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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親屬法草案初稿」與《大清民律草案‧親屬編》「親權」規定比較 

「親屬法草案」初稿 《大清民律草案‧親屬編》 

第六十六條 

子未成年或成年後不能自立者，服從父母

之親權。親權由父行之，父亡或不知為誰

何或不能行其親權時，則母行之。 

第五十四條 

親權由父或母行之。 

第六十七條 

行親權者為繼母或嫡母時，須有監督人，

依一百四條、一百五條、一百十四條、一

百十九條之規定。 

第五十五條 

行親權者為繼母或嫡母時，準用第？條

第？條第？條之規定。 

第六十八條 

行親權之父或母須護養及教育未成年之

子。 

第五十六條 

行親權之父母，須護養並教育其子。 

第六十九條 

未成年之子須居於行親權之父或母所指定

之處所，但應先遵第十六條之規定。 

第五十七條 

子須於行親權之父或母所指定之處，定其

居所。 

第七十條 

行親權之父或母於必要之範圍可懲戒其

子。 

第五十八條 

行親權之父母，於必要之範圍內，可親自

懲戒其子，或呈請審判衙門送入懲戒所懲

戒之。審判衙門定懲戒時期，不得逾六個

月。但定時期後，其父或母仍得請求縮短。

第七十一條 

行親權之父或母得允許未成年之子營職

業，但見為不勝任時得撤銷此項允許或限

制之。 

第五十九條 

子營職業，須經行親權之父或母允許。 

第七十二條 

行親權之父或母管理未成年之子之財產且

關於其財產上之法律行為之代表。 

第六十條 

子之財產，歸親權之父或母管理之。關於

財產上之法律行為，由行親權之父或母為

之代表。 

第七十三條 

行親權之母於未成年之子之財產有重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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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時，須經親屬會之允許始得代表之，其

於子之行為有財產上之重大關係時需經親

屬會允許，始得允許之。不依前項之規定

者，子得撤銷之。 

第七十四條 

行親權之父或母於子成年後，其財產歸子

自行管理，所有養育及管理財產之費用作

為與財產之收益相抵。 

 

第七十五條 

父或母濫用親權審判廳得因親屬會或檢察

官之呈請宣告其親權之喪失。 

 

第七十六條 

行親權之父或母因管理失當危及子之財產

者，審判廳得因親屬會或檢察官之呈請，

宣告其管理權之喪失。 

 

第七十七條 

前二條之原因解銷時，審判廳得因本人或

親屬會之呈請，將前二條之宣告撤銷之。

 

第七十八條 

行親權之母於再嫁時其親權消滅。 

第六十二條 

行親權之母，於再嫁後，不得行其親權。

 第六十一條 

子為人承嗣者，所嗣父母行其親權。 

 第六十三條 

行親權之父母，於女出嫁後，不得行其親

權。 

 

根據上表，《大清民律草案‧親屬編》的「親權」規定，對於「親屬法草案

初稿」做有如下幾點重大修正： 

第一，在「親屬法草案初稿」中，父母得行使親權的對象，限於未成年子女

及成年後不能自立的子女。故子女一旦成年並且可以獨立謀生，則立即脫離父母

的親權。然而依照《大清民律草案‧親屬編》的規定，子女無論是否成年，除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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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不得行使親權的情形外，終其一身皆必須轄於父母的親權之下。1 

