（二），頁一一三，七十一年十月

版。 
7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０，一九八０年版。 
8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頁三七０，一九六七年版。 
9 盧立仁著，親屬法釋論，一九九一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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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定狹隘的範圍，得為親屬會議會員之人，有時亦有超過法定人數

之情形。故現行法就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被繼承人之一定親屬，排

定一定順序，依順序在先之五人為該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被繼承人

之親屬會議法定會員10。依據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法定

會員以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被繼承人之一定血親為限，如為扶養方

法之決定而召開時，親屬會議之組成應以扶養義務人（即受扶養人）

之親屬為準，因法無明文，故應為有利於義務人之解釋11。親屬會議

會員，應由血親充任之，必事實上無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所定之

親屬，或此類親屬不足法定人數時，法院始得因有召集權人聲請，於

其他親屬指定之。例如「繼父」及「嫡母」，則皆屬姻親，而非血親，

倘未經法院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指定為親屬會議會員，則以此

等親屬組成親屬會議選定監護人，即難認為合法12。本條以未成年人、

禁治產人被繼承人之親屬為準據，無非以親屬會議所處理之事項，以

關於監護及繼承居多，但遇解決扶養方法，應組織親屬會議時，假設

扶養與受扶養者均為成年人，又非禁治產人，則此項親屬會員，將以

何方之親屬充當之，在解釋上不無困難，故有學者見亦於立法上應就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之「被繼承人」下方增加「或當事人」，較

                                                 
10胡開誠著，民法親屬要義，頁一五二，一九六六年版。 
11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一，一九八０年版。 
12 前司法行政部四十三年九月四日臺四三鳳公參字第五四四二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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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善妥適13。法定會員之順序，其先後如左為： 

（１）直系血親尊親屬：例如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被繼承人之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其相互順序，親等近者之父

母優於較遠之祖父母。蓋直系血親尊親屬與未成年人等血

統相承、利害相關，故我國民法將之置於第一順位14。 

（２）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尊親屬：例如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被

繼承人之伯叔父、姑舅父及姨母。此輩與未成年人、禁治

產人及被繼承人雖屬三親等旁系血親，但為尊親屬之一，

關係較切，故以此為第二順位15。 

（３）四親等內之同輩血親：例如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被繼承

人之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其中親等近者

之同胞兄弟姊妹，應先於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雖此

輩為四親等內之同輩血親，但為同源之血統，關係較切，

故為第三順位會員。同系而親等同者超過五人時，則兄先

於弟妹、姊優先於妹弟16。 

同一順序之人，以親等近者為先17；親等相同者，以同居親屬為

                                                 
13 趙鳳喈著，民法親屬編，頁二三四，一九六三年版。 
14 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頁三七一，一九六七年版；盧立仁著，親屬法釋論，頁二０八，

一九九一年版。 
15盧立人著，親屬法釋論，頁二０八，一九九一年版。 
16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二，一九八０年版。 
17 最高法院十八年上字第二五九九號判決：「本法條所定以親等近者為先，則親屬會議之組織非

邀其到場與議，其決議亦顯難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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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無同居親屬者，以年長者為先。原舊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

條第二項之規定，如同一順序之人超過定額時，以親等近者為

先，親等同者以父系之親屬為先，同系而親等同者，以年長者為

先。然現行法為貫徹男女平等原則，將原第二項中「親等同者，

以父系之親屬為先」等文字刪除，而代以「親等同者，以同居親

屬為先，無同居親屬者，以年長者為先」，蓋同居人對於未成年

人、禁治產人或被繼承人之生活情形較為瞭解。又現代工商社

會，人口流動性甚大，親屬散布四方，多有不能出席親屬會議或

難於出席之情形時，亦當有補救途徑，故現行法增加第三項規

定：「依前二項順序所定之親屬會議會員，不能出席或難於出席

時，由次順序之親屬充任」，期以適應實際生活需要18。然有學者

認為本條第三項係贅文，蓋如不擴充親屬會議會員之資格，則本

項所謂「由次親等之親屬充任之」，與第一項「應就……左列親

屬與順序定之」之規定，顯屬重複，因實例上被繼承人無第一千

一百三十一條所列三款之親屬者，不乏其例，第三項之修正並無

必要，且為立法缺失19；亦有學者認為本項規定應屬親屬會議會

員辭職問題，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條重複，徒增理解上困

                                                 
18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一，一九八七年版；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

三人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七五，一九八八年版。。 
19 盧立仁著，親屬法釋論，頁二０九，一九九一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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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宜予刪除20。此種法定會員之規定，自將使親屬會議與傳統

