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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初大理院對親權法制的司法實踐 

民國肇立，國體政體由君主專制一轉而為共和民主，法制原本亦應隨之更

迭，然因百廢待舉，千頭萬緒，法典一時不及全面創新，惟有暫行援用舊制以為

因應。袁世凱於元年三月十日就任臨時大總統職，同日發布大總統令：「民國法

令未經議定頒布，所有從前施行之法律及新刑律，除與民國國體牴觸各條應失效

力外，餘均暫行援用。」1這道命令的內容，確立了北京政府對待晚清法律的基

本立場，亦即前清施行的一切法律，除與民國國體牴觸各條應失效力，其它概為

民國政府所承受。 

關於親子規範在民國初年的發展情形，首先，就改革傳統規範理念的層面來

觀察：民國元年三月三十日，北京政府根據前述大總統令，針對《大清新刑律》

中刑罰輕重未盡允當及與民國國體相牴觸的部分進行刪修，並將增附之「暫行章

程」五條悉數廢除，完成《暫行新刑律》，於四月三日刊登在《政府公報》公布

通行。2自此，晚清對於刑律中「父為子綱」立法原則與觀念所進行的大規模解

                                                 
1 參閱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9 年 2 月），第 31 冊，頁 259。 
2 關於《暫行新刑律》生效施行的日期，學界莫衷一是，向來的說法有三：甲說認為，在民國元

年三月十日因袁世凱發布的大總統令而生效；乙說認為，北京政府法部對於《大清新刑律》完

成刪修後，經袁世凱於民國元年三月三十日批示通行京外司法衙門遵照後即屬生效；丙說則主

張，臨時參議院於四月二十九日在北京政府刪修完成《大清新刑律》的基礎上，議決通過《暫

行新刑律》，並於四月三十日公布施行，至此《暫行新刑律》才正式生效。其中，甲說所根據

之大總統令內容，係指要援用前清已經公布的《大清新刑律》，而非施行修改《大清新刑律》

後完成的《暫行新刑律》，故其說似有未洽。關於乙說，北京政府的法部對於《大清新刑律》

完成刪修後，雖於民國元年三月三十日經袁世凱批示通行京外，然實際上，《暫行新刑律》的

內容於四月三日才被刊登於《政府公報》。而依據《政府公報條例》第五條之規定，凡法令除

專條別定施行期限外，京師以刊布公報之日起，各省以公報到達之日起，即生一體遵守之效力。

故袁世凱所批示的《暫行新刑律》，最快要到四月三日才正式生效。至於丙說，依照今日的立

法程序，法律必須經過立法機關之同意才有效，該說所言與此相符。不過，民國初年政局混沌，

立法機關每遭忽視，當時的人們（包括專業的法律人）是否嚴格地認為法律必待立法機關通過

後才有效力，不無疑問。例如：大理院刑事判決元年上字第三號的判決理由內載：「（辯護人追

加上告理由）第三論點謂：第二審於本年（民國元年）四月十七日判決，已在《暫行新刑律》

實施之後，猶復引用前清現行刑律，不免違法。此理由自可認為正當。」又在元年上字第十三

號的刑事判決中，辯護人追加上告理由第二點謂：「高等審判廳判決係在民國元年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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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及儘量避免以刑罰維繫親子規範的立法取向，因《暫行新刑律》的實施而

正式得到落實。 

其次，從建設具體新制度的層面來看：民國元年三月下旬，當時準備和北京

政府交接的南京臨時政府曾咨請參議院同意援用《大清民律草案》，以為臨時適

用法律，俾司法者有所根據。3但是參議院於四月三日作成決議：「民律草案，前

清時並未宣布，無從援用，嗣後凡關民事案件，應仍照前清現行律中規定各條辦

理。」4據此，援用《大清民律草案》的提議遭到否決，其親屬編內的「親權」

相關規定亦無法生效適用。爾後，雖然政府在民國四年、十四年、十七年三度修

訂親屬法草案，但都未能付諸實施。按照參議院的決議，日後的民事案件，應根

據前清現行律中的相關規定辦理。此處的「前清現刑律」，即修律大臣沈家本於

光緒三十四年（1908）主持修訂的《大清現行刑律》。該律乃由《大清律例》刪

修而成，於宣統二年（1910）四月奉旨頒行，體例上分為三十門，總計律文三百

八十九條、例文一千三百二十七條，5其基本架構與精神仍隸屬於傳統中國法。

至於所謂「前清現行律中規定各條」，係指晚清憲政編查館在「奏請飭修訂法律

大臣另編重訂現刑律片」中所云，《大清現行刑律》內承繼、分產以及男女婚姻、

                                                                                                                                            
新刑律時已公布，仍引用現行刑律，亦為違法。」對此上告論旨，大理院認為：「該辯護人所

提出理由均屬正當，應廢棄原判。」由此可見，在大理院推事和上述案中律師的認知上，《暫

行新刑律》於四月三十日以前業已發生效力。本文認為，自《暫行新刑律》於民國元年四月三

日刊載於《政府公報》時，其效力即為當時的人們所實際接受，惟參議院在四月二十九日做成

決議通過《暫行新刑律》後，其效力更獲得立法機關的追認，原本法理上可能存在的瑕疵因此

得到補正。上述甲、乙、丙三說的內容，詳參黃源盛，〈民元《暫行新刑律》的歷史與理論〉，

收於氏著，《民初法律變遷與裁判》（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法學叢書 47，2000 年 4 月），頁 194-198。
又本文所引述《政府公報條例》第五條規定的內容，參閱葛遵禮編，《中華民國新刑律集解》

（上海：上海會文堂書局，1917 年 6 月），上卷，頁 2 鼇頭增輯。又前引大理院刑事判決的內

容，詳參大理院書記廳編輯，《大理院判決錄（刑事） 民國元年九月至十二月》（北京：出版

者不詳，1912 年 12 月）。 
3 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台北：司法行政部

印行，1976 年 6 月），下冊，「大總統請適用民刑法律草案及民刑訴訟法咨參議院議決文」，頁

1-2。 
4 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參議院咨」，

頁 2。 
5 參閱《清代各部則例‧欽定大清現行刑律（宣統朝）》（香港：幅池書院，2004 年 5 月），總目，

頁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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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買田宅、錢債違約等各條性質應屬民事而無庸再科罪刑者。6亦即在處理「民

間細事」時，將《大清現行刑律》中相關條文的刑罰效果省略，僅取其構成要件

作為民事法律加以適用。這些條文，在民國時期一般被稱作《現行律民事有效部

分》，一直施行到民國十八年十月以降現行民法先後公布施行後，始當然廢止。7 

換言之，在現行民法頒行以前，除了特別法的制定之外，《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

是民國初期處理民事案件最主要的成文法法源依據。 

然而，令人驚訝的是，在脫胎自《大清律例》之《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的

規範體系下，模範於近代歐陸法的親權制度仍開始逐步發展。當時的最高審判機

關「大理院」（1912-1928），在審理民事案件的過程中，一再使用了「親權」的

概念，並且透過判決例和解釋例（以下簡稱判解），建構了一套頗具規模的親權

法制。亦即，來自近代西方的親權制度，在並無明文之親權法規能夠援引的條件

下，於民國初年間開始在中國的土地上發芽成長。不過，這套制度並非透過立法

的方式推動，而是由大理院在司法實踐中逐步具體落實。 

本章的探討重點，即在於整理、分析大理院的判解，從中架構出大理院的親

權法制體系，並且進一步掌握其特色與精神。對此，本文所採取的立場是：某項

法律規則及規則的要素是否納入親權法的體系中，主要視大理院在進行相關的論

述時，曾否使用「親權」此一詞彙，或與親權的概念進行比較明確的連結。8至

於當時各別學者對於親權法範圍的不同詮釋，則不在考量之限。 

必須進一步說明的是，如果從法釋義學的角度來看，親權法的研究者，似乎

應該先要確立親權制度的設立目的與核心理念，然後以批判的態度，透過文義、

論理等解釋，修整出一套說理合宜、體系融貫的親權法體系。9不過，由於本文

                                                 
6 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上冊，「憲政編查

館奏請飭修訂法律大臣另編重訂現刑律片」，頁 205-206。 
7 有關《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的內容，詳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編，《中華民

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頁 3-32；鄭爰諏編輯，《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集解》（上海：世

界書局，1928 年 10 月）。 
8 大理院判解中明確使用「親權」詞彙的論述內容，詳見本文【附錄二】。 
9 例如，在現行民法的架構下，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的扶養義務是否屬於親權法的範圍，學說與

實務間、或者不同的學說之間，仍不免出現歧異。對於這項問題的辯證與釐清，乃是法解釋學

上的重要工作，因是，許多親屬法學者就此紛紛提出個人的看法。詳參林秀雄，〈離婚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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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為法史學研究，而本章的目的在於儘量如實呈現民國初年大理院所表達的