第二，「親屬法草案初稿」內規定，母親行使子女財產上法律行為之代表權

（即現行法之代理權）與同意權時，若涉及重大財產關係，須經親屬會之允許，

否則其子女得撤銷母親所為之代表（代理）與同意。該條立法理由謂：「女子之

智慮不十分周到，且易為他人所誘惑，故往往為與子之利益相反之行為者有之。」

是法律在維護子女財產利益的同時，卻顯露了對於母親的不信任感，因此限制其

親權之行使。其後，《大清民律草案‧親屬編》將此規定刪除，子女對母親未經

親屬會許可而行使之代理權與同意權，亦不得撤銷。 

第三，「親屬法草案初稿」為貫徹子女利益之保護，規定父母因管理失當而

危及子女財產時，親屬會或檢察官得呈請審判廳宣告其管理財產權喪失。若父母

濫用親權時，則親屬會或檢察官並得呈請審判廳宣告其全部親權喪失。然在《大

清民律草案‧親屬編》內，這些規定遭到刪除，子女利益受到保護的程度已不如

「親屬法草案初稿」。

                                                 
1 《大清民律草案‧親屬編》第五十九條，關於允許營職業權的說明理由中提到：「未成年之人，

其智識多未完足，若許其徑供己意自營職業，則利害得失之計慮必不能週。」此「未成年」三

字，似與第五十四條規定行使親權的對象包括成年人有所不同。對此，民國初年的法學者陳滋

鎬認為，第五十九條條文係仿日本民法所擬，原「親屬法草案」初稿中的條文有「未成年」三

字，而後因應中國國情，遂將三字刪除，但理由書仍用原文，遂因此發生矛盾。參閱陳滋鎬，

《朝陽大學法律科講義‧民律親屬編》（北京：朝陽大學，1927 年 10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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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大理院判解明確使用「親權」詞彙內容一覽表 

序

號 
判解字號 解釋例 / 判例要旨 / 判決理由 

1 

3 上 306 號

判例 

【判決理由】 

本案上告意旨有謂既係被上告人等之繼母，有監督及教育

之權，又有管理財產之權，請求將家中財產權悉歸上告人

管理等語。查閱訴訟記錄，上告人在下級審一則謂：「比不

得親生兒子，好歹那能擔承，倘有疏失，氏罪難逃，萬不

敢與他們同居。」再則謂：「迫氏無奈，纔起訴請求與他們

另度。」云云。又稱：「實不能在伊家同度，經理瑣事，恐

誤我將來進步。」云云。則本案訴訟之目的，在請求分給

故夫財產，自擇居處。乃至上告審忽復主張親權，請求管

理財產，無論此項主張是否合理，上告人在上告審變更訴

之原因，主張新事實為新請求，顯係受人唆使，姑為嘗試，

實屬不應許可。…… 

又上告意旨雖涉及行使親權，係顯然不合法之新請求，依

法不能受理。 

2 

3 上 616 號

判例 

【判例要旨】 

未成年之子之財產，應先儘行親權之父為之管理，父亡故

或失權者，則由其母，而繼母在法律上之身分同於親母，

故亦應有代管子產之權。（全文缺） 

3 
4 上 481 號

判例 

【判決理由】 

嗣子之教養，乃被上告人（嗣母）本於親權之義務。 

4 

4 上 1274 號

判例 

【判例要旨】 

未成年人依法在一定之年齡內，無行為能力，其行為應由

行親權人或保護人為之代理。 

 

【判例要旨】 

嗣父未婚而故，既無親權可以服從，而又無同居尊長，則

其本生母即不能不視為未成年人之監護人。 

5 
4 上 1742 號

判例 

【判決理由】 

按民事法條理，未成年之子其父已故，其母尚存者，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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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管理權，當然屬諸行使親權之母。如其母係屬繼母或嫡

母，則應準用監護人之規定，並非當然為有親權。 

6 

5 上 53 號判

例 

 

【判例要旨】 

未成年之子之財產，應先儘行親權之父為之管理，父亡故

或失權者，則由其母，而繼母在法律上之身分同於親母，

故亦應有代管子產之權。（判例全文缺） 

7 

5 上 843 號

判例 

 

【判例要旨】 

行親權之父母，得限定其子之住所。 

 

【判例要旨】 

妾生之子，父故後，由嫡母行使親權，無嫡母時，由生母

行使親權，無由父之別妾（慈母除外）行使親權之理。 

 

【判決理由】 

被上告人如為壽山之繼室，即為天佑之繼母，則天佑雖係

上告人所生，當然應由被上告人行使親權。若被上告人亦

僅為壽山之妾，則對於天佑僅為眾母，自不能行使親權，

而仍應由其生母（即上告人）行使之。 

 

【判決理由】 

依據民事法條理，行親權者為嫡母或繼母之時，應準用監

護人之條理。 

 

