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我國親屬會議之召集方式、決議效力及

不服決議之救濟 

第一節 親屬會議之召集及決議方式 

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依本法之規定應開親屬會議

時，由當事人、法定代理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召集之」，故如有前揭

民法規定應召開親屬會議之情形，自應召集親屬會議，然事實上，召

開親屬會議之原因並不限於民法規定之情形，如有其他法律規定或情

事應召開親屬會議時，有召集權人亦得召集，故本條所謂「依本法」

之規定應僅為任意規定，而非強制規定1，亦有學者建議將本條條文

修正為：「依法應執行親屬會議之職權時」，較符合實際2。又因親屬

會議非常設機關，並無代表人，故予以請求之人以召集親屬會議之召

集權，使親屬會議為召集行為，除會議之召集外，並兼含相當於聲請

或請求之行為在內，而其會員又並非恆久不變，故民法第一千一百二

十九條，係以召集權兼容請求作用所為之規定3。以下則就親屬會議

之召集權人召集程序及決議方式予以分述，並探討親屬會議決議之效

力，及如對親屬會議決議不服時應如何救濟，以通盤瞭解親屬會議運

作之情形。 

                                                 
1 最高法院七十一年臺上字第一八０五號判決：「查親屬會議之權限，以法律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其決議之不容聲訴不服，亦以正當者為限」。 
2 陳猷龍著，民法親屬，頁二三三，一九九四年九月版。 
3 胡開誠著，民法親屬要義，頁一五四至一五五，一九六六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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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親屬會議之召集權人 

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四十四條規定：「親屬會議於依本法（即民

法）或其他法令應開會議時，裁判所因需會議事件之本人、戶主、親

屬、監護人、監督監護人、保佐人、檢事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召集之」，

而為無行為能力人之親屬會議有繼續之性質者，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

六十六條則規定「除最初之召集外，由本人、其法定代理人、監督監

護人、保佐人或會員召集之」。而德國民法第一千八百七十三條規定，

親屬會議如有兩會員、監護人或監督監護人之請求，或為受監護人之

利益有必要時，由為議長之監護法院推事召集之，召集方式得以口頭

或書面為之。瑞士舊民法對此則無規定，解釋上親屬會議應就會員中

選出議長，由其處理事務。法國舊民法第四百零六條則規定：「親屬

會議依未成年人之親屬、債權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

由未成年人住所地該管法院推事召集。任何人得以應選任監護人必要

之事實，向此推事表示之」，法國舊民法第四百十六條並規定親屬會

議以該管法院推事為議長，換言之即係由法院召集之4。親屬會議由

有召集權人召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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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4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八至七三九，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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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之行為而成立，此與德國舊民法規定（第一千八百五十九條第

一項）係監護法院認為對受監護人有利益時，始准其設置親屬會議，

或法國舊民法規定（第四百零六條）由治安推事召集親屬會議，及瑞

士舊民法規定（第三百六十四條）由監護監督官署召集者均不同
5
。

親屬會議只有召集人而無親屬會議主席，且召集人並非親屬會議之會

員身分所產生者，故親屬會議實即因有召集親屬會之權者之邀請，共

同就其所請求之事項以為決議或見知，而親屬會議之會員，係依法具

有被請求而為合議或見知之人。親屬會議因召集而存在，因散會而解

體，至其決議欲求其能發生法律上之效力，不僅需其會員及所為決議

須合法，其召集亦需合法
6
。大清民律草案親屬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原

規定：親屬會議由審判廳因本人親屬監護人、監護人之監督人、保佐

人、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呈請而召集
7
。我國現行民法第一千一百

二十九條係規定：「依本法應開親屬會議時，由當事人、法定代理人

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召集之」，可知召集權人之範圍與外國及民律草案

之規定不同，代表公益之檢察官被排除於得以召集親屬會議之召集權

                                                 
5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四二，一九七九年版。 
6胡開誠著，民法親屬要義，頁一五一及一五三，一九六六年版。 
7 大清民律草案親屬法第一百二十四條：「依本律及其他法令之規定，應開親屬會時，審判廳需

因本人親屬監護人、監護人之監督人、保佐人、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呈請召集之。」其立法意

指略以：「夫親屬以情義相聯，苟無須官吏之干涉，自不必以經官為要義。惟親屬會議議決之事

件，大都關乎重大者為多，若選定及召集會員等事一任親屬之自由，誠恐各便私圖，其會議必不

能公平，殊非設立親屬會之本旨。本律有鑒於此，故不惟以選定之權歸諸審判廳，即召集會員之

權亦屬焉。庶可以息爭議。總之，親屬會議非因召集不能自行集會，而審判廳非因一定之人之呈

請，亦不得以職權而濫行召集。有呈請然後有召集，有召集然後有會議，是本律規定親屬會之順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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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至一一三，七十一年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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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外，其立法設計應係親屬會議議決事項偉由親屬自治，公權力不