親權法內涵，以備進一步探究親權法制之實現，在晚清民國法律繼受過程中所彰

顯的價值和意義。因此緣故，筆者並不特別強調以今日最新的學理為根據，重新

檢視乃至批判大理院的親權法體系，而是希望以貼近當時的眼光，觀察、理解大

理院實踐親權法制的整體情形。 

以下，本文參酌民國初年學者討論親權法制時使用的體系架構，按照親權的

主體、親權的內容以及親權的喪失等項目，試著呈現出大理院判解中所實踐的親

權法制之全貌。 

第一節  親權的主體與行使親權的原則 

親權的主體，亦即行親權人與行使親權的對象。昔日，曾有學者在概念上，

將行使親權的對象當作親權的客體來認識，10然實際上，行親權人與服從親權之

人，都是親權制度下各種相關權利、義務的歸屬者，為親權的主體。而所謂親權

的客體，指的應是法律對於行親權人與服從親權人所要求的特定作為或不作為。

就筆者所見，大理院時期的親屬法著作，雖並未於親權主體項下探討行使親權的

對象，但是也從未出現將行使親權對象歸為親權客體的陳述，而是直接將之表示

為「服親權人」或「行親權之對象」。為行文之便利，依今日法理上之通念，將

行親權人與行使親權的對象通稱為「親權的主體」。本節除歸納大理院所肯認的

親權主體外，並針對行使親權的原則一併進行分析。 

第一項  親權的主體 

近代的親權制度是在法國《拿破崙法典》中誕生，然在《拿破崙法典》第一

                                                                                                                                            
對未成年子女之扶養義務〉，收錄於氏著，《家族法論集》（台北：漢興書局，1995 年 10 月），

第三冊，頁 143-162。 
10 參閱史尚寬，《親屬法論》（台北：史吳仲芳、史光華發行，1974 年 9 月），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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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送交審議的過程中，就親權主體的範圍曾經發生疑慮。當時第一執政拿破崙

問道：「如果父親給與兒子不良的教育，則是否允許祖父給與其孫子良好的教

育？」對此質疑，身為法典起草人之一的特朗舍（Tronchet）明確答覆：「兒子僅

歸屬於父親。」其表達了行親權人不包括祖父母的立場。11《拿破崙法典》頒行

後，確立了以父母作為未成年子女天然保護人的制度理念。在此理念之下，親權

既屬父母的自然權利，也是其自然的義務，12而親權法律關係的主體，即限於父

母與未成年子女。其後，各國民法關於親權主體的規定，基本上承襲了《拿破崙

法典》的原則。晚清編訂的《大清民律草案》，也是以父母和子女作為親權的主

體，惟其子女不限於未成年之人。 

在民國初期，大理院關於此點的法律見解又是如何？首先，六年上字第八一

七號判例要旨曾謂：「親權之行使，以父或母為限。」13是已明確否定祖父母為

親權人的資格。其次，從判解的內容來看，因大理院曾直接使用「親權」一詞進

行論述，而可認為是親權主體者，包括：一、親生父母與子女；二、嫡母與庶子

（女）；三、慈母與所撫育子女；四、繼母與夫前妻所生子女；五、嗣父母與嗣

子；六、養父母與養子女。至於子女的範圍，根據親權的不同內容，或限於未成

年人，或者尚包括成年人，詳細情形留待下文在親權的內容中分別說明，於此不

加贅述。以下，即針對此六類身分關係分別討論： 

一、親生父母與子女間 

從親權制度的本質來看，既然強調親權乃父母基於其自然的身分所發生，而

由法律加以確認的權利與義務，則以親生父母為行親權人，親生子女為行使親權

的對象，當然是親權制度的基本型態。不過，民國初年的中國社會，傳統家族制

度的根基仍然深固，親子關係的內容延續了傳統時期頗為多元複雜的形態。因

此，在大理院的判解中，除親生父母子女關係外，也承認其它類型親子關係的親

權。惟這些親子關係間的親權，仍是比照親生父母子女關係而來。 

                                                 
11 參閱田中通裕，《親権法の歴史と課題》（東京：信山社，1993 年 6 月），頁 34。 
12 參閱田中通裕，《親権法の歴史と課題》，頁 27、46。 
13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台北：司法院秘書處印行，1978 年 4 月），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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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進一步說明的是，所謂的親生父母子女關係，指的是經過法律認

證的親子關係，而非單純生理上的親子關係，因此，即使具備自然的血緣

聯繫，但在非法律上的父母子女之間，仍不涉及親權的問題。大理院認為，

在夫妻婚姻關係以及夫妾契約關係中懷胎所生的子女，為法律上的「親生

子」，至於生母與生父無妻、妾關係時懷胎所生的子女，則稱作「姦生子」。

親生子與姦生子的法律地位，存有極大的差別。如五年上字第九二五號判

例要旨云： 

現行律上，惟妻妾所生之子，乃得為親生子，若無親生子而僅

有姦生之子，則依律尚須立應繼之人為嗣，是可見姦生子並不

得以親生子論，尋繹律意，自極顯然。14 

十六年統字第二○一二號解釋例亦說： 

私生子，現行律「卑幼私擅用財」條例內稱姦生子，乃別於嫡、

庶子（妻生者曰嫡子，妾生者曰庶子，均為親生子，無親生子而

立他人之子為子者曰嗣子，此三者關於親屬、繼承之權利義務原

則無差別），而指其母無妻妾關係懷胎所生之子女而言。15 

姦生子與所生父母之間的法律關係為何？前述統字第二○一二號解釋例謂： 

私生子……其與父母相互之權利義務，應解為父母均有認領（認

知）之權，私生子亦有請求認領之權，其母並可不待認領，僅

因分娩事實，以親生子關係，並與此相當之權利義務；惟父則

須待認領以後，始生親子關係，並其相當之權利義務。16 

                                                 
14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3。 
15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台北：司法院秘書處印行，1978 年 4 月），頁 1174。 
16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1174。又三年上字第七二九號判例要旨云：「母為人

妾者，其子固為庶子，即母非人妾，而在其人生前曾經認知，亦發生父子之關係，故父子關係

之是否存在，自以有無認知為準。」五年上字第一八九號判例要旨也說：「姦生子一經本人認

知，即與本人發生父子關係，既有父子關係，則依照前示祖父母、父母在子孫不許分居異財之

例文，雖姦生子亦應與認知之父同居，與嫡庶子男無異。」兩號判例要旨的內容，參閱郭衛編

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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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理院的見解，在母親一方得僅因分娩的事實，與私生子繫起法律上的親

子關係，並且發生親權法上的權利義務；但是在父親方面，則必須要對姦生子為

認領的手續，才能發生法律上的父子關係，進而對姦生子行使親權。除此之外，

大理院在其它的判解中指出，如果姦生子的生母後來成為生父的正妻或妾，則姦

生子同時亦可取得嫡子或庶子等親生子身分，當然也因此與其生父發生親權法律

關係。17在姦生子得因生父認領或父母結婚，而與生父發生親權法律關係這點見

解上，大理院與現行民法的處置方式可謂一致。 

二、嫡母與庶子（女）間 

中國的婚姻制度，到民國初年間仍行一夫一妻多妾制，亦即男子在正妻之

外，還可以納娶其他女子為妾。由於妻妾的地位差異甚大，故其與夫的子女間，

名分關係亦極多樣。依《現刑律民事有效部分‧服制圖》所示，子女的親生母親，

稱作「生母」、「親母」或「所生母」。正妻稱妾的子女為「庶子」，妾的子女則稱

父正妻為「嫡母」。妾稱正妻的子女為「嫡子」，稱別妾的子女為「眾子」；嫡子、

眾子對於父妾有生子女者，稱之為「庶母」。此外，根據大理院的說法，嫡子、

眾子對於父妾未生有子女者，則稱之為「眾母」。18 

嫡母基於父正妻的名分，與庶子的法律關係同於生母。《現行律民事有效部

分‧服制》「斬衰三年」條規定，庶子為所生母、嫡母，皆須服斬衰三年之喪；〈名

例〉「稱期親祖父母」條也規定，庶子對嫡母有犯，其處罰與觸犯親母相同。大

理院基於律文的規定，亦肯定嫡母在法律上的地位等同親母，甚至基於嫡、庶的

尊卑之別，認為庶子的生母與嫡母同在時，對於庶子的親權，應由嫡母優先行使，

生母反而必須退讓。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要旨就明確地說： 

                                                 
17 統字第一○二九號解釋例謂：「（姦生）子因父母之正式婚姻，即取得嫡子之身分。」參閱郭

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582-583。八年上字第一四○一號判例謂：「依本院統字第

一○二九號解釋文件，子因父母之正式婚姻，即取得嫡子之身分，則依類推解釋，母未為父妾

以前與父所生之子，自可於母取得父妾之身分時，其子亦取得庶子之身分。」參閱黃源盛纂輯，

《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台北：政治大學基礎法學中心典藏，2005 年 12 月），

第 10 冊，頁 14。 
18 此根據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的內容。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

本）》，第 9 冊，頁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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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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該號判例乃因爭奪管理家產權而涉訟的案件。 

 

 

  

　 　  

 

 

 

 

 

 

案中，上告人姜張氏與被上告人姜向氏皆為已故的姜壽山所娶，其中姜張氏與壽

山生有一子姜天佑，承繼壽山所遺留的產業。姜張氏與姜向氏皆主張對方為壽山

的納妾，自己是壽山的正妻，並且擁有對姜天佑承繼財產的管理權。 

大理院認為，證據之取捨與事實的認定，應由審理事實衙門於法定範圍內衡

情審酌，高等審判廳依據各項人證、物證認定姜張氏為姜壽山的妾，其中尚無不

妥之處。因此，本案的關鍵在於，姜向氏究竟為姜壽山於原配亡故後續娶的正妻？

或者僅是姜壽山的別妾？如果姜向氏是姜壽山的妾，則與天佑間僅為眾母、眾子

的關係，對於天佑不能行使親權。在此情況下，親權應由天佑的生母姜張氏行使

之。但假使姜向氏是姜壽山的繼室，則其身分為天佑的嫡母，20當然應由其行使

                                                 
19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0。 
20 判例原文為「被上告人如為壽山之繼室，即為天佑之繼母」，但是就服制圖的用語而言，繼母

應是嫡子對於父後娶妻的稱呼，如果姜向氏確係張壽山的繼室，則張天佑為其庶子，而姜向氏

當為天佑的嫡母，而非繼母。其後，大理院在編輯本案判例的要旨時，將用語修正為「妾生之

子，父故後，由嫡母行使親權。」，而不曰「由繼母行使親權」，可能就是察覺到判例內容原本

的用語不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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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天佑財產的親權。21由此可知，大理院係明確肯定嫡母為具有親權之人。 