宗族制度之由族長平息族內紛爭者殊有其別21。惟在此尚有數個

問題可資探討： 

１、 養子女本生父母一方之親屬，可否為親屬會議會員？ 

未成年養子女之養父母一方已無民法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

條第一項所列各款親屬組成親屬會議同意權，或雖有該項親屬組

成親屬會議而不為允許時，即不得予以處分未成年養子女之特有

財產。至該未成年養子女與本生父母之關係，既依民法第一千零

八十三條規定之反面解釋而未回復，自無由其本身父母之一方親

屬組成親屬會議行使同意權之餘地22。惟亦有學者認為，雖養子

女出養時，與本生父母之親子關係暫時停止，但於養子女與本生

父母之親子關係仍然存在，如養父母一方已無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項所列各款親屬組成親屬會議行使同意權時，仍應得

由本生父母一方之親屬組成親屬會議行使同意權，以符合養子女

之最大利益。 

２、 如繼承人拋棄繼承，親屬會議會員，應以何人為準定其

組織？ 

                                                 
20 陳猷龍著，民法親屬，頁二二八，一九九四年版。 
21 胡開誠著，民法親屬要義，頁一五二，一九六六年版。 
22參見四十六年臺高院五月份司法座談會提案決議，轉引自蕭長青、呂壬棠合著，民法實務問題

（親屬編），頁四八四，一九八九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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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被繼承人為準定其組織。查民法上親屬會議職司監督未

成年人及禁治產人之監護，以及有關遺產之繼承，為維護受監護

人及被繼承人而設，故此項親屬會議之會員應以事件本人為準，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組織之，其在被繼承人拋棄繼

承之場合，受理此項拋棄繼承意思表示之親屬會議（舊法規定）

既為監督有關繼承事務而設，則其會員似亦無獨以繼承人為準之

理，仍宜解為以被繼承人為準定其組織23。 

３、 遺囑見證人是否可以充任親屬會議之會員？ 

民法並無限制遺囑見證人不得充任親屬會議會員之規定，若

遺囑見證人具有親屬會議會員之身分，自得參與該親屬會議認定

口授遺囑之真偽，但應注意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六條之規定24。 

４、 非親屬所組成之親屬會議所做成之決議，是否生效？ 

非親屬所組成之親屬會議所做成之決議，與民法第一千一百

三十三條及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相違背，非親屬所組成之

親屬會議組織既不合法，其所為之決議，亦不生效力25。 

５、 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為請求酌給遺產，有無召

集親屬會議之權？又不服親屬會議所為之決定，得否訴

                                                 
23　參見司法行政部五十二年二月二日臺（五二）函民字第四七七號函，民事法令彙編二二０頁，

轉引自蕭長青、呂壬棠合著，民法實務問題（親屬編），頁四八四至四八五，一九八九年版。 
24 參見司法行政部五十四年六月二十五日臺（五四）函民字第三八三五號函，民事法令彙編二

二一頁，轉引自蕭長青、呂壬棠合著，民法實務問題（親屬編），頁四八五，一九八九年版。　  
25　參見最高法院五十年臺上字第三一五六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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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法院核定？ 

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屬利害關係人，自有召集親屬

會議之召集權。親屬會議所為酌給遺產之決議，應依其所受扶養

程度及其他關係而定，若親屬會議為允給時，例如「給而過少」、

或「根本不給」時，或親屬會議不為決議時，有召集權人得聲請

法院斟酌情形予以核定26。 

 

第二款  指定會員 

如無前述之親屬，或雖有之但因事實上之障礙（民法第一千一百

三十四條），或法律上之障礙（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致不足五人之

法定人數時，法院得因有召集權之聲請，於其他親屬中指定之，民法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其要件為：（一）法定會員人

數不足五人。指定會員僅有補充性質，如有法定會員足以組成親屬會

議，法院即不得依召集權人之聲請，於其他親屬中指定之。在比較法

上，其他國家就親屬會議會員之指定尚有其他情形，例如日本明治民

法於會員出缺（因死亡或為缺格辭職或解任時），得請求法院選定補

缺會員（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五十條）。依德國民法除議長外，惟於

有議決必要數額的會員存在時，應由親屬會議預行選定替補會員一人

或二人，並決定其替補順序。父或婚生之母指定替補會員及其順序
                                                 
26參照最高法院四十八年臺上字第一五三二號判例，轉引自陳錫露著，清官能斷家務事－親屬與

夫妻財產，頁一五一至一五二，一九九三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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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依其指定（德國舊民法第一千八百六十三條），無替補會員時，