宜介入過深意，故使親屬或有利害關係之人得以發動、召集親屬會

議。簡言之，我國民法規定當事人、法定代理人或利害關係人均有親

屬會議之召集權，另參酌前揭民法意旨，法院亦應為親屬會議之召集

權人之一。有召集權人不妨共同為召集或合併多數之議題為召集，但

性質上不許合併者，不在此限。以下就各召集權人召集之情形分別說

明： 

一、當事人 

在日本明治民法中，事件之本人及會員均有召集權，所謂「事件

之本人」，親屬會議為無行為能力人而召集者，為無行為能力人；為

戶主權之代行而召集者，為戶主或前戶主；為家督繼承人之選定而召

集者，為被繼承人之前戶主；為法律推定之家督繼承人廢除請求之同

意而召集者，為提起廢除之訴之戶主（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四十五

條、第七百九十一條、第八百九十二條、第八百九十五條）
8
。而我

國民法所謂之當事人，係指議題事項之當事人，例如在濫用親權事件

時；為未成年之子女，在監護事件為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監護人；

在扶養事件時，為扶養義務人或扶養權利人；在繼承事件時，係繼承

人或遺產管理人；在遺囑事件時，則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執行

                                                 
8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八，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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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可知議題事項主體不以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被繼承人為限，

故有學者認為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僅列此三者，似有未足，建議

修正為：「親屬會議會員，應就議題事項當事人之左列親屬與順序定

之」，以免遺漏9。至於親屬會議之會員是否在內，即是否亦得為當事

人？學者見解不一，有認為不包括在當事人內，有認為應包括在當事

人內。通說採否定說10，然有學者認為應採肯定說，蓋親屬會議之召

集，有時需由會員自行發動，例如民法第一千零九十條親權濫用之禁

止、第一千一百零三條監護人之報告、第一千一百零六條監護人之解

任等等，如不承認會員為當事人而予其召集權，則會員對於親屬會議

之決議不得聲明不服11，其不當不言自明，且我國民法上，法定會員

係直接根據法律規定而定，不待法院之指定而後定之，故決定何人為

法定會員而有召集權，毫無困難，況承認親屬會議會員有召集權，並

無任何弊害，自應認為親屬會議之會員亦得為當事人12。另有學者以

我國民法既未如日本明治民法明列會員為召集權人，應解釋會員為

「其他利害關係人」，因親屬會議為親權濫用之糾正,監護人之選定、

解任等職權之行使，不能不認為其有利害關係而許其得自動召集13。

                                                 
9 陳猷龍著，民法親屬，頁二三四，一九九四年版。 
10 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頁三七八，一九六七年版。 
11 按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規定：「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所定有召集權人，對於親屬會議之決

議，有不服者，得於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訴」，故有召集權人方得對於親屬會議提出不服之聲訴。 
12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六，一九八七年版。採相同見解者，尚有陳棋炎，

見氏著，民法親屬，頁三四六，一九七九年版；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著，民法親屬新

論，頁四七八，一九八八年版。 
13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三九，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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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親屬會議之會員並非事件當事人，僅為親屬會議之成員，而

法律又未明定其得為召集權人，故認為會員為利害關係人而有召集

權，亦可達到承認會員為當事人而有召集權相同之效果，且不會將會

員與當事人概念混淆，應採否定說為宜。又因召集會議係一種意思通

知，只需有意思能力，即可為之，故未成年人苟有意思能力，不論其

年齡為何，或禁治產人於恢復意思能力之情形，不論有無撤銷禁治產

宣告，均得有效召集親屬會議14。 

二、法定代理人 

　 未成年人、禁治產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扶養權利人及扶養義

務人等之法定代理人，均包括在內。當事人有意思能力者，應解為其

本人及其法定代理人均有召集權。需注意者係此種法定代理人，係擁

有獨立之召集權，並非僅為代理之召集權，是如議題事項所涉主體，

若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則有意思能力之未成年人、禁治產人及其

他法定代理人，均為獨立之召集人。 

三、利害關係人 

    所謂利害關係人包含甚廣，舉凡財產上之利害關係人、身分上之

利害關係人、法律上利害關係人及事實上之利害關係人均包括屬之。

例如民法第一千零九十條親權濫用時之直系親屬，民法第一千一百零

                                                 
14 陳猷龍著，民法親屬，頁二三三，一九九四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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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受監護人之債權人，民法第一千一百零八條、第一千一百零七條

之監護人及受監護人之繼承人，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第一千一

百七十六條無人承認繼承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時遺產債

權人及債務人15，受遺贈人或次順序之法定繼承人，民法第一千一百

二十條扶養權利人，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之遺產酌給請求權人等

等16。而事實上之利害關係人，例如監護人將受監護人送入精神病院，

依法應得親屬會議同意，如監護人不召集親屬會議，則受監護人之配

偶為事實上之利害關係人，亦有召集權。 

四、法院 

                                                 
15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有無不明致親屬會議無人召集時，實務見解認為國庫得以民法第一千一

百二十九條所稱之利害關係人之地位召集親屬會議。參見司法院三十年院字第二二一三號解釋：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不明者，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及第一千七百七十八條第一項

支規定，應由親屬會議選定遺產管理人，並將繼承開始即選定遺產管理人之事由呈報法院，並未

認檢察官有此職權。即在親屬會議無人召集時，國庫雖因其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於將來遺

產之歸屬有期待權，得以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所稱利害關係人之地位召集之，但遺產歸屬國