另外五年上字第一○二九號判例，也是因為子女財產的管理發生糾葛。其案

例事實略為：被上告人小張金氏為已故張澂棋的妾，阿毛等二人係其與澂棋所生

親女。上告人張金氏主張，自己是澂棋的嫡室，阿毛等應該受其監護，且被上告

人於澂棋死後，攜二女別居，蹤跡詭秘，有改嫁之嫌。若令阿毛等人由被上告人

監護，將來必利用房契在手，任便處分阿毛等人的財產。 

 

  

 

 

 

 

 

 

 

  

對此上告主張，大理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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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生子女已無監護權之可

言。故上告人所稱被上告人背誓改嫁，如果屬實，且無澂祺之

委任監護，則阿毛等之財產自無由被上告人管理之理。又即使

並不改嫁，而未成年子女之財產，父亡故時，依法應由其母代

為管理，而嫡母在法律上之身分同於親母，且以嫡庶之順序推

之，當然應認嫡母有優先管理權。玆上告人張金氏既係澂祺之

妻，而為阿毛等嫡母，則對於阿毛等之財產主張優先管理，尚

                                                 
21 判例內容，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3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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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不合。22 

也就是說，處理本案的爭議，可以從兩個方面來討論。首先，假使被上告人

小張金氏已經改嫁，則其對於阿毛等二女的親權已經喪失，而張金氏為張澂棋的

正妻，即是阿毛等人的嫡母，嫡母在法律上之身分同於親母，具有親權，故阿毛

等人的財產，當然由身為嫡母的上告人張金氏管理。其次，即使小張金氏並未改

嫁，其與張金氏二人對阿毛等人皆具有行使親權的資格，然考量嫡、庶尊卑，嫡

母對庶子行使親權的順序在生母之前，故阿毛等人的財產仍應由嫡母張金氏管

理。 

    本號案例另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上告論旨中，上告人張金氏主張阿

毛等應該受其「監護」，而不由被上告人小張金氏「監護」。然實際上，綜觀大理

院的判解，「監護」乃是不同於親權的另一法律制度，目的在為無親權人的未成

年人設立監護人，以任監督保護的權責。根據判決書的記載，上告人張金氏聘有

律師作為訴訟代理人，其上告理由基本上當經過律師的潤飾，甚至完全由律師執

筆陳述，但是，具備法律專業的律師，在此並未明確區隔「監護」與「親權」兩

個概念，而有混用的情形。本案中上告人所謂「監護」，顯然指的是「親權」中

的子女財產管理權。此外，大理院的判決理由中也曾提到，「妾生子女當妾被廢

去其父家時，對於所生子女已無『監護權』之可言」，故大理院也以「監護權」

的用語表示親權人對於子女財產的管理權。此種以「監護」或「監護權」等用語

替代「親權」的現象，在大理院的其它判解中仍不時可見。後文中，將就此一問

題作進一步的分析。 

除了這兩號判例外，關於嫡母得對庶子行使親權的見解，尚有四年上字第五

六四號判例要旨： 

守志之婦，於其子成年以前，有管理遺產之權，子雖係妾所生，

而苟因嫡母守志者，除有特別情形外，其承繼財產應歸嫡母管

                                                 
22 判例內容，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4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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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23  

此號判例亦肯認在父親亡故後，守節的嫡母對於庶子得行使親權。 

不過，由於嫡母與庶子之間的關係，完全建立在嫡母作為父之正妻的名分

上，缺乏天然的血緣情感作為基礎，為避免嫡母假藉行使親權的名義虐待庶子，

或者故意損害庶子的利益，大理院對於嫡母行使親權，因此附加了特別的限制條

件。如前述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中，大理院雖認為被上告人姜向氏倘為姜天

佑的嫡母，即可行使對於天佑財產的管理權，但是又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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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佑選定監護人之監督人，……惟被上告人如果

不能行親權，亦即無設立監督人之必要。 

也就是說，姜向氏如得以姜天佑的嫡母身分行使親權，此時必須選任親權人的監

督人，以監督親權行使的方式是否恰當，以及親權行使的過程有無損害姜天佑的

利益。24 

三、繼母與夫前妻所生子女間 

在大理院所肯認的行親權人中，除嫡母外，繼母也是基於身為父正妻的名

分，因而擁有對夫前妻所生子女的親權。所謂繼母，即父再娶的正妻，其與夫前

妻所生子女在法律上的關係，與親生母子的關係同，因此亦有行使親權的資格。

如大理院三年上字第六一六號判例要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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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不過，繼母與夫前妻所生子女間，既無血統關係，則萍水相逢，情感未必和

                                                 
23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31。 
24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46。 
25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39。（本號判例全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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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故與嫡母行使親權的情形一樣，不能不受一定的限制。上文曾經引用的五年

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已指出，嫡母、繼母為親權人時，必須準用監護人的規定，

選定親權人的監督人。又四年上字第一七四二號判例亦云： 

按民事法條理，未成年之子其父已故，其母尚存者，其財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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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為監護人者，如因

與應受監護人立於利害相反之地位確係有據，或經審判衙門認

為不堪勝任時，均得以裁判禁其為監護人。26 

因此，當嫡母、繼母與服親權的子女立於利害相反的地位時，審判衙門尚得以裁

判禁止其行使親權。 

此外，七年上字第九一九號判例，雖然是祖母與親族人爭奪父母俱亡遺孤的

財產管理權之案，但是大理院在判決理由內，也提到了繼母行使親權的限制，其

謂： 

按現行法例，關於未成年子之財產，由繼母或其他親族代為管理

者，為未成年子之利益起見，自得依利害關係人之請求，為定其監

督保護之方法。 

所謂「監督保護之方法」的形式，根據判例內容所述，是由族人詳製財產目錄，

或者由法院命繼母於處分所管理的財產時，必須得到親族會議的同意。27 

四、慈母與所撫育子女間 

本文在前面業曾說明，嫡子、眾子對於父妾有生子者，稱之為「庶母」，未

生子者，則稱之為「眾母」。在此之外，假使妾死亡遺有子女，而夫令別妾撫育

者，則此等承擔撫育責任的妾，對於該子女而言乃為「慈母」。 

在各類的母親身分中，親母與親父本於血緣關係，當然為親生子女的行親權

                                                 
26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115。 
27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6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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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嫡母、繼母由於享有父正妻的名分，因此地位與親母同，也能對庶子、夫

前妻子女行使親權。惟庶母和眾母，因不具此等名分，故其對於正妻所生的嫡子

和別妾所生的眾子皆無親權可言。例如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即明確地指出，

妾生之子，無由父之別妾（即庶母或眾母）行使親權之理。28七年上字第一三七

二號判例也說：「被上告人（文劉氏）既經認定為文平舟之妾，未曾取得妻之身

分，則其對於文平舟子女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在法律上自無監護之權，而對於文

平舟之遺產自尤無管理之權。」29這些都是庶母、眾母不具有行親權人資格的明

證。 

至於慈母，是否具有親權？上述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中，原未涉及慈母

的問題，但是大理院日後編輯該號判例的要旨時，卻增添註記了「慈母」一語。

判例要旨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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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本號判例內容所涉及的法律見解是，庶子有嫡母時，應由嫡母行使親權，

無嫡母時，由生母行使親權，全案始終未出現「慈母」的身分，也無關於慈母的

爭執。「慈母除外」這句話，是大理院編輯本案判例要旨時特別增入。由於大理

院的判例要旨是將判例全文內容抽象化的結果，用以闡釋普遍的民事法律規則，

故大理院在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要旨中特別增加「慈母除外」一語，應是有

意地表明：父之別妾如係慈母者，對於所撫育的子女得行使親權。 

本來，父的別妾與眾子之間，僅有庶母（生有子女者）或眾母（無子女者）

的身分關係，但慈母由於自幼撫育眾子，恩義深厚，故服制同於生母，也因此，

大理院使其法律地位有別於普通的庶母與眾母。30 

　  八年上字第七七○號判例的案情，則直接涉及慈母能否行使親權的爭執。在

該案中，上告人錢英氏為被上告人錢鳳林父錢海珊之妾，在錢鳳林未成年時，將

                                                 
28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43。 
29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8 冊，頁 536。 
30 參閱徐朝陽，《中國親屬法溯源》（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 年 7 月），頁 59-62。 



民國初年親權法制的開展——   以大理院的司法實踐為中心 

 98

鳳林承繼海珊的遺產逕行抵給俞海樵等人，被二審法院判決無權處分，錢英氏對

此裁判不服，乃上告於大理院，請求改判。 

 

 

 

 

 

 

 

 

 

大理院判決理由認為： 

上告人雖係被上告人錢鳳林父錢海珊（即錢福）之妾，但鳳林係海

珊之別妾楊氏所生，自幼即由上告人撫育，依律，上告人之於鳳林

有慈母之身分，並經判決確定有案。是鳳林未成年之中，上告人為

其自幼撫育之慈母，果因正當用途處分鳳林應承遺產，尚不得謂為

無效。31 

綜言之，妾與眾子間原則上並無發生親權關係的餘地，唯一的例外是妾有撫

育眾子的事實。由此可見，有無撫育之關係，在大理院看來，其法律地位確實截

然不同。撫育眾子的慈母對於眾子擁有親權，因此得因正當用途處分眾子的財

產，但是庶母和眾母則無此權利。 

五、嗣父母與嗣子間 

親權的基礎在於父母子女的身分關係，然在傳統中國社會，立嗣（或曰立繼）

亦是發生親子關係的重要原因，迨民國初年，大理院仍然承認此種制度。所謂立

嗣，乃無子而過繼昭穆相當之同宗男子，以承繼本支的宗祧，使祖先的香火不致

                                                 
31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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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32在法律上，大理院延續傳統法的觀點，認為經立為嗣子者，其與嗣父母