【判決理由】 

又查民法條理，行親權之父母得限定其子之住所，被上告

人對于姜天佑如得行使親權，則上告人雖以生母關係應加

護養，自不得拒絕被上告人之請求。 

8 

5 上 1209 號

判例 

 

【判例要旨】 

妾生子女，當妾被廢，去其父家時，除其親生母子之關係

不能認為全絕，並經其父仍委令監護外，對於所生子女已

無親權之可言。 

9 

6 上 817 號

判例 

 

【判例要旨】 

親權之行使，以父或母為限，其對於已經出繼之子，自不

能繼續行使親權。（全文缺） 



【附錄二】 

 209

10 

7 上 919 號

判例 

【判決理由】 

本院案現行法例，未成年之子之財產，應由行使親權之父

為之管理，父亡則由其母，若父母俱亡，則管理財產之責

應由其同居之直系尊長（即祖父母或曾祖父母）任之，此

定則也。 

11 

8 上 682 號

判例 

 

【判例要旨】 

父將其女售賣於人，在現行法上，其買賣契約不能有效，

雖或應喪失其親權，而父女關係要不因此而受何項影響。

12 

9 抗 69 號判

例 

 

【判例要旨】 

庶子未成年，其法定代理之順序，嫡母應優先於生母，苟

未經依法剝奪其嫡母之親權，自不能逕由其生母擅代其子

為法律行為。 

13 

5 年統字第

445 號解釋

例 

【解釋例內容】 

行親權之父母請求懲戒其子得直接向審判衙門呈訴但父在

應以父之意思為斷。 

14 

9 年統字第

1281 號解釋

例 

【解釋例內容】 

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之監禁處分，係懲戒作用，無刑罰

性質，（參照本院統字第四五八號解釋例）則行親權之父或

母，依該條向法院請求時，尚不得視其子為刑事被告人，

自無所用其辯護，當然無委任辯護之可言。 

15 

9 年統字第

1360 號解釋

例 

 

查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所稱行親權之父或母，指凡未經

喪失親權之父或母而言，得請求懲戒之子，不問已否成年，

惟審判衙門，收受此項請求時，除應查明有無該條但書情

形外，並須調查事實，核斷其請求之理由是否正當，以定

應否為監禁處分，其涉及民事部分，希參照民事解釋例，

及判例要旨匯覽辦理。 

16 

10 年統字第

1565 號解釋

例 

【解釋例內容】 

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既明定為行親權之父或母，

得因懲戒其子云云，則該條之請求權，顯係專屬於行親權

之父或母，其祖父母無論已未析產分居，均不得請求。 

17 

11 年統字第

1729 號解釋

例 

【解釋例內容】 

養母招夫入贅，與出嫁無異，無論對於其原有之養子關係

全絕與否，除係養母私抱之子外，已無從行使親權，自不

得依刑事補充條例第十一條請求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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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民律親屬法前三次草案「親權」章節規定一覽 

《大清民律草案‧親屬編》 

宣統三年 / 修訂法律館、禮學館 

《民律親屬編草案》 

民國四年 / 法律編查會 

《民律草案‧親屬編》 

民國十四年 / 修訂法律館 

第五十四條 

親權由父或母行之。 

第五十六條 

親權由父或母行之。 

 

第一百八條 

親權由父行之。父亡故或在事

實上不能行使親權時，由母行

之。但能營獨立生計之成年

者，不在此限。 

  第一百九條 

母行親權時，得自指定親屬一

人為補助人。但父別以遺囑指

定者，從其遺囑。 

補助人，須應母諮詢，陳述意

見，或關於監護事項，受母委

任為代理人。 

第五十五條 

行親權者為繼母或嫡母時，準

用第？條第？條第？條之規

定。 

第五十七條 

行親權人為繼母或嫡母時，準

用監護人之規定。 

第一百十條 

行親權者為嫡母或繼母時，準

用？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一條 

為子者，畢生負孝敬父母之義

務。 

第五十六條 

行親權之父母，須護養並教育

其子。 

第五十八條 

行親權之父母，須護養並教育

其子。 

第一百十二條 

行親權之父母，須護養並教育

其子。 

第五十七條 

子須於行親權之父或母所指定

之處，定其居所。 

第五十九條 

子須於行親權之父或母所指定

之處，定其居所。 

行親權之父或母所指定之居

所，與家長所指定之居所不同

時，應從親權人之指定。 

第一百十三條 

子除依（總則）第二十三條之

規定外，並需於行親權之父或

母所指定之處，定其居所。 

 