庫時由何機關代表國庫接收，現行法令尚無明文規定，按其事物之性質，應解為由管轄被繼承人

住所地之地方行政官署接受，則因繼承開始時繼承人有無不明須由國庫召集親屬會議者，亦應由

此項官署行之，未便認檢察官有此權限。再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之規定，遺產於清償債權

並交付遺贈物後有剩餘者，於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定之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

當然歸屬國庫，不以除權判決為此項效果之發生要件。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謂法院應依公

示催告程序公告繼承人於一定期限內承認繼承，僅其公告之方法，應依公示催告程序行之，非謂

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尚須經除權判決之程序。況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四十一條以下之

規定，除權判決應本於公示催告聲請人之聲請為之，親屬會議不過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理人

之事由呈報法院，並非聲請為公示催告，亦無從聲請為除權判決，則檢察官不得聲請為除權判決，

尤無疑義」，轉引自蕭長青、呂壬棠合著，民法實務問題（親屬編），頁四八一至四八二。 
16 二十三年上字第二二四六號裁判：「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

之親屬會議，自屬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所稱之利害關係人，不得謂無召集權」。最高法院四

十八年臺上字第一五三二號判例：「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基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

之規定，依同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召集親屬會議所為酌給遺產之決議，原應依其所受扶養之

程度及其他關係而定，若親屬會議之決議未允洽時，法院因有召集權人之聲訴，自可斟酌情形逕

予核定，所謂決議之不允洽，通常固指「給而過少」或「根本不給」之情形而言，但為貫徹保護

被扶養者之利益，及防杜親屬會議會員之不盡職責起見，對於親屬會議已開而未為給否之任 

何決議時，亦應視為與決議不給之情形同，而賦有召集權人以聲訴不服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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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立法例有專以法院為召集權人者，係因親屬會議之性質不同

所致，我國民法對此採不干涉主義，僅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二

項有關監護人之順序及選定，如不能依同條第一項定其監護人時，由

法院徵求親屬會議之意見選定之，係解釋上法院有召集權，此為親屬

會議由官署召集之唯一例外情形17。 

第二款 親屬會議之召集程序 

一、召集方式 

召集親屬會議，應由有召集權人對會員發出召集通知，說明開會

日期、地點及議題。通知方法，以書面或口頭均無不可，未經召集各

會員，雖偶然相遇，不能認有親屬會議之開會。召集人於通知前，應

先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確定親屬會議之法定會員，遇

有辭職之情形，應再通知次順序應為法定會員之親屬，於無法定會員

或法定會員人數不足時，應聲請法院於其他親屬中指定會員，若無其

他親屬可供法院指定會員，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前段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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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需說明者，原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前項同一順

序之人，以親等近者為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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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於七十四年五月二十四日民法修正時，

                                                 
17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六，一九八七年版；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

頁三七八，一九六七年版；陳棋炎著，民法新論，頁三四七，一九七九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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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徹男女平等原則，將第二項中「親等同者，以父系之親屬為先」

等文字刪除，而將原條文修正為：「前項同一順序之人，以親等近者

為先；親等同者，以同居親屬為先，無同居親屬者，以年長者為先」，

並因現代工商社會，人口流動性甚大，親屬散處四方，多有不能出席

親屬會議或難於出席之情形，為求補正措施，故增設第三項為：「依

前二項順序所定之親屬會議會員，不能出席親屬會議，或難於出席

時，由次順序之親屬充任之」，並增設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二

項，由有召集權人聲請法院處理之，資為補救之道，以因應現代社會

生活形態18。依召集為對於會員之通知，會員雖未受召集通知，然事

實上已受到通知而出席、參加會議或陳述意見時，則召集程序縱有遺

漏，其瑕疵可認為已補正，不妨害會議之成立，自不得據以聲請不服

19。 

二、開會地點 

法國舊民法規定，除該管法院法官另行指定外，當然集會於該推

事處；而德國舊民法規定，由議長決定開會地點及時日20。我國民法

就此未有規定，解釋上應由召集權人指定或由會員協議定之，以在事

                                                 
18 民法親屬編、繼承編修正資料彙編，頁六六，五南出版社，七十四年六月版。 
19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七，一九八七年版；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

人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七九至四八０，一九八八年版。 
20法國舊民法第四百十一條規定：「到場期日，由該管法院推事定之。但被召集之人俱住在其鄉

鎮或二十公里以內時，召集之通知為親屬會議集會所指定日之間，至少應定有三日之間隔」、「被

召集者之中有住在超過二十公里之地者，每三十公里延長一日之期間」。轉引自史尚寬著，親屬

法論，頁七四０至七四一，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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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本人住所地召集為適當。 