的關係全然等同親生，33因此也發生親權的法律關係。 

在大理院四年上字第一二七四號判例中，上告人董培善是董學忠的嗣子，不

滿生母朱氏與叔叔學餘等人在其未成年時，不經同意，即將自己承繼學忠的部分

私業，撥作先祖祭田，且將位於某地的繼產賣給族人，乃主張朱氏設定祭田與私

自賣產的行為無效。 

 

 

 

 

 

 

 

 

 

對此主張，大理院則謂：  

按民法法理，未成年人在法律一定之年齡內無行為能力。而既

無此項能力，則其行為自應經其行親權人或監護人為之代理，

即屬毫無可疑。本案原審雖經認定上告人曾有過繼學忠之事

實，然係爭產業當光緒二十一年提作蒸嘗時，上告人不過三歲

內外，即二十四年將千秋塝遺產出賣，其時上告人年齡亦尚不

過數歲，自無行為能力之可言。而其承繼父學忠彼時未婚而故，

既無親權可以服從，即其本生母朱氏事實上自不能不視為上告

                                                 
32 《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之「立嫡子違法」條例文云：「無子者，許令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

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立遠房及同姓為嗣。」參閱司法行政

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頁 19。 
33 參閱鄭爰諏編輯，《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集解》，第二章，頁 1-2；曾明羣，《父母子女之權利

義務》（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年），頁 15；盧靜儀，《民初立嗣問題的法律與裁判》（北京：

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2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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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監護人。34 

從前段判決理由的最後一句話來看，大理院顯然認為嗣子的行親權人應為嗣

父母，既然董培善的嗣父董學忠未娶亡故，董培善即無親權可以服從。在此情形

下，大理院考量事實上的需要，將董培善的生母朱氏視為董培善的「監護人」，

使之能夠在董培善年幼無行為能力時，合法代行設定祭田與出賣繼產等法律行

為。判決理由「其行為自應經其行親權人或監護人為之代理」，語句中將「行親

權人」與「監護人」並列，然後認定本生母朱氏為董培善之「監護人」，由此似

可推知，大理院在本案中係將「親權人」與「監護人」兩個概念作了區分，「監

護人」指的是監護制度下的法律關係主體，而不屬於親權制度的範疇，故生母朱

氏的代理行為，並非基於親權。 

有關本生父母對於出嗣之子不具親權的法律意旨，大理院在六年上字第八一

七號判例要旨中作了更明確地表達。其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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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由此可以確知，過繼給人為嗣子者，其行親權之人，乃是嗣父母，而本生父母則

因親子出繼的事實喪失親權。 

最後，尚須補充一點：在大理院的法律論述中，立嗣有時也稱作「立繼」，

因此，對於嗣父、嗣母、嗣子，有時又分別名之為繼父、繼母、繼子，稱謂的使

用並不一致。尤其繼母一詞，極容易和父後娶的正妻發生混淆。在研究大理院相

關判解時，對此情形宜稍加留意。 

六、養父母與養子女間 

大理院所明確承認的親權主體，除前述五種親子形態外，尚包括養父母與養

子女一類。先就養父母與養子女的意義說明。在《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中，對

                                                 
34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111-112。 
35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0。（判例全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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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養他人子女之事作有較具體的規定者，大致有以下三種情形：（一）同宗之子

過房而不承繼宗祧者，36（二）乞養異姓子，37（三）收養三歲以下遺棄小兒。38

分析過房、乞養與收養的目的，不外是慰藉收養、乞養人的孤獨，或者在救濟孤

兒。被養之人在律文上的稱謂，或曰義子，或曰義男，而收養、乞養人則稱所養

父母、所後之親，或稱父為義父，稱母為養母。39 

大理院判解對於上述的過房、乞養、收養等情形，皆歸為養父母與養子女的

法律關係，不過，其就養父母與養子女關係的認定，亦非漫無限制。例如，針對

異姓養子的成立要件，大理院在五年上字第一一二三號判例中即表示，必須是「撫

養在家，已脫離其本宗者」才屬之，如果僅是習慣上所稱的乾父、乾兒，即使時

與同居，與養親關係的性質仍有不同，故乾兒在法律上不能視為養子。40 

                                                 
36 《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之「立嫡子違法」條律文：「若養同宗之人為子，所養父母無子所生

父母有子而捨去者，處十等罰，發付所養父母收管。若所養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

者，聽。」〈婚姻〉「男女婚姻」條：「凡男女定婚之初，若或有殘廢或疾病、老幼、庶出、過房

同宗、乞養異姓者，務要兩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

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頁 18、23。滋賀秀三曾將同宗過房與「過繼」同

視，認為同宗過房即為嗣子，但根據前舉律文，其論斷顯然有所誤會，沈之奇氏在註解「養同

宗之人為子」這句話時就明白地指出，所養之人，未必即是應立嗣之人。參閱滋賀秀三，《中

國家族法原理》（北京：法律出版社，2003 年 1 月），頁 463；沈之奇撰，懷效鋒、李俊點校，

《大清律輯註》（北京：法律出版社，2000 年 1 月），上冊，頁 197-198。 
37 《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之「立嫡子違法」條律文：「其乞養異姓義子以亂宗族者，處六等罰。」

條例則規定：「乞養異姓義子有情願歸宗者，不許將分得財產攜回本宗。……」但「不必勒令

歸宗。」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頁

18-19。 
38 《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之「立嫡子違法」條律文：「遺棄小兒，年三歲以下，雖異姓，仍聽

收養，即從其姓但不得以無子遂立為嗣。」同條例文曰：「收養三歲以下遺棄之小兒，仍依律即從

其姓，但不得以無子遂立為嗣，仍酌分給財產，俱不必勒令歸宗。」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

修正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頁 18-19。 
39 例如《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之「立嫡子違法」條律文規定：「若養同宗之人為子，所養父母

無子所生父母有子而捨去者，處十等罰……其乞養異姓義子以亂宗族者，處六等罰。」同條例文：

「義男、女婿為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為依倚，不許繼子並本生父母用計逼逐。」又依「三

父八母圖」載，所謂養母，即指收養同宗過房幼子者。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

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頁 10、18-19。 
40 五年上字第一一二三號判例謂：「按現在繼續有效之前清現行律，雖有異姓義子亦准分給財產

之例，然查該律所載異姓義子，當指撫養在家，已脫離其本宗者而言，自與習慣上所稱乾父、

乾兒之性質不同，不能即視乾兒為義子。查據原審訴訟記錄，本案被上告人主張伊子德生為心

薌之子，雖有尹祥太之證言為憑，然德生是否可認為心薌乞養異姓之子，抑僅因心薌時與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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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養父母與養子女間的親權法律關係，大理院明確使用「親權」一語論述

者，是十一年統字第一七二九號解釋例。該號解釋的對象，乃福建高等審判廳所

轉呈邵武縣承審員的法律疑問：刑律上尊親屬，包括養父母在內，業經大理院解

釋有案，然在養父亡故後招夫入贅之養母，對於養子忤逆，能否行使親權送請懲

戒？對此函問，大理院的答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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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請求懲戒。41 

雖然大理院此處解答的重點在於，養母於養父死後招夫入贅，其對於養子不

能行使懲戒等親權，但是，根據這段論述卻也足以反面斷定，大理院認為於通常

情形下，養父母即為養子女的行親權人，得對養子女行使親權。而養母與養子女

間的法律關係，亦不因養父亡故而發生變動。亦即，只要養母作為養父之妻的身

分仍然維持（例如無改嫁或另行招夫入贅之事），則其與養子女之間的親權法律

關係當然繼續存在。 

不過，在此要特別注意的是，養子女和前述的嗣子，雖然都是收他人之子為

己子，而藉法律上的擬制，與養父母、嗣父母成立親子關係，並發生親權法的權

利義務。不過，歸納大理院的見解，養子女與嗣子的成立條件仍有如下的區異：

（一）嗣子以承繼宗祧為目的，限於男子；養子女則以情愛為條件，目的不在承

繼宗祧，故可男可女。42（二）嗣子限於同姓，養子女則有同姓者、有異姓者，

亦有為遺棄小兒姓名不可考者。43且異姓或姓名不可考的養子，法律均嚴禁其轉

                                                                                                                                            
告人同居，即指德生為心薌之子尚不明瞭，自應依法予以審究，或更令被上告人另舉其他確實

證據以為證明。」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73。 
41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997-998。 
42 如七年上字第一九五號判例要旨謂：「現行律關於所後之親與義男、女婿間之法律關係，業有

明白之規定，所謂義男、女婿，當然包括養女在內。」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

頁 245。 
43 四年上字第一六○八號判例內容謂：「上告人李鳳年雖主張，律載乞養異姓子與收養遺棄小兒

不同，紹武、紹元既為乞養之異姓子，例應勒令歸宗云云，以攻擊原判。然查前清現行律戶役

門例載：『凡乞養異姓義子，有情願歸宗者，不許將分得財產攜回本宗。其收養三歲以下遺棄

之小兒，仍依律即從其姓，但不得以無子遂立為嗣，仍酌分給財產，俱不必勒令歸宗。』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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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承繼宗祧的嗣子。44（三）立嗣制度的目的既是為了承續宗祧，故限於無子之