第五十八條 

行親權之父母，於必要之範圍

內，可親自懲戒其子，或呈請

審判衙門送入懲戒所懲戒之。

第六十條 

行親權之父母，於必要之範圍

內，可自懲戒其子，或呈請審

判衙門送入懲戒所戒之。 

第一百十四條 

行親權之父母，於必要之範圍

內，可親自懲戒其子，或呈請

法院送入懲戒所逞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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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衙門定懲戒時期，不得逾

六個月。但定時期後，其父或

母仍得請求縮短。 

審判衙門定懲戒時，期不得逾

六個月。但定有時期後，其父

或母仍得請求縮短。 

法院定懲戒日期，不得逾六個

月，且其日期定後，父或母仍

得請求縮短。 

第五十九條 

子營職業，須經行親權之父或

母允許。 

第六十一條 

子營職業，須經行親權之父或

母允許。 

 

第一百十五條 

子營職業，須經行親權之父或

母允許。 

子有總則第一百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之情形時，行親權之父或

母，得將其允許撤銷或限制

之。 

第六十條 

子之財產，歸親權之父或母管

理之。關於財產上之法律行

為，由行親權之父或母為之代

表。 

第六十二條 

子之財產，歸行親權之父或母

管理之。關於財產上之法律行

為，由行親權之父或母為之代

表。 

母為行親權人時，關於財產上

之處分行為，須得親屬會之同

意。 

第一百十六條 

子之財產，由行親權之父或母

管理。關於其財產上之法律行

為，由行親權之父或母為之代

表。但因法律行為負有義務，

係以子之行為為目的，須得本

人之同意。 

  第一百十七條 

子達成年，有營獨立生計之能

力時，行親權之父或母，須將

所管財產交還。但子願由父或

母續管者，不在此限。 

前項前段情形，其以前所用子

之教育費及財產管理費，視為

與子之財產收益相抵銷。 

  第一百十八條 

前條第二項規定，由第三人不

索報酬給子財產而有反對之意

思表示者，不適用之。 

  第一百十九條 

第三人不索報酬給子財產，並

表示不歸行親權之父或母管理

者，除第三人指定有管理人

外，其財產由子自行管理。但

關於財產上之法律行為，須經

行親權之父或母同意。 

指定管理人管理財產時，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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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條之規定。 

  第一百二十條 

子應管理妻之財產時，關於其

財產上之法律行為，須經行親

權之父或母同意。 

  第一百二十一條 

行親權之父或母，代子行使親

權。 

第六十一條 

子為人承嗣者，所嗣父母行其

親權。 

第六十三條 

子為人承嗣者，所嗣父母行其

親權。 

第一百二十二條 

子為承嗣或為人養子者，本生

父母，不得行其親權。 

第六十二條 

行親權之母，於再嫁後，不得

行其親權。 

第六十四條 

行親權之母，於再嫁後，不得

行其親權。 

第一百二十三條 

行親權之母，於再嫁後，不得

行其親權。 

第六十三條 

行親權之父母，於女出嫁後，

不得行其親權。 

第六十五條 

行親權之父母，於女出嫁後，

不得行其親權。 

第一二十四條 

行親權之父母，於女出嫁後，

不得行其親權。 

  第一百二十五條 

父母濫用親權，或品行不檢，

確有濫用親權之虞者，法院因

子之親屬或檢察官之請求，得

宣示喪失親權。 

  第一百二十六條 

行親權之父或母，若因管理失

當，危及其子之財產者，法院

因子之親屬或檢察官之請求，

得宣示喪失其管理權。 

  第一百二十七條 

前二條所定原因終止時，法院

因本人或其親屬之請求，得撤

銷失權之宣示。 

  第一百二十八條 

行親權之母，得辭管理財產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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