三、召集通知與開會之間是否需預留一定期間 

我國民法就此未有規定，解釋上似有如民事訴訟有關預留送達期

間之必要，以資公允。 

四、是否需通知有召集權而非會員之人參與親屬會議 

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四十八條規定：「親屬會議之召集，亦需通

知本人、戶主、在家之父母、配偶者、本家及分家之戶主、監護人、

監督監護人及保佐人」，予前揭相關人士陳述意見之機會，如為通知

得為聲請撤銷親屬會議決議之事由。我國學者亦有主張對於有召集權

而非會員之本人、法定代理人及利害關係人，既有召集權，又就會議

內容有利害關係，且因其對親屬會議決議不服之聲請，被限制於三個

月內（除斥期間），故應予陳述意見之機會，亦應為召集之通知21，惟

於拋棄繼承或無人繼承之場合，就遺產有債權關係之利害關係人，依

法有一定公示催告程序（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自為例外情形。

但亦有學者認為，我國民法既無對於本人、法定代理人或其他利害關

係人需予通知之明文規定，則應認為雖以通知為適當，但無通知之義

務，通知與否應由親屬會議自行決定22。本文以為採取通知義務見解

                                                 
21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四九六，一九八七年版；胡開誠著，民法親屬要義，

頁一五五，一九六六年版；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七九；高鳳仙著

親屬法－理論與實務，頁五０九至五一０。 
22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一，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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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不服親屬會議決議聲訴之規定互相

配合，使當事人、法定代理人及利害關係人依法聲訴之權利不受剝奪。 

第三款 開會及決議方式 

　 德國舊民法第一千八百七十四條第一、二項規定，親屬會議之決

議，需有議長及至少會員二名出席，決議依出席人數之多數決行之，

可否同數時，取決於議長之表決。而法國舊民法第四百十五條、第四

百十六條則規定非有四分之三以上會員出席，不得開議，由該管法院

推事為議長，議長有議決權，可否同數時有裁決權。而日本明治民法

規定，親屬會議之議事以會員過半數決之，非以出席之多數決，但至

少需有過半數之會員出席23。我國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條規定：「親

屬會議非有三人以上之出席，不得開會，非有出席會員過半數之同

意，不得為決議」，可知我國親屬會議出席人數，至少需三人，並需

有出席會員過半數之同意，各會員只有一表決權，主席亦同。另會員

需親自出席，不得使他人代理24，此與法國舊民法規定得以委託他人

代理之規定不同。又決議方式，可否以書面為之？我國民法對此並無

規定。查民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雖就社團之章程變更總會之特別議

決，承認書面決議，惟此係便宜規定，且此時尚須得到主管官署之許

可，故不致發生弊端。然於親屬會議因無如上述明文規定可資參酌，

                                                 
23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一，一九八０年版。 
24 參見三十一年上字第六三七號：「親屬會議之會員，應於會議時自行出席，不得使他人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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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承認書面決議，則會員以外之利害關係人無列席陳述意見之機

會，因此不能承認書面決議，如有違反而以書面決議者，得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訴25。親屬會議中關於金額之決

定，有三個以上之意見各不達半數時，可類推適用法院組織法第一百

零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以最多額之意見，順次算入次多額之意見，至

達過半數為止。而會員表決時，並不得棄權26。 

親屬會議不能決議時，例如會員對於所議事件有利害關係不能參

加表決，或屢次召集會議，均不能達到開會之法定人數，或已達法定

人數，但因意見紛歧，可否均不能過半數時，應如何處理？我民法原

無明文規定。有學者認為需重行召集會議27，且認為如會員履不出席

或不能執行職務時，得由有召集權人聲請法院解任之，但因有利害關

係不能參加表決致不能議決時，應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

之規定，以次順序之法定會員臨時補充之28。但為使親屬會議可以成

其任務，外國立法例有規定，如決議不成時，得呈請法院判決代替決

議（參見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五十二條），故我國民法參酌外國立法

例於現行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後段增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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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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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屬新論，頁四八０，一九八八年版。 
26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二，一九八０年版。 
27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八０，一九八八年版。 
28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二，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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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處理之。親屬會議經召開而不為或不能決議時，亦同」，明文規

定於此情形得由有召集權人聲請法院處理之，以資補救29。而有學者

即認為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之增定，亦彰顯第一千一百三

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已無實質上之意義30。該條所謂「親屬會議不

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包括無足夠之親屬人數可為法定親屬或指定

親屬，而無法組織親屬會議，或會員住居所不明無法通知與會或不願

出席會議，致出席人數不足開會之法定人數者；而所謂「親屬會議經

召開而不為或不能決議」，係包括因會員意見紛歧而無法做成決議，

或因會員有個人利害關係而不能做成決議，或屢次開會但對於應經會

議處理之事項均不進行表決等情形31。 

第四款 加入決議之限制 

德國舊民法第一千八百七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就事件受監護人之

利益與一會員之利益有顯著之相反者，其會員不得參加議決。參加之

排除，由議長決定之，為議決之必要為替代被排除之會員，議長應召

集一替代會員。而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四十七條第二項亦規定，會員

                                                 
29 其立法理由為：「應經親屬會議決議之事項，民法親屬、繼承二編規定，甚為繁多，如第一千

零九十條、第一千零九十四條、第一千零九十九條、第一千一百零一條、第一千一百零三條、第

一千一百零四條、第一千一百零六條、第一千一百零七條、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二項、第一千一

百十二條、第一千一百二十條、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第一千一百七十九

條、第一千一百八時條、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條、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第一千二百十一條、第一

千一百十二條、第一千二百十三條、第一千二百十八條規定是。而現代工商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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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有第一千