人才能設立嗣子；而養子女制度的目的在於慰藉孤獨、救濟孤兒，故養父母雖有

親生子或立有嗣子，仍得收養子女。45（四）立嗣或由所後之父生前為之，或所

後之父死後由所後之母為之，或於所後父母均死後，由所後父之直系尊親屬或親

族會議為之；46但收養、乞養子女，其本質上既以情感為基礎，應限於收養、乞

養者生前的法律行為。47 

可見得，養子女與嗣子是性質不同的擬制親子關係，因此，養子女與嗣子、

親子相較，其法律地位亦不一致。最明顯的差異是，親子得繼承生父母的財產，

嗣子由於承繼宗祧亦得繼承嗣父母的財產；然養子女對養父母的財產則不能繼

承，僅在為養父母所喜悅時得酌分財產，且其酌分的限度，不能超過原繼承權人

應承財產的數額。48在這一點上，養子女的法律定位與相應而來的權利義務，和

                                                                                                                                            
例文既明載俱不必勒令歸宗字樣，是明明兼承上文乞養異姓義子與收養遺棄小兒而言，文義至

為明晰，原審認紹武、紹元毋庸歸宗，依例定判，有何不合？乃上告人於乞養、收養強為區別，

亦屬誤會。」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53。 
44 四年上字第一七六九號判例要旨謂：「現行律凡以異姓義子為嗣，在所明禁。」五年上字第七

七八號判例要旨亦謂：「現行律例關於乞養異姓義子以亂宗族者，有罰。其收養三歲以下遺棄

小兒，亦不得以無子遂立為嗣。是異姓義子不得承繼宗祧，取得嗣子身分，已無疑義。」參閱

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4、284。 
45 四年上字第一九七一號判例內容謂：「查現行律例，已有親生子之人，雖不准立他人為嗣子，

而收養他人為養子（或稱義子），則固為法所不禁。……上告人於光緒九年七月經陸張氏乞取

為子，徵之墓表、族譜及柝產記，既屬不可爭之事實，則上告人自經陸張氏乞取以後，自不得

不認為已取得養子之身分。」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62。 

46 六年上字第二三二號判例要旨云：「立繼之權本屬於被承繼人及其守志之婦，被承繼人與其妻

均經死亡，又無直系尊親屬者，則其權自屬之親屬會議。」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

書》，273。 
47 《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之「立嫡子違法」條例載：「義男、女婿為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

為依倚。」參閱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

頁 19。 
48 六年上字第一二二○號判例要旨謂：「現行律義男、女婿須為所後之親喜悅者，始得酌給財產。

故應負酌給義務之人，如經證明義子為所後之親所厭惡，即可毋庸給與。」六年上字第九九九

號判例要旨云：「酌給義子財產，極其最高限度，亦不得超過繼子應承財產之數額。」參閱郭

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87。又相關判例的整理，參閱盧靜儀，《民初立嗣問題的

法律與裁判》，頁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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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民法的規定有著極大的不同。49  

第二項　 行使親權的原則 

在大理院的裁判與解釋中，得為親權主體之人已如上述，惟具備行親權資格

的人有多數時，是否同時皆能行使其親權？  

與大理院同一時期的外國立法例中，關於親權的行使，多以單獨行使為原

則。亦即，具備行親權人資格者雖有多人，但在同一時間內，唯其中一人得行使

之。如法國民法第三七二條規定：「子女於成年或成年解放前，處於父母的權威

之下。」第三七三條規定：「父母婚姻存續中，由父單獨行使此權威。」50德國

民法第一六八四條規定：「遇左列情形時，則母有親權：一、父死亡或宣告死亡

時。二、父喪失親權且父母之婚姻解散時。」又一六八五條規定：「父於事實上

不能行用其親權或停止親權時，在父母之婚姻存續之中，由母行其親權，但財產

之收益不在此限。」51日本《明治民法》亦於第八七七條規定：「子須服從在家

之父的親權，但其成年之子有獨立生計者，不在此限。父不知為何人或死亡或去

家或不能行親權時，則由在家之母行使之。」52 

法、德、日等國家的立法例，親權以一人行使為原則，而父親的行使順序優

先於母親。至於大理院的見解，亦採親權單獨行使的原則。惟當中需要進一步探

析者，乃一般情形下行親權人的順序，以及父母離異（包括夫妻與夫妾關係）時

親權的歸屬。 

一、一般情形下行使親權的順序 

關於行使親權的次序，依大理院的見解，父母同在時，父先於母，而嫡母又

                                                 
49 民法第一○七七條規定：「養子女與養父母的關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女同。」關

於養父母財產的繼承，法律並未有特別規定，故養子女亦為繼承人。 
50 參閱田中通裕，《親権法の歴史と課題》，頁 41。 
51 參閱東季彥譯，《全譯獨逸民法》（東京：有斐閣，1935 年 2 月），頁 448-449。 
52 參閱広中俊雄、星野英一編，《民法典の百年Ⅳ》（東京：有斐閣，1998 年 10 月），附錄，民

法（1898 年 7 月 16 日施行），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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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於生母。 

（一）父先於母 

傳統中國時期，男尊女卑既是社會普遍的觀念，也是律法不變的原則，53此

種觀念與原則，在民國初年仍未撲破。大理院的判解皆認為，對於子女行使親權，

父親的順序應優先於母親。 

以未成年子財產的管理為例，三年上字第六一六號判例要旨即很明確地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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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此外，有關懲戒權的行使，總檢察廳曾向大理院具函詢問：《暫行刑律補充

條例》第十一條規定，行親權之父或母得因懲戒其子，請求法院施以六個月以下

之監禁處分。假使子對於父母實已有得受本條懲戒的情形，而父以種種原因，不

欲請求懲戒，母未得父之同意，自行出名呈訴，能否概予受理？對此，大理院作

成五年統字第四四五號解釋例表示：《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懲戒權之行

使，父親在時，自應依父親的意思為斷，母親不能反於父親的意思，自行出名呈

訴。55 

由此可見，就親權的行使而言，大理院對於傳統禮法中「夫為妻綱」的父尊

母卑原則，仍未加以挑戰。不過，衡諸當時先進國家的親權立法，父尊母卑與男

女不平等，概屬常態現象，故此實為大時代的背景使然，無足苛求。 

（二）嫡母先於生母 

    在嫡庶制度下，嫡母雖非庶子的生母，但因其具有生父正妻的名分，故法律

                                                 
53 詳細討論，參閱黃源盛，〈從傳統身分差等到近代平權立法〉，收錄於氏著，《中國傳統法制與

思想》（台北：五南，1998 年 10 月），頁 377-380。 
54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39。 
55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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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反較生母優越。大理院也認為，嫡母對庶子行親權的次序，先於庶子的生母。

例如前文引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要旨就曾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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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進一步從親權的具體內容來看，在管理未成年庶子財產的方面，四年上字第

五六四號判例要旨謂： 

守志之婦，於其子成年以前，有管理遺產之權，子雖係妾所生，

而苟因嫡母守志者，除有特別情形外，其承繼財產應歸嫡母管

理。57 

五年上字第一二○九號判例要旨亦謂： 

妾雖不改嫁，而其未成年子女之財產，當父亡故時，依法應由

其母代為管理，而嫡母在法律上同於親母，且以嫡、庶之順序

推之，當然應認嫡母有優先管理權。58 

 

關於未成年庶子的法定代理權，九年抗字第六十九號判例要旨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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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不過，雖然在原則上，嫡母應先於生母行使親權，但是，關於庶子身體的撫

養，則容有例外。假使考量實際情形由生母負責撫養較為適當者，大理院亦不反

對。如五年第一二三九號判例要旨即謂： 

                                                 
56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0。 
57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0。 
58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0。 
59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1。（本號判例全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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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死遺孤（庶子），自以歸嫡母撫養為原則，惟依事實上必要之

情形，即令由生母撫養，亦決非法律所禁阻，如遺孤尚在襁褓，

既不能離哺乳以為生活，即事實上有由其生母撫養之必要。60 

此外，四年上字第一七四二號判例甚至認為，在若干特殊情形下，嫡母不得

先於生母行使親權。在該案中，上告人楊王氏為已故楊德山的妻子，被上告人楊

王氏為楊德山的妾。楊永芳係被上告人楊王氏所生子，年僅八歲，需行親權人為

之管理繼承遺產。對於楊永芳財產管理權的歸屬，親母與嫡母兩人發生爭執。 

 

 

 

 

 

 

 

 

在二審訴訟時，高等審判廳認為：依照常例，應判決身為嫡母的楊王氏為楊

永芳財產的管理權人。但是，經查嫡母楊王氏此前在親母楊王氏與楊三等人另案

訴訟時，曾宣稱楊永芳所承繼楊德山私有的德順木廠為楊三等人所共有，其顯然

與楊永芳立於利害相反之地位，若仍令嫡母楊王氏為楊永芳的親權人，則從楊永

芳的角度來看，不免有失平允。基於這樣的考量，高等審判廳遂判決楊永芳的親

母楊王氏為行親權人，為楊永芳經管遺產。嫡母楊王氏不服判決結果，乃上訴至

大理院。 

對於嫡母楊王氏上告主張自己擁有楊永芳財產的管理權，大理院認為： 

按民事法條理，未成年之子其父已故，其母尚存者，其財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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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為監護人者，如因

                                                 
60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2。（本號判例全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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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受監護人立於利害相反之地位確係有據，或經審判衙門認