得由議長指定臨時替補會員（德國舊民法第一千八百六十四條）。依

法國民法，需「有充分之理由，並以等待不在之會員或替補會員為適

當者，如同其他情形為未成年人之利益認為有必要時，該管法院得延

期開會或延長會議（法國舊民法第四百十四條）27。在我國如有親屬

會議會員出缺之情況，解釋上應就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所定親屬

按其順序自動遞補，必無可補之人，法院始得依有召集權人之聲請，

於其他親屬中指定之28。又親屬會議於所議決事項有個人利害關係

者，不得加入決議（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六條），然將該會員除外如

不足議決之法定人數時，亦有補足之必要29。（二）需有召集權人之聲

請，法院不得依職權為之。（三）需以其他親屬為指定範圍，其他外

人不得指定，而所謂其他親屬，其為血親或姻親，親等遠近如何，均

在所不問30，配偶亦得為指定會員31。但有學者以外國立法例之指定

會員不以親屬為限，例如法國舊民法第四百零九條規定，於法定親屬

會員不足法定人數時，法院得就居住遠方之親屬，或就同鎮之公民與

未成年父母素有交誼者遴選之。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四十五條規定，

                                                 
27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二，一九八０年版。 
28 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頁三七三，一九六七年版。 
29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二至七三三，一九八０年版。 
30 姻親亦可為親屬會議會員，此為多數見解，見趙鳳喈著，頁二三六；胡長青著，頁三七三；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一至四九二，一九八七年版；史尚寬著，親屬法論，

頁七三二，一九八０年版。 
31 同上註，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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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於指定會員係親屬或友朋有自由選定之權。德國舊民法第一千

八百六十七條規定，父或母指定之會員，及親屬會議選定之會員，與

會議主席所指定之臨時會員，均不以親屬為限。可知被選之人可不問

其為親屬或非親屬，只求能勝任以滿足當事人之利益即為已足。況遠

親之謀慮未必皆周，品格未必純正，有時不若至交密友可以託付，故

我國民法認為指定會員需以親屬為限，難以順時應變32。學者建議，

不無可採之處，但依照我國現行民法之規定，指定會員仍以親屬為

限。（四）親屬會議會員之指定，屬於非訟事件，應依非訟程序為之33。

依非訟事件法第七十六條34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聲請指定時，由未

成年人或禁治產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依非訟事件法第七十八條為遺

產聲請指定時，由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35。亦有學

者以我國民法既許被繼承人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見民法第一千零九

十三條），自當於此可許其以遺囑指定親屬會議會員，位次於法定會

員之後，與立法精神並無違背36。此說殊值參考，蓋由被繼承人於遺

囑指定親屬會議會員決定繼承事項，該被指定之人應與被繼承人關係

密切，最能貫徹被繼承人之意志，並兼顧繼承人之利益，惟我國民法

僅法院有指定會員之權利，並未有明文規定被繼承人得以遺囑指定親

                                                 
32 趙鳳喈著，民法親屬編，頁二三六，一九六三年版。 
33 參見司法院三十二年院字第二四七０號解釋。 
34 按非訟事件法業已於民國九十四年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但尚未施行，故以下仍援引八十八年

三日修正公布之舊法規定。 
35 高鳳仙著，親屬法—理論與實務，頁五０三。 
36 趙鳳喈著，民法親屬編，頁二三六，一九六三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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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會議會員，是否能逕為如此解釋，恐有疑義。 

應經親屬會議決之事項甚為繁雜，而現代社會，人民遷徙頻繁，

親屬會議召開不易，如不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及親屬會議雖經召開

而不為決議者，或因有第一千一百三十六條之情形，而不能依法決議

時，均應有補救之道，為此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新增第二項規

定：「親屬會議不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依法應經親屬會議處理之

事項，由有召集權人聲請法院處理之。親屬會議經召開而不為或不能

決議時，亦同」，以期周延。 

前開法定會員及指定會員親屬之種類、親系、親等及輩份，悉依

各該事件之本人為準而為決定37。所謂本人，主要者固為未成年人、

禁治產人或被繼承人，蓋親屬會議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之監督機

關，或為關於遺產繼承事項，或為親權濫用之糾正及聲請停止而設。

此外，扶養義務人有時亦為事件之本人，因親屬會議有決定扶養方法

之權限，於此情形，即應以扶養義務人為準而決定38。又親屬會議之

組織，依法律規定之，非由會員自己組織而成立，不過其權限之發動，

因召集權人之召集而開始。如無法定會員或其人數不足時，由法院指

定其不足人數為指定會員而已，其組織本身，非由法院之行為而成

                                                 
37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七五，一九八八年版；戴炎輝、戴

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二，一九八七年版。 
38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二，一九八七年版；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