二百三十六條之情形，而不能依法決議時，均應有補救之道，爰增設本條第二項之規定」。 
30 盧立人著，親屬法釋論，頁二一二，一九九一年版。 
31 高鳳仙著，親屬法－理論與實務，頁五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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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關於自己利害之議事，不得加入表決之數32。我國前大理院亦曾有

「有利害關係與訟爭之人，應不得加入會議」之判例。現行民法則於

第一千一百三十六條規定：「親屬會議會員，於所議事件有個人利害

關係者，不得加入決議」，其立法意旨同係為期議決公正而設。所謂

個人利害關係者，係指個人因決議而直接受有利益或不利益，且以直

接利益為限33。例如親屬會議對於監護人出賣受監護人之不動產請求

為允許之議決，而會員之一即為不動產之買受人，則該會員即為有利

害關係之人，不得參加決議。但對於會員之親屬酌給遺產，非會員直

接受有利益，尚不妨加入表決。此種會員雖不得加入決議，但仍然不

妨許其陳述意見，且可算入出席之人數，如因此致決議不能達到半

數，即可以次順序之法定會員遞補之，如仍不足法定人數，則得由有

召集權人聲請於其他親屬中指定之。此種會員雖加入表決，然如除該

會員外尚有過半數會員同意時，仍屬有效決議，惟得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三十七條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但如因此不足過半數時，則為無效。 

第二節 親屬會議決議之效力 

親屬會議之如依前揭規定做成決議原則上即有法律上之效力，且

係當然自始有效，該被議決事項自應遵從決議為之，亦即該項決議對

                                                 
32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二，一九八０年版。 
33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三，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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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有人均有效力，不得任意推翻之34。 

第三節 對於親屬會議決議不服之救濟 

親屬會議之性質，亦為私法自治，其所為之決議，原具有替代裁

判之作用。因應有親屬會議決定之事項，性質上均為具有斟酌性之裁

斷事項，有待其本乎公平適當之原則，就其實際情況，以為合理之決

議。惟欲保確保其所為決議之公平適當，法律所為之規定，應包含三

方面，其一為決議之主體應適法：即親屬會議之組織及召集須依法律

之規定；其二為決議之程序需適法：亦即得為決議之事件，固需合乎

法律規定，會議之要件及決議之方式亦需依法律之規定而為；其三為

決議之內容需合法妥適：就是決議在實質上合法妥當之意，此猶如法

院之裁判合法存在，需在法院之組織上、訴訟程序上及實體上均合法

者然35。然如親屬會議做成之決議違反前揭於組織上、程序上及實體

上均需合法妥適之要求而發現有瑕疵時，應如何救濟？依據德國舊民

法第一千八百七十二條之規定，親屬會議有監護法院之權利與義務，

其決議之無效與撤銷，與監護法院處分同，而依據德國非訟事件法規

定，撤銷決議需為因受處分而不利益之人，自其得知悉處分起二星期

內為「即時抗告」。而依據法國舊民法第四百四十八條、第四百五十

八條、第四百六十七條規定，親屬會議之決議關於監護人之排斥或解

                                                 
34平野義太郎，「判例　現　　　親族會」，頁五八五至五九六，昭和三十年。 
35 胡開誠著，民法親屬要義，頁一五六，一九六六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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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如監護人有異議時，以及關於監護人為未成年人借款、讓與或抵

押不動產，或為和解之允許時，尚須經控訴法院（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ｄｅ ｇｒａｎｄ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之認可，此外法國舊民法

第八百八十三條規定，對於未一致之決議，亦得為不服之標的，一切

親屬會議之決議，有背於未成年人之利益者，均得被攻擊，監護人得

攻擊監護法院之決議，縱會議為其所聲請，就其中要求被親屬會議拒

絕時為然，但第三人必須於有正當利益時，始得攻擊親屬會議之決議

36。在日本舊判例中，曾主張無效之決議當然無效，但其後分為「當

然無效」與「得撤銷」兩種情形，前者以違反不得以親屬會議決議左

右之強行規定之決議及親屬會議之構成不適法，等於無效決議時為限

37。親屬會議之決議，在理論上固應絕對公允，但事實上涉於私曲者，

亦常有之，故大清民律草案親屬法亦仿照日本明治民法第九百五十一

條之規定，於草案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會員或得有召集權人，有不服

親屬會議決議者，得呈訴於審判衙門38。現行民法則於第一千一百三

十一條規定：「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所定有召集權之人，對於親屬會

議之決議，有不服者，得於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訴」，以資救濟。本條

                                                 
36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三至七四四。 
37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四。 
38 大清民律草案親屬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會員或第一百二十四條所列各人，有不服親屬會議之

決議者，得呈訴於審判衙門。」其立法意旨略以：「本條係規定不服親屬會議決議者，可呈訴於

審判廳。蓋親屬會之議決，原有拘束監護人及其他之效力，如監護人欲為某事而求親屬會之允許，

若不得同意，則監護人不得為之。然聚多數之會員決議，雖大體不至偏私，而亦不能必盡其合事

理，故對於其決議有不服者，可呈訴諸審判廳而請求撤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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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一八至一一九，七十一年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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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之「聲訴權人」，以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所定之召集權人即