為不堪勝任時，均得以裁判禁其為監護人。嫡母對於庶子，雖

當然先於庶母可為其監護人61，然如上述情形，審判衙門自可斟

酌辦理。62 

也就是說，雖然在一般情形下，嫡母理當先於生母行使親權，但假使嫡母行使親

權顯然有危害庶子女利益之虞時，則違背了親權制度的根本目的，故應該例外地

由生母優先行使親權。 

綜上所述，關於親權的行使，大理院基本上遵行了《現刑律民事有效部分》

中揚嫡抑庶、尊妻卑妾的原則，使嫡母行使親權的順序在一般情形下優先於生

母。不過，鑒於親權制度的目的在於保護子女的利益，故當嫡母行使親權有不利

庶子人身或財產利益的高度可能性時，大理院仍例外地讓庶子的生母優先行使親

權。由此可見，在《現刑律民事有效部分》的明文規範拘束下，大理院雖然對於

傳統的禮法精神無法全然忽視，但是仍將保護子女利益視為首要考量的因素，積

極地維繫親權制度賴以存在的核心理念。 

二、父母離異時親權的歸屬 

在父母婚姻關係或夫妾關係存續時，對於子女行使親權的順序，父優先於

母。而當父母離異之後，雖然其彼此的夫妻、夫妾關係消滅，但與子女之間的親

子關係仍不中斷。此時，關於親權的行使，大理院定有如下的原則：  

（一）有協議、委任則依其內容，無協議、委任時由父行使 

夫妻、夫妾離異時，應當由何人行使親權？首先為此確立法律原則的，是三

年上字第二六九號判例。在該案例中，上告人存福與被上告人存高氏原為夫妾關

係，生有子女二人，嗣經高等審判廳判決離異，子女歸存高氏監護，並判令存福

                                                 
61 相較於判例要旨，大理院的判決理由中使用「監護人」一詞時，尚未完全精準，其有時指無

親權人的情形下，對未成年人行使監護權之人，有時則指親權人本身。綜觀判決理由前後文句

的脈絡，此處的用語應該使用「親權人」方為正確。  
62 以上判例內容，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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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給子女養贍費用。就夫妾判離的結果，存福並未爭執，惟對子女的監護由存高

氏擔任，則表示不服。其上告意旨略謂：存高氏素性悍惡，既與上告人斷絕關係，

則上告人的子女已與伊無涉，應將子女交付上告人，歸上告人監護。若仍令被上

告人存高氏監護，必將染其惡習。且該氏現已姘識有人，攜帶子女前往，難保子

女不受虐待。存高氏答辯意旨則謂：被上告人誓守子女，絕無它志，惟原審衙門

已判令存福月給養贍，故請求傳喚存福到庭，飭其遵判。 

 

 

 

 

 

 

 

 

 

總檢察廳檢察官蒞庭就本案表示意見如下：63 

此案存高氏與存福業經離異，關係即已斷絕，所生子女既認定

為存福之子女，自應由存福為之監護教育，原判令由存高氏監

護，其理由甚屬薄弱：(一)我國習慣，母出得行親權者，限於無

父或父之不能行親權時。此案其父並非不能行使親權，而母又

為已出之母，自不得以離異後同居過度為理由，遽判歸其出母

監護。(二)離異字據內雖未載有子女應歸何人監護，惟存福既為

應行使親權者，並經迭次請求領回，自無不判歸其監護之理。(三)

存福既有監護教育其子女之權利義務，自當善為撫養，所謂如

                                                 
63 大理院時期，對於人事訴訟事件，認為事關公益，因此必須有檢察官蒞庭陳述意見。其法源

依據，乃《高等以下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一一一條規定：「檢察官對於民事訴訟之審判必

須蒞庭監督者如左：婚姻事件；親族事件；嗣續事件。以上事件如審判官不待檢察官蒞庭而為

判決者，其判決為無效。但案經提起上訴者，上訴審衙門得諮詢同級檢察官之意見，仍與受理。」

參閱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9 年 2 月），第 31 冊，頁 5。 

被
上
告
人

存
高
氏 

上
告
人 

存
福 

夫妾關係 

（已離異）

子 女



民國初年親權法制的開展——   以大理院的司法實踐為中心 

 110

歸存家監護實際上有種種不便，亦不成為理由。 

本件爭訟，大理院最終判決上告人存福勝訴，其判決理由謂： 

民國民法法典雖尚未頒行，然即以離婚論，據民事正當條理，

夫婦離婚時得以協議定子女之監護方法，如並未議及，則應歸

其父任監護之責，而其去家之母即毋庸兼顧。不過，其親生母

子之關係仍然存在，並不因而消滅。至於妾生子女，當妾被廢

去其父家時，除其父仍委令監護者外，當然應由其父監護，則

更無庸論及矣。本案存高氏係上告人已出之妾，原字據初未聲

明監護子女一層，則關於監護即應由其父存福任責，茍非另有

虐待歧視之事，該存高氏何能再有異言？惟存高氏雖已被廢去

家，其與子女間之關係仍當無所變異，所有親生母(出母)子之關

係固不能認為全絕，即上告人亦斷不能無故加以禁阻，令其永

遠弗能過問之理。 

這裡首先要探討的是，在本號判例中，出現了前述五年上字第一○二九號判

例曾經提到的現象，即無論訴訟當事人、總檢察廳檢察官或大理院推事，皆不約

而同以「監護」這個詞彙表達親權的歸屬。然則，在這些情形下，「監護」與「親

權」所指涉的意義究竟是否相同？兩者之間是否存在著何種的差異？ 

從總檢察官的陳述來看，其第一論點謂：母出而得行親權者，限於父不能行

使親權的情形，本案中父能行使親權，故子女應歸其父「監護」。句中提到「父

能行使親權，故由父監護」一語，似乎認為父親能否監護其子，應以親權存在與

否作為前提。也就是說，「監護」可能指的是親權的其中一種內容，或者即等同

於親權本身。再就本案訴訟當事人的主張進行分析，存福與存高氏雙方爭取對子

女的監護，目的在使子女和自己共同生活，並且排除他方的干涉。由此來看，其

所謂的「監護」，顯然至少包括了對於子女人身方面的監督與照護。進一步回顧

五年上字第一○二九號判例，在該案例中，大理院和訴訟當事人所說的「監護」，

指的乃是對於子女財產的管理權。綜此判斷，大理院判解中所謂父母對於子女的

「監護」，同時包括了對子女人身和財產方面的親權內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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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五年上字第一○二九號判例的判決理由原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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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權』之可言。」但是，大理院後來編輯該號判例

的要旨時，將此文句改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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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句中的「監護權」三字更改為「親權」。64由此可見，在大理院判解的法律論

述中，父母對於子女的「監護」，其實即是父母對於子女的「親權」。在這些情況

下，「親權」與「監護」兩者意義同一。假使必要有所區別，或許只能說，「親權」

為「監護」之體，而「監護」為「親權」之用；「親權」是包含了各種權利義務

的綜合性名詞，而「監護」則是這些權利義務的具體實施。65 

本案審理結果，大理院認為：夫妻離婚時得以協議定子女之監護，如未協議，

則應由夫任監護之責。至於妾生子女，當妾被廢去其父家時，除其父仍委令監護

者外，當然應由其父監護。根據調查事實，存福並未委令存高氏監護子女，故子

女的監護權責，仍應由存福本人承任。不過，存高氏雖然未任子女之監護，但其

                                                 
64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53；郭衛編輯，《大理

院判決例全書》，頁 233、250；  
65 昔日民法學者胡長清根據大理院五年上字第四○九號判例要旨的內容主張：大理院論述父母

離婚後子女歸誰監護此一問題時，所謂的「監護」，專指教育而言，不包含其它親權內容。按

五年上字第四○九號判例要旨謂：「婚姻解消之效力，原不及於所生子女，無論離婚以後子女

歸何造監護，而於監護範圍以外，於父母之權利義務並無何等影響，故離婚後歸母監護之女，

其嫁資仍應由父支給。」推測胡長清的論理脈絡，是先將要旨中「父母之權利義務」等同於親

權，復認為支給女兒嫁資屬於親權的內容之一。由於判例要旨認為離婚後歸母監護之女，其嫁

資仍應由父支給，故胡氏因此斷定判例要旨所謂的「監護」，僅指對子女人身方面的教育，而

不包括財產方面的各項權義。不過根據三年上字第一一七五號判例的內容，大理院其實認為支

給嫁資是屬於養贍義務（即扶養義務）的一部。又根據三年上字第一○八五號判例要旨：「夫

妻離異時，得以協議定子女之扶養，如未有協議時，則應由父扶養。」因此，夫妻離異時，子

女雖然歸其母監護，但是屬於扶養內容之嫁資應由誰支給，仍必須另行約定，若未約定，則應

由其父支給。此乃五年上字第四○九號判例要旨的真正意旨。至於該判例要旨中所云「父母之

權利義務」，實指親權以外父母依法對於子女存在的其它權利義務，如扶養義務即是。由於胡

長清先入為主地認定「父母之權利義務」即為親權，復將「支給嫁資」的義務視為親權的內容，

遂導致誤以為大理院主張監護專指教育子女之事。關於胡長清的論點，參閱氏著，《中國民法

親屬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年 9 月），頁 209-210。以上引用判例內容，詳參郭衛編輯，

《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33、250；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

第 10 冊，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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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子女間的親生母子關係不能認為全絕，故存福亦不能永遠禁阻存高氏過問子女

的生活。66而如上所論，此處的「監護」，即行使親權的意思。 

進一步細繹大理院的論旨，夫妻離異時，得以契約之意思表示，使親權歸於

妻行使。然在妾被出的情況下，妾如欲行使親權，則必須取得其夫單方面之委令。

惟大理院所謂的「委令」，不知是否等於「委任契約」？如係委任契約，則夫可

以隨時終止委任而使親權回歸自己行使。若果如此，則妻妾關於離婚後行使親權

的法律地位，實有不小的落差。 

此外，五年上字第一○二九號判例要旨謂：妾被廢去家時，若無夫之委令，

對於所生子女已無親權之可言。此處所謂「已無親權」，未知是指親權停止不能

行使，或者根本喪失為親權人的資格？由於線索有限，唯有暫且存疑。 

（二）在特別情形下得判決由母行使 

父母離異時，關於子女親權的行使，如有協議，先要依照協議，無協議時，

則應該由父行使之。綜合大理院的判例與解釋來看，上述的原則，無論在協議離

異或裁判離異的情形，皆有其適用。 

惟一般而言，父母如因協議離異，則關於子女親權的行使，事實上大多已經

達成共識，故往往能以協議的方式決定。反之，父母假使歷經訴訟始得判決離異，

則關於子女親權的行使，就比較難形成一致的意見，如此一來，按照大理院所宣

示的法律原則，應由父親行使親權。不過，大理院又認為，在判決離異時，審判

衙門仍得考量某些特殊狀況，作成親權不由父親行使的決定。如七年統字第八二

二號解釋例謂： 

                                                 
66 三年上字第二六九號判例之內容，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

第 9 冊，頁 380-383。該號判例所確立下來的原則，在日後的大理院判例和解釋例中，仍一再

地被宣示。如四年統字第二二五號解釋例謂：「夫婦離異，其親生或抱養子女，原則應從父，

但有特別約定時，亦得從母，不能聽子女自願。」六年上字第一一九四號判例要旨亦謂：「夫

婦協議離婚，原為現行律例所認許，故於夫婦兩願離異時，關係離婚後子女之監護方法有所協

定者，自應認為有契約之效力。」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148；郭衛編輯，

《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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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婚後之子女，原則應歸其父，但有特別情形（年幼即其一端），