四二，一九七九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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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此與德國舊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監護法院認為

對受監護人有利益時，始准其設置親屬會議者，或法國舊民法第四百

零六條規定，親屬會議由治安推事召集，或瑞士舊民法第三百六十四

條規定，親屬會議由監護監督官署召集者均有所不同39。關於指定會

員，實務上尚有數見解可資參考： 

１、親屬會議會員，應由血親充任之，必事實上無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一條所定之親屬，或此類親屬不足法定人數時，法院始得因有

召集權人聲請，於其他親屬指定之40。 

２、法院依有召集權人之聲請，於其他親屬中指定親屬會議之會員，

原無以年長者為先之順序之限制，此觀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

自明41。 

３、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繼承登記，因繼承人在台無親屬固不

能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至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召

集親屬會議，但如有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所定以外之其他親屬

者，似可依同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聲請法院就其中指定之42。 

第三節  親屬會議成員之缺格 

為親屬會議會員不得具有之資格，謂之消極的資格或稱會員之缺

                                                 
39 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四三至三四四，一九七九年版。 
40 見司法行政部四十三年九月四日臺（四三）鳳公參字第五四四二號函，轉引自蕭長青、呂壬

棠合著，民法實務問題（親屬編），頁四八六，一九八九年版。 
41 參見最高法院四十四年臺上字第一八六號判決。 
42 參見司法行政部五十五年二月二十六日臺（五五）函民字第一一一九號函，轉引自蕭長青、

呂壬棠合著，民法實務問題（親屬編），頁四八六，一九八九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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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依據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四十六條第二項之規定，監護人、監護

監督人及保佐人，不得為親屬會議會員。而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四十

六條第三項及第九百零八條亦規定，未成年人、禁治產人及準禁治產

人，剝奪公權者及停止公權者，被裁判所免黜之法定代理人或保佐

人、破產人，對於受監護人為訴訟或曾為訴訟之人及其配偶或直系血

親，行蹤不明之人，裁判所認為有不堪任會員職務之事蹟、不正行為

或品行惡劣顯著之人，亦不得為親屬會議會員。德國舊民法第一千八

百六十五條則規定，無行為能力人或因精神耗弱浪費，或酗酒被禁治

產之人，無親屬會議會員之能力。德國舊民法第一千八百六十六條亦

規定，受監護人之監護人，不應選為親屬會議會員。而法國舊民法第

四百四十二條規定，未成年人（除為父或母）、禁治產人、自己或其

父母與未成年人之間有危害未成年人之身分、財產或產物重要部分之

訴訟者，不得為監護人及親屬會議會員。法國舊民法第四百零七條第

三項亦規定受有名譽刑宣告之人、行為不端、管理無能力或不誠實之

人，均不得為會員。夫及妻不得同時為一親屬會議之會員43。我國民

法從日本明治民法之立法例，於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規定，監護

人、未成年人及禁治產人不得為親屬會議會員，但不以破產或公權之

褫奪等其他原因為親屬會議會員缺格之事由44。其認為監護人為親屬

                                                 
43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三，一九八０年版。 
44 但有學者認為未將破產、褫奪公權、行為不端及受徒刑宣告等等事由列入親屬會議會員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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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會員之缺格者，蓋監護人職務上之行為應受親屬會議之指揮監

督，常與親屬會議利害立於相反地位之故，此與民法第一千零九十六

條不得為監護人之立法旨趣相同45。但有學者將此認為係「相對缺

格」，而非絕對不能充任親屬會議會員。例如親屬會議召集之目的，

與所監護之人無任何直接之關係者，其仍可做為親屬會議會員46。至

於未成年人與禁治產人，則因其無行為能力，不能勝任會員之任務，

固不能為親屬會議會員47。惟未成年人已結婚者是否禁止擔任親屬會

議會員，學者間有不同見解，有謂未成年人因結婚已有行為能力者，

應不在禁止之列48；有謂未成年人結婚者，在財產上有行為能力，但

在身分上之行為，因自己尚須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應解為不得為親

屬會議會員49。本文以為已結婚之未成年人之身分行為既仍須得法定

代理人同意，自應解為不得擔任親屬會議會員，以避免實務上親屬會

議會員職權行使之困擾。 

第四節 親屬會議會員之辭職與解任 

第一款 辭職 

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居住於遠隔之地或有

                                                                                                                                            
資格及監護人之消極資格條件，雖立法精神一貫，但甚有不妥，見趙鳳喈著，民法親屬編，頁二

三七，一九六三年版。 
45 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頁三七三，一九六七年版。 
46 胡開誠著，民法親屬要義，頁一五一，一九六六年版。 
47 林菊枝著，親屬法新論，頁四０一，一九九六年版。 
48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三，一九八０版。 
49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０，一九八七年版；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