當事人、法定代理人即其他利害關係人為限。若親屬會議之會員，自

身已參加並贊成決議者，即不得事後再持異議，藉資糾紛39。惟在此

應討論者係決議之不合法（無效）及決議之不當（得撤銷）是否皆受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限制？在同一情形下，日本民法舊親屬編

之解釋上，通說及判例均加以區分：一為「當然無效之決議」，二為

「可得撤銷之決議」40。我國學界通說亦參照日本明治民法之規定親

屬會議決議之瑕疵分為「當然無效」及「得撤銷」二種情形，無效不

法之決議則例如：違反親屬會議之強行規定所做成之決議及親屬會議

之構成不適法等，均自始當然無效41。蓋若無上述「無效」或「得撤

銷」之區分，按決議如屬不合法，而應歸於無效時，當然不生法律上

之效力，如未予區分，則親屬會議決議成立之後三個月內，當無人提

起不服之訴時，即認為有完全之效力，不合常理。故民法第一千一百

三十七條之規定，僅就「可得撤銷之決議」有所適用，至於「無效之

決議」，如有提起確認之訴之法律上利益時，應依民法及民事訴訟法

一般之規定，自決議之日起，無論經過若干時間，皆可提起決議無效

                                                 
39 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頁三七九，一九六七年版。大清民律草案立法意旨亦以：「如會

員提起不服之訴，贊成議決之會員不得提起不服之訴，惟決議持反對意見者，得提起之」，同前

註。 
40田中誠二，引自「判例　現　　　親族會」，頁五六四至五六五，有斐閣，昭和三十年。 
41 李宜琛著，現行親屬法論，頁一八四，一九六六年版。決議之不合法或不當，區別上頗為困

擾，日本民法經過判例補充解釋，漸有一定之標準。參考穗積重遠，引自「判例　現　　　親族

會」，頁五六六至五六七，有斐閣，昭和三十年。以下論者大多亦以日本判例解釋所區別之方式

為區分，本文亦採相同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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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42。惟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僅設有對親屬會議決議不服時得

向法院聲訴之救濟規定43，但關於決議無效與決議撤銷之原因，均未

詳細加以檢討，容後分述之。惟需注意者，對於決議不服之聲訴，原

告有時以為無效，有時以為撤銷，但其本意均在消滅原決議之效力，

是法院應不拘泥於訴訟之形式，而審查案件之內容，依聲訴者內心之

真意加以判斷。又決議無效或撤銷之訴，得以一併起訴（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四十八條）44，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及第一百九十一條所分

別規定之「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及「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之訴」，

其適用情形於此亦可參考45。以下即將親屬會議決議瑕疵之救濟方式

以「無效」及「得撤銷」之情形分述如下： 

 

第一款　親屬會議決議當然無效 

親屬會議決議當然無效時，不適用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規

定，凡有法律上之利益者，均得隨時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

提起確認無效之訴。決議當然無效之原因，可分為左列二種情形： 

一、 決議之內容違反強行規定不能認為有決議者： 

                                                 
42 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五０至三五一，一九七九年版；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

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八一，一九八八年版。 
43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是否僅係對於不合法之決議予以救濟，或亦對於合法但不當之決

議予以救濟？我國學界有三種看法：（一）僅對於不合法之決議予以救濟，蓋如二者不合法或不

當之決議均予救濟則親屬會議之決議形同虛設，採此見解者有學者戴炎輝、戴東雄。（二＿對於

不當之決議救濟此為通說，採此見解者有胡長清、羅鼎，通說亦採此見解。（三）包括決議之違

法與決議之失當者。轉引自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五００。 
44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五九九；高鳳仙著，親屬法—理論與實務，頁五一三。 
45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三人合著，民法親屬新論，頁四八一，一九八八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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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決議之內容違反強制規定，不能視為有決議，自不生法律上

之效力。例如：（一）有法定監護人而竟選定監護人者（參見民法第

一千零九十四條）；（二）選定缺格之人為監護人（參見民法第一千零

九十六條）；（三）不應開始監護，而監護為開始並選定監護人（民法

第一千零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十條）；（四）有指定遺囑執行人或委

託他人指定遺囑人（參見民法第一千二百零九條），而竟選定遺囑執

行人；（五）選定缺格之人為遺囑執行人（參見民法第一千二百十條）

等等。 

二、 親屬會議之組織或決議方法不合法，等於無決議者： 

親屬會議徒有形式，而等於無決議者，例如：（一）以無會員資

格或缺格之人組成會議，不依法定會員順序（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

條、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以組成會議時；（二）會員人數不達五人

不為補充，而召集會議以為決議時，或以超過五名會員之人數（民法

第一千一百三十條）而組成會議為決議時；（三）依未有召集權人之

召集，一部分會員召集而為之決議；（四）未有會員五分之三以上之

出席或未有出席會員過半數之同意（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條）而為

決議時，除去利害關係人所為之表決不足過半數者，亦同46。 

總而言之，決議無效，不受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之限制，自

                                                 
46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四，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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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確定、當然無效47，任何人於任何時，若就其決議無效有法律上