即暫歸其母撫養，亦無不可。67 

八年上字第九五七號判例要旨亦謂： 

夫妻呈訴離婚後，其子女雖應歸其父監護，但如有特別情形（如

子女年幼不能離母或父有遺棄情事等）不宜由父監護者，審判

衙門亦得斟酌其子女之利益，指定監護之人。68 

也就是說，父母離異時，如果未有關於子女親權行使的協議，雖然原則上應

該即由父親行使親權，但假使子女年幼，不便完全脫離母親襁褓，或者父親有遺

棄子女的情事，此時如果仍由父親行使親權，不免有害於子女的利益，違背親權

制度的根本目的。因此，在這些情形，審判衙門有權斟酌子女的最佳利益，指定

由母親行使親權。有疑慮的是，八年上字第九五七號判例要旨表示，審判衙門認

為子女不宜由父親監護時，得斟酌子女利益指定監護之人，但不知此監護之人僅

限於訴訟對造的母親，或者還包括父母以外的第三人？由於本號判例全文缺漏，

故此問題目前尚無法進一步釐清。

                                                 
67 參與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453。 
68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37。（判例全文與要旨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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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親權的內容 

親權的主體、親權行使的原則已如上所述，至於親權的內容，大理院判解中

曾經明確承認者，包括對於子女的教養權、懲戒權、住居所指定權、財產上法律

行為之代理權及同意權，以及財產管理權等。以下，區分為人身方面與財產方面

的內容分別討論。 

第一項　 人身方面的內容 

依大理院的看法，屬於子女人身方面的親權內容，計有教養權、懲戒權、住

居所指定權三種。 

一、教養權 

在父母對於子女人身方面的親權內容中，最基本、核心者，莫過於教育、養

護子女。究其目的，無非在於維持子女的生存，並且啟迪智識、陶育技能，以鍛

鍊子女的身心，使其能夠自立。69在大理院的判解中，尚未發現對於子女身體的

教養發生訟爭之案例，僅於四年上字第四八一號判例，曾經附帶論及教養權的問

題。該案中，上告人為嗣子的本生父，以利害關係人的身分，上告請求限制或變

更嗣母對於嗣子繼承財產的管理權，並對於二審判決未就教養嗣子之事做出決定

表示不服。大理院在判決理由中，除肯定嗣母具有嗣子財產的管理權外，對於教

養嗣子的上告內容則謂： 

嗣子之教養，乃被上告人（嗣母）本於親權之義務，原不在本

案訴訟範圍之內，原審置之不問，並非不合，上告人（本生父）

上告意旨殊不能認為正當。70 

                                                 
69 參閱曾明羣，《父母子女之權利義務》，頁 24。 
70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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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理院駁斥上告人的理由，是因為上告人關於教養嗣子的上告聲明，已經逾

越第二審中爭訟事項的範圍，故不必就此問題進行實質討論。不過，大理院在判

決理由中仍明確地提到，嗣子的教養，乃嗣母本於親權的義務，亦即，教養權為

親權的一部分。 

二、懲戒權 

親權的各種內容中，與教養權最為緊密相關者，當屬於懲戒權的作用。蓋父

母有教育及護養子女的責任，倘若子女性情頑劣，不遵教訓，溫情感化的手段已

經不足為用，則此際唯有施予子女一定的懲罰，使其身體、精神上感受苦痛，俾

其能夠改過遷善。71 

大理院時期有關懲戒權的法律依據，乃民國三年十二月頒行的《暫行刑律補

充條例》第十一條。該條法律規定：「行親權之父或母得因懲戒其子，請求法院

施以六個月以下之監禁處分。但有第一條第一款情事者，不在此限。」又第一條

規定：「刑律第十五條於尊親屬不適用之，但有左列情事之一者不在此限：一、

嫡母、繼母出於虐待之行為者。二、夫之尊親屬出於義絕或虐待之行為者。」72

綜此可知，依《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的規定，除嫡母、繼母出於虐待之行為者外，

行親權之父或母皆得請求法院對其子女施以監禁處分。 

歸納大理院判解涉及懲戒權的見解者，首先，在懲戒權人與懲戒對象的範圍

上，雖然法律已經明文規定，得請求法院作監禁處分之人，為行親權的父或母，

懲戒的對象為其子女，不過，下級審判機關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仍不時產生疑

惑。如江蘇高等審判廳即曾向大理院轉呈川沙縣知事的疑問謂：析產分居之祖，

對於父亡母嫁之孫，是否具有《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的請求權？對此，

十年統字第一五六五號解釋例答覆： 

《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既明定為「行親權之父或母得

                                                 
71 參閱余戟門（棨昌）述、李士杰疏，《朝陽大學法科講義‧民法親屬編》（北京：朝陽大學，

1925 年），頁 88；宗惟恭，《民法親屬淺釋》（上海：上海法學編譯社，1932 年 1 月），頁 152；

郁嶷，《親屬法要論》（北平：朝陽大學出版部，1934 年），頁 155。 
72 參閱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第 31 冊，頁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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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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本號解釋例中，或因民初去清未遠，傳統禮法上祖父母亦得任意懲戒子孫

的觀念仍然深植，遂使下級審判機關對於《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的規定

內容產生困惑。不過，大理院嚴格遵守該條法律的文義，將有權請求法院實施監

禁處分之人，限於行使親權的父或母。因此，父母如非行使親權者，即不得向法

院為監禁處分的請求。至於父母以外之人，更不待言。 

其次，有關受懲戒的子女是否應有年齡上的限制，江蘇高等審判廳也曾經請

求解釋。大理院以九年統字第一三六○號解釋例答覆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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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是大理院認為，得受監禁處分的子女，包括已成年人與未成年人，並無任何年齡

上的限制。但父母請求法院為監禁處分，必須以親權的存在作為前提，且審判衙

門受此請求後，並非一定要予准許，而必須查明有無涉及《暫行刑律補充條例》

第一條第一款的情形，以及請求監禁的理由是否確實正當。詳言之，當請求監禁

處分的行親權人為嫡母或繼母時，審判衙門固然必須主動查明其是否為虐待子女

而請求，如係以虐待子女為目的，則應拒絕對子女實施監禁處分；即使請求人為

子女的本生父母、嗣父母、養父母等，審判衙門仍應該調查相關事實，衡量請求

理由的正當性，然後決定是否允許行親權父母的請求。大理院的此項解釋，課予

審判衙門積極調查懲戒請求是否正當的責任，使子女的利益獲得比較充分的考

量。 

另按照九年統字第一三八九號解釋例的說明，審判衙門宣告監禁處分時，若

                                                 
73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913-914。 
74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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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但書的規定，則參照呈准暫行援用的《刑事

訴訟律草案》第五一五及五一一條的規定，75應允許被懲戒的子女聲明疑義。76不

過，因《刑事訴訟律草案》內所謂的聲明疑義，乃指對於審判衙門裁判主文的文

義有所疑義，請求審判衙門加以說明，其並無變更裁判結果的可能，故大理院雖

然允許被違法宣告監禁處分的子女聲明疑義，但實際上似乎仍無助於該子女具體

權利的救濟。 

此外，尚有一值得討論的問題，乃是監禁處分的性質。按法院對於子女宣告

實施的監禁處分，係由《暫行刑律補充條例》這部刑事法所規範，且監禁處分具

有剝奪子女人身自由的效果。然憑藉這兩點，是否即可斷言監禁處分的性質屬於

一種刑事制裁？對此問題，大理院在統字第四○一、四五八、一二八一以及第一

三八九號等解釋例先後一再明確地表示：《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所規定

的監禁處分，並不具有刑罰的性質，而純粹係懲戒的作用。 

基於此種認知，請求懲戒案件的審理與執行，有著相當不同於刑事案件的處

理方式： 

（一）九年統字第一二八一號解釋例認為：行親權之父或母依《暫行刑律補

充條例》第十一條向法院請求時，其子女並非刑事被告人。故法院對於是否施以

監禁處分，係以「決定」的形式宣告之，不須經過言辭辯論程序，77而被告子女

亦不能委任律師進行辯護。78 

（二）九年統字第一三八九號解釋例認為：《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

所規定的監禁處分，既非刑罰，倘若未傳訊被懲戒人到案審理即遽予決定，亦非

                                                 
75 民國七年五月二十五日，司法部指令暫行援用前清《刑事訴訟律草案》第六編「裁判之執行」

（第四七七至五一五條），其第五一五條規定：「執行刑律第十一條之感化教育、第十二條或第

四十五條之監禁處分，本律無特別規定者，準用關於行刑之規定。」第五一一條規定：「刑事

被告案件受諭知刑罰、罰鍰、追徵沒入之諭知而有疑義者，得向該審判衙門聲明疑義。」條文

內容，參閱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譯，《中華六法‧刑事訴訟律》（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年 4
月），頁 241-242。 