四一，一九七九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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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正當事由者，得辭為親屬會議會員。法國舊民法第四百十三條規

定，血親姻親或友好被召集，無正當理由不到會者，得處以五十法郎

以下之罰鍰，由該管法院法官宣告，不得上訴。而德國舊民法第一千

八百六十九條、第一千八百八十九條則規定，任何人無承受親屬會議

會員職務之義務，但就任後仍須有重大事由方得辭職。瑞士舊民法就

親屬會議會員辭職部分則並無明文規定，解釋上應可拒絕被選任50。

我國民法亦承日本舊例於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條規定，依法應為親

屬會議會員之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辭其職務。然所謂「依法應為

親屬會議會員之人」究為何指？有主張僅指法定會員而言51，其理由

謂「依法應為親屬會議會員之人」，在文字上似可解釋為民法第一千

一百三十一條各款所列舉之應為親屬會議之血親，因為關於監護人之

辭職，民法第一千零九十五條亦只限定法定監護人及選定監護人，需

有正當理由始得辭職，而指定監護人縱無正當理由，亦可辭職，故本

條「依法得為親屬會議會員之人」亦應做相同解釋。但通說仍係認為

法定會員及指定會員均包括在內52，均屬於所謂「依法應為親屬會議

會員之人」，無正當理由，不得辭職。蓋監護人之職務繁重，而親屬

會議會員之職務輕鬆，不過會議而已，其間大有不同，故雖認為指定

                                                 
50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四，一九八０年版。 
51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０，一九八七年版。持相同見解者，尚有陳棋炎，

見氏著民法親屬，頁三四０，一九七九年版。 
52持相同見解者尚有曹傑、胡長清等，見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四，一九八０年版；胡長

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頁三七四，一九六七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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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非有正當理由，不得辭職，亦不過酷；且為親屬會議會員之權利

義務，兼有公法的性質，在日本明治民法及法國舊民法，法院所選定

會員及於友朋，均有強制之性質，在我國民法指定會員仍以親屬為

限，亦難謂不應使其有強制性；在德國、瑞士舊民法，雖被選定者許

其自由拒絕就任，然德國、瑞士兩國例外的以親屬會議代行監護法院

或監護官署之職務，縱不能成立，仍有監護法院、監護官署可行使其

職權，毫無妨礙，但在我國親屬會議為一監督機關，非法院可以代庖，

故應認為有強制性為妥53，且法院之所有需在其他親屬中指定親屬會

議之會員，即因無法定會員或法定人數不足，若許指定會員任意辭

職，則親屬會議之組成必定更加困難，況法院指定會員時，必已斟酌

一切情況，指定適合者為會員，若無正當理由亦可辭職，難以為持法

院指定之效力54。本文亦以「依法應為親屬會議之人」應包括法定會

員及指定會員較為妥適。又所謂辭職之正當理由，有學者以非訟事件

法有關監護人辭職之規定為類推適用55是通說以辭職之正當理由應就

具體情形決定之即可，例如身罹重病、遠隔異地不能出席會議等，可

參酌民法第一千零九十五條有關監護人辭職之事由56。至於親屬會議

                                                 
53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四，一九八０年版。 
54 陳猷龍著，民法親屬，頁二三０一九九四年版。 
55 現行之非訟事件法第七十四條：「由法院所選定之監護人，非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辭

任：一、滿六十歲者，二、因殘廢疾病不能執行監護者，三、住所或居所與法院或受監護人所在

地隔離，不便執行監護者，四、有其他重大事由者」。 
56最高法院八十一年度台上字第一三三九號判決：「民法第一千零九十五條規定所謂「正當理由」，

係指被指定為監護人者，客觀上不能或不宜執行監護職務而言。如自願放棄監護權，尚非屬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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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辭職，應向何人為之？民法並無明文規定。有主張無論法定會員