之利益者，均可主張無效，不受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三個月時間

之限制。又可提起確認親屬會議決議無效之訴，其訴之程序，依一般

民事訴訟程序之規定48，應以判決為之49。 

第二款 親屬會議決議得撤銷 

親屬會議決議之內容，雖有瑕疵，但瑕疵未達自始當然無效之程

度者，不宜令其懸宕，故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規定，限制有召集

權人得於三個月內以訴訟主張之，逾期不為聲訴者，即認為有效，不

得聲請撤銷。在實務上，認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所謂「不服」及

「聲訴」應專指對無理由或理由不當之決議，提起撤銷之訴而言50。

親屬會議決議撤銷之原因，可分列如下： 

一、 親屬會議之召集或決議之方法，不依法定程序者 

召集或決議程序違法而未至無效程度者，其決議僅屬可得撤銷，

例如：（一）對於部分之會員，未發召集通知51；（二）未開會而為書

面決議52；（三）利害關係人參加決議，除該會員之表決外尚有其他過

                                                 
47 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五二，一九七九年版。 
48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五００，一九八七年版。學者羅鼎及胡長清認為，違

反第一千一百三十條、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條之決議，為無效；有學者則認為親屬會議組織及決議

不合法，為決議無效；另有學者認為，親屬會議組織、開會及決議不合法，均屬無效。 
49 陳猷龍著，民法親屬，頁二三七，一九九四年版。 
50 盧立人著，親屬法釋論，頁二一四，參見最高法院七十年度台上字第三六一０號判決:「民法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所謂「不服」及「聲訴」，應專指對無理由或理由不當之決議提起撤銷之訴

而言。又數訴行預備合併者，法院並非認先位之訴為無理由，不得就預備之訴為裁判」。 
51 最高法院十八年上字第二五九九號判例：「既為親等較近之人，則親屬會議之組織，非邀同到

場與議，其決議難認為有效」，日本大正六年三月十九日大審院判例亦有類此見解。 
52 此為通說見解，日本學者穗積重遠亦同此，惟有不同看法，有學者認以書面決議代替開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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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數之決議，非當然無效，而僅為得撤銷之情形；所定開會期日過於

倉促，致一部分會員不能參加決議。 

二、 親屬會議決議內容實質不當，或會員表決之意思受有不正當之

干涉，有害於當事人之利益者 

（一）親屬會議決議內容雖不違反強制規定，但不適當者53，例

如：所選定之監護人顯然不能勝任、對於監護人報酬之決議超過監護

人之勞力及受監護人財產收益之狀況（民法第一千一百零四條）、監

護人處分受監護人之不動產，顯然低於市價，而竟為允許之決議、議

定之扶養方法不合實際或顯有偏頗、選定或改選之遺囑執行人不適當

（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一條、第一千二百十八條）54等等，不應以之為

當然無效，僅可撤銷而已，至於其決議內容是否正當，應就具體情形，

客觀決定之55。另法院實務上認為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亦有召

集權56，故就決議酌給遺產（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過多、過少、

不給等固為決議未允洽，親屬會議以召開而未為給否之任何決議時，

亦應視為與決議不給之情形相同，得為撤銷之原因57。（二）會員表決

                                                                                                                                            
為無效之決議，見陳猷龍著，民法親屬，頁二三七，一九九四年版；胡長清著，中國民法親屬論，

頁三八０，一九六七年版。 
53 最高法院七十一年度台上字第一八０五號判例：「查親屬會議之權限，以法律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其決議之不容聲訴不服，亦以正當者為限」。 
54 陳猷龍著，民法親屬，頁二三八，一九九四年版。 
55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五０一，一九八七年版。 
56 最高法院二十三年上字第二二四六號判例：「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於民法第一千一百

四十九條之親屬會議，自屬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之利害關係人，不得謂無召集權」。 
57 最高法院四十八年台上字第一五三二號判例：「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基於民法第一千

一百四十九條之規定，依同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召集親屬會議所為酌給遺產之決議，原應係

依其所受扶養之程度及其他關係而定，若親屬會議之決議未允洽，法院因有召集權人之聲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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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思，係因受詐欺或脅迫為之，有害於當事人之利益者58。 

第三款 撤銷親屬會議決議之訴 

親屬會議決議如有前揭可得撤銷之原因，自得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三十七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訴。以下就撤銷親屬會議決議之訴之要

件，分述如下： 

一、聲訴方式 

撤銷決議之訴需向法院為之，法院對於撤銷決議之訴，應以判決

為之59。管轄法院依日本通說，為被告住所地之地方法院，被告多人

而住所地不同時，原告得選擇其一為管轄法院，以親屬會議會員全體

為被告，但日本亦有學者主張以召集親屬會議之區裁判所（地方法院）

為監督法院，從而不服決議之訴，亦應向該裁判所聲請之。有學者認

為，由原告選定被告會員一人之住所地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地二十

條、第二十二條）至為不便，而且於事件本人為不利，在我國民法應

解釋由有權指定親屬會議會員之法院管轄（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

條），此項管轄法院，民法既無明文規定，應依非訟事件法規定。例

如：依該法為未成年人、禁治產人聲請指定時，由未成年人或禁治產

                                                                                                                                            
可斟酌情形逕予核定，所謂決議未允洽，通常固只「給而過少」或「根本不給」之情形而言，但

為貫徹保護被扶養者之利益，及防杜親屬會議會員之不盡責起見，對於親屬會議已開而未為給否

之任何決議時，亦應視為與決議不給之情形同，而賦有召集權人以聲訴不服之機會」，可資參酌。 
58 日本大正五年三月二十九日大審院判例：出席會員以外之人，有妨礙會員自由發動之事跡時，

親屬會議之決議係因的會員意思之不正當干涉而生，不能認為有親屬會議決議之效力，轉引自史

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五，一九八０年版。 
59 最高法院二十九年抗字第十號：「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所謂向法院聲訴，係指提起不服之

訴而言，法院對此項聲訴之裁判，自應依民事訴訟法所定判決程序辦理，不得以裁定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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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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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扶養方法之決定聲請指定時，應解釋由扶養義務

人住所地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60。 

二、聲請撤銷決議之人（即原告）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規定，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所定有召集

權人，有聲請撤銷權，故有召集撤銷親屬會議決議召集權人，係指當

事人、法定代理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但會員對於決議表示贊同者，

應認無聲請權蓋以其自身既已參加決議，事後自不得於會外另作主張

61。 

三、聲請撤銷決議之訴之被告 

如由第三人起訴者，以會員全體為被告，雖未參加會議之會員，

亦應列入。由親屬會議會員提起者，以其餘之親屬會議會員全部為被

告，為必要的共同訴訟。親屬會議存續中，中途會員雖有變動，仍以

聲訴時組成該會之現在會員全體為被告62。而臨時之親屬會議，例如

為扶養方法決定之親屬會議，係因議題事件之議決而終了之親屬會

議，在日本通說應以決議當時之會員為被告，如果會員中有一人或數

                                                 
60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六，一九八０年版。 
61 趙鳳喈著，民法親屬論，頁二四二，一九六三年版。 
62 此為日本學者穗積重遠之見解，但亦有主張以決議當時之會員為被告，決議後一部死亡或喪

失會員資格時，僅以剩餘會員為被告，參見日本民治三十七年三月十日大審院判決，轉引自史尚

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六，一九八０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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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則以剩餘者為被告，如全部均死亡，則無從提起訴訟63。惟

此係因日本明治民法之規定，親屬會議因法院之召集而成立，無所謂

法定會員，固為如此解釋，然在我國民法，則有召集權人得以隨時召

集，而且以法定會員為原則，應亦不妨以聲訴時現應組成親屬會議之

會員為被告。又親屬會議會員之地位為一身專屬權，繼承人不得繼承

之64。 

四、撤銷決議之方式 

撤銷決議為一要式行為，親屬會議會員對於親屬會議決議不服

時，得求法院撤銷其決議，性質上為一形成之訴。法院認為聲訴有理

由時，應為撤銷其決議之判決，反之則駁回其聲訴。法院可否為變更

決議或代替決議之判決？依日本通說見解，法院不得為變更或代替其

決議之判決，但依法國民法之解釋，法院撤銷親屬會議決議後，得就

本案為代替其議決之決定。有學者認為，我國民法應從日本民法之解

釋，認法院僅得為撤銷或駁回決議之判決，尚不得自為決定。然我國

實務上有判例見解似認為法院可以斟酌情形自行決定65。本文則認為

於民法有關親屬會議之規定未通盤檢討前，仍應尊重親屬會議之決

                                                 
63 此為日本通說見解，參見日本民治四十二年四月六日大審院判決。 
64 參見日本大正五年六月二日大審院判決。 
65 最高法院四十八年台上字第一五三二號判例：「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基於民法第一千

一百四十九條之規定，依同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召集親屬會議所為酌給遺產之決議，原應依

其所受扶養之程度及其他關係而定，若親屬會議之決議未允洽時，法院因有召集權人之聲請，自

可斟酌情形逕予核定」，依此判例見解，法院不僅可撤銷親屬會議之決議，且可為變更或代替之

判決，高鳳仙著，親屬法－理論與實務，頁五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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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法院不應直接介入而就議案本身為實質之判決為宜。 

五、撤銷決議之訴之效力 

法院對於聲請撤銷決議之訴，應以判決為之，而不得以裁定為之

66。撤銷之判決，對於被告之全體有合一的確定力，並溯及既往，使

親屬會議原先之決議無效。一旦撤銷，不問撤銷判決前後，對於第三

人議決對發生撤銷之效力67。易言之，法院所為撤銷親屬會議決議之

判決具有對世效力。 

六、聲請撤銷權之消滅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規定，對於親屬會議之決議有不服者，

得於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訴。此三個月性質上為除斥期間，然此三個月

期間自何時起算，學者間有不同意見，在日本通說謂自親屬會議決議

之翌日起算68，多數學者亦認為我國民法應為相同解釋，不問撤銷權

人何時知悉決議之成立69。親屬會議之決議逾三個月未聲訴時，其決

議除當然無效外，效力即因而確定。 

 

                                                 
66 戴炎輝、戴東雄合著，中國親屬法，頁五０二，一九八七年版。 
67 參見日本民治三十八年六月五日大審院判決。 
68 史尚寬著，親屬法論，頁七四七，一九八０年版。 
69 陳棋炎著，民法親屬，頁三五三，一九七九年版。但有解為自決議之日起算者，見趙鳳喈著，

民法親屬篇論，頁二四三，一九六三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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