或指定會員，均應向法院為之。有主張向親屬會議或法院為之均可57。

有主張法定會員應向召集人為之，但因親屬會未設有代表人，又無訴

訟當事人能力，而會員在明文上復無召集權，故指定會員應向法院為

之58。但亦有學者主張，在日本、德國、瑞士舊民法，親屬會議會員

由法院選任，會議由法院召集，辭職自應向法院為之，在我國民法由

法院指定者，自應向法院為之，但在法定會員如許其向召集權人為

之，則是許其一人有准駁之權，流於專擅，且如向有召集權人全體為

之，則其範圍為「當事人、法定代理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極不確

定，難以為之，故解釋上應向親屬會議為之，對於親屬會議之決議不

服時，始得聲訴於法院59。本文以為，親屬會議之會員，因議題事項

所涉主體不同而異，其召集人亦不同，故親屬會議非常設機關，而係

臨時機關，會員唯受召集權人之通知後，始確知其為該次會議會員，

故法定會員既為法定，且親屬會議會員召集不易，應向親屬會議召集

人為辭職之意思表示即可，而指定會員既為法院指定，自應向法院為

辭職之意思表示為宜。 

                                                                                                                                            
理由」。內政部四十四年台內戶字第七六四九號函示：「監護人因避免財產登記之誤會。請辭退

其職務，尚難謂有正當理由」。前司法行政部台公參字第四三四七號：「民法第一千零九十五條

所謂「正當理由」，應由主管機關就客觀事實，依經驗法則公平裁量」。 
57 林菊枝著，親屬法新論，頁四０一，一九九六年版。 
58 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四一，一九七九年版；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著，民法

親屬新論，頁四七三，一九八八年版。 
59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五，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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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解任  

關於親屬會議會員之解任，日本明治民法亦無明文規定，然有學

者主張準用關於監護之規定（即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零八條第八款、

第九百四十六條第三項），認為法院對於有不堪任職之事跡、不正之

行為或品行惡劣顯著之親屬會議會員，得免黜之。在瑞士舊民法中，

監督官署認為親屬會議不履行其義務或為受監護人之利益有必要

時，得隨時廢止親屬監護（瑞士舊民法第三百六十六條）。於德國舊

民法中，親屬會議會員因禁治產由監護法院免職（德國舊民法第一千

八百七十八條），會員職務之繼續，其中因義務違反之行為危害受監

護人之利益或會員本人方面有為未成年人、設有保護人、限於破產或

剝奪公民權之事由時，監護法院應免其職（德國舊民法第一千八百八

十六條、第一千七百八十一條）60。我國民法並無會員解任之規定，

然學者大多主張在指定會員自應解釋得由法院解任之，即在法定會

員，亦得準用民法第一千一百零六條於親屬會議會員有該條第一、二

款所定「違反法定義務時」或「無支付能力時」，得由有召集權人準

用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之規定，聲請法院解任61。而在一般情形

下，會員（包括法定會員及指定會員）如有不正當之行為時違反法定

之義務似應準用民法第一千一百零六條之規定，解為法院亦得予以解

                                                 
60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五，一九八０年版。 
61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五，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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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以期適當62。但亦有論者認為準用必須有法律明文規定始能為之，

如無明文規定，僅能類推適用，親屬會議會員解任，宜增訂法律規定，

否則法院受理此種事件恐於法無據63。管見亦認為在法無明文之情況

下，仍應僅能類推適用為宜。 

第五節  親屬會議存續之期間 

親屬會議之存續期間，視其因何事項所設而不同。原則上，每於

需召開親屬會議之案件發生時，由召集權人召集，而於其任務（決議）

終了時，即行消滅64。惟其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之監護人之監督機

關，或為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之管理人之監督機關，應解為一旦召集之

後，繼續至監護終了之時，或至遺產管理人職務終了之時。其為其他

事項之親屬會議，則為其任務（決議）完了時，但於召集日期決議尚

未成立時，則應解為仍然存續65。足見我國親屬會議非常設機關，而

係臨時機關66。 

 

                                                 
62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七四，一九八八年版；林菊枝著，

親屬法新論，頁四０一至四０二，一九九六年版；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四二，一九七九年

版。 
63 高鳳仙著，親屬法—理論與實務，頁五０四。 
64 但瑞士民法規定係以四年為一期，參見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四四，一九七九年版。 
65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三，一九八七年版。穗積重遠，判例　現　　　

親族會，頁五八０，昭和三十年。 
66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七六。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

頁三六九，一九六七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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