76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817。 
77 六年抗字第一八號判例謂：「凡用決定裁判之案件，本得不經口頭辯論。」參閱鄭爰諏編輯，

《刑事訴訟條例匯覽》（上海：世界書局，1925 年 5 月），頁 125。 
78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742。 



民國初年親權法制的開展——   以大理院的司法實踐為中心 

 118

違法，79且監禁處分不能適用刑律總則關於行刑權時效的規定。80 

（三）五年統字第四○一號解釋例明言：被告子女如犯刑律上徒刑及拘役之

罪，同時兼觸犯《暫行刑律補充條例》第十一條的規定時，徒刑、拘役與監禁處

分必須分別執行，不能合併。81 

（四）根據五年統字第四五八號解釋例，審斷《暫行刑律補充條例》各罪時，

原可一體援用刑律總則，並且遵照《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之刑事訴訟程序，惟

該條例第十一條規定之監禁處分則屬例外。因此，子女累犯該條時，不適用《暫

行新刑律》累犯加重的規定82；子女如果確被宣告監禁，其在宣告以前未決期內

羈押的日數，亦不能予以折抵；83又審判衙門一旦宣告監禁處分，無須按一般刑

事訴訟程序，等待上訴期間之經過84，可立即對被告的子女執行監禁。85 

（五）根據四年統字第三四五號解釋例，請求懲戒子女之案，若於審理進行

時或監禁執行中，原請求人請求撤銷對子女的監禁處分，則審判衙門應准予撤

銷。86 

三、住所指定權 

除了懲戒權外，對於教養權的具體落實有重大影響者，尚有父母對於子女住

                                                 
79 監禁處分如屬刑罰，則應以「判決」宣告，而根據大理院統字第八○三號解釋例，審理法條

中最重法定本刑為徒刑以上之罪時，不能為缺席判決。該號解釋例內容，參閱郭衛編輯，《大

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444。 
80 解釋例內容，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817。 
81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235。 
82 《暫行新刑律》第十九條規定：「已受徒刑之執行，更犯徒刑以上之罪者，為再犯，加本刑一

等。但有期徒刑執行完畢、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執行一部而免除後，逾五年而再犯者，不在加

重之例。」第二十條規定：「三犯以上者，加本刑二等，仍適用前條之例。」第二十一條規定：

「凡審判確定後，於執行其刑之時發覺為累犯者，依前二條之例更定其刑。」以上參閱葛遵禮

編輯，《中華民國新刑律集解》，上卷，頁 27-29。 
83 《暫行新刑律》第八十條規定：「未決期內羈押之日數，得以二日抵徒刑拘役一日或抵罰金一

圓。」參閱葛遵禮編輯，《中華民國新刑律集解》，上卷，頁 75。 
84 《高等以下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四十條規定：「刑事之判決，徒刑於上訴期滿後執行，死

刑於覆准後執行。」參閱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第 31 冊，頁 57。 
85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259-260。 
86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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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指定權，且此項權利與其它親權內容的行使，也具有密切的關係。因為從行

使親權的角度來看，父母如不與子女共同生活或無法掌握子女的生活地點，則即

使欲履行保護子女利益的權利和義務，實際上亦有相當程度的困難。 

在大理院的判解中，涉及子女住所指定權的案件，唯有前文曾經討論過的五

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本號判例係關於財產管理權的訴訟，案中，上告人姜張

氏因不服高等審判廳將親子姜天佑的財產管理權判歸被上告人姜向氏，故上告至

大理院。而被上告人姜向氏亦對於高等審判廳判准姜張氏與姜天佑另行別居，表

示不服，因此提起附帶上告。 

 

 

 

 

 

 

 

 

 

大理院認為：上告人姜張氏為已故姜壽山的妾，已是得確定的事實，但被上

告人姜向氏究竟是妻是妾，仍不明確，應發回高等審判廳更為審判。如果姜向氏

是姜壽山的妻，即為姜天佑的嫡母，則其應先於姜張氏行使親權，管理姜天佑的

財產。另對於被上告人姜向氏要求姜天佑與己同居的附帶上告主張，大理院則謂： 

查民法條理，行親權之父母得限定其子之住所，被上告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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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亦即，被上告人姜向氏如為姜壽山的正妻、姜天佑的嫡母，則其居於優先行使親

權人的地位，當然得命姜天佑與己同居，或者在指定的處所居住。 

                                                 
87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3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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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判決理由所言，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承認行親權的父母對於子女有住

所指定權，其法源依據為「民法條理」。經查，此條理可能是《大清民律草案‧

親屬編》第五七條的規定：「子須於行親權之父或母所指定之處定其居所。」88不

過，曾經擔任大理院推事的余棨昌（1882-1949），在其親屬法著作《朝陽大學法

科講義‧民法親屬編》引述該號判例時，卻以為該住所指定權的法源依據是法律

的明文規定，即《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的「別籍異財」條例文：「祖父母、父

母在者，子孫不許分財異居。其父母許令分析者，聽。」89余氏之所以誤認五年

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所云住所指定權的法源依據，可能是因為他只見過五年上字

第八四三號判例要旨的文字（即「行親權之父母得限定其子之住所」），而未能進

一步檢閱判例全文的說理內容。 

事實上，余棨昌至少在民國三年一月以後即任職於大理院，且一直擔任民庭

審判長推事的職務，後來甚至升任為大理院院長。雖然余氏並未參與五年上字第

八四三號判例的審理，但是依其職掌，對於該號判例承認住所指定權時所援引的

法源，如欲詳加查明，並非難事，卻仍不免疏誤。此一事例，突顯了大理院判例

要旨在當時受到重視的程度，遠遠地勝過了判例本身，故引用判例要旨者，對於

原判決理由中的完整法律論述，往往不加詳究。同時也讓我們看到，關於住所指

定權的內涵以及所根據的法源為何，在民國初年的法律界，可能仍未形成明確的

共識。 

進一步分析，《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別籍異財」條例文的規定，似乎僅能

導出父母對於子女的「異居同意權」，亦即子女欲離開本家至別處居住時，父母

有允許或拒絕的權利。又依據三年上字第五六號判例的見解，這項同意權的行

使，尚及於子異居後又欲同居的情形。90也就是說，異居同意權的內涵，在於父

母有權決定子女是否與其共同居住一處。相較於此，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承

認住所指定權，謂「行親權之父母得限定其子的住所」，按其文義，「住所」除了

                                                 
88 參閱修訂法律館編輯，《法律草案彙編》（台北：成文出版社印行，1973 年 6 月），親屬法草案，

頁 34。 
89 參閱余戟門，《朝陽大學法科講義‧民法親屬編》，頁 88；司法行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

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料彙編》，下冊，頁 20。 
90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8 冊，47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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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父母居住的處所外，也可能是其它任何的場所。此外，根據大理院的相關

判例內容，異居同意權所行使的對象，顯然同時包括了成年與未成年的子女，且

根據「夫妻一體」的原則，效力並及於子媳。91至於住所同意權的行使對象，在

五年上字第八四三號判例中，涉及的是未成年子女。整體而言，住所指定權與異

居同意權的內容雖有有不少重合之處，但基本上為不同的權利。不過，兩者之間

的詳細關係為何？在發生競合時應該如何適用？由於大理院相關的判例有限，欲

詳加解答，存在實際的困難。 

第二項  財產方面的內容 

根據大理院判解的內容，父母對於子女財產方面的親權內容，計有未成年子

女法律行為的代理權、同意權，以及未成年子女財產的管理權等。惟在未成年子

女法律行為的代理權中，代為處分財產的權利與未成年子女財產的管理權間，關

係極為密切。因此，在以下的討論中，將未成年子女財產的代理處分權，獨立於

一般法律行為的代理權之外，而與未成年子女財產的管理權合併分析。 

一、未成年子女法律行為的代理權與同意權 

在傳統中國，對於未成年人與他人進行財產上的交易，律法上未如今日的民

法般，就其行為的有效性訂有完整的規範；相對地，當時律法上比較重視的，是

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卑幼私擅用財的情形。此種規範制定的目的，乃在於維護

家政一統，防止子孫卑幼自專，故主要是為家、為尊長的利益而存在。然在近代

歐陸民法中，為保障交易安全與個人利益，設有行為能力的制度，成年之人除非

遭到禁治產宣告，否則皆有完全的行為能力，其法律行為亦能產生完全的法律效

果。至於未成年人，因判斷力和決定力尚未周全，法律為保護其利益，乃不賦予

                                                 
91 三年上字第五六號判例內載：「查現行律中例載：『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不許分財異居，其

父母許令分析者聽。』細繹例義，凡未經父母允許擅認家產為分屬於一己之財產，及於異居

後強欲同居者，均在所勿許，可推而知。至夫妻本屬一體，例中雖祇就於子規定，而對於子

之婦（即媳）自應準用。」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8
冊，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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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行為能力，其法律行為必須由親權人或監護人為之代理或輔助，才能發生

效力。 

大理院時期，判例接受了近代歐陸民法的法理，亦明確承認親權人有代理未

成年人為法律行為之權。四年上字第一二七四號判例中，已出嗣為人嗣子的董培

善，不滿生母朱氏在其未成年時擅將承自嗣父的家產出賣及處分，遂提起訴訟，

主張生母的出賣與處分行為無效，最後上告至大理院。案經審理，大理院認為，

董培善既已出嗣為人嗣子，則生母朱氏已非行親權人。然因董培善的嗣父未娶而

亡，無親權人存在，故事實上仍不得不將朱氏視為監護人，以任監督保護之責。

又： 

按民法法理，未成年人在法律一定之年齡內，無行為能力，而

既無此項能力，則其行為，自應經其行親權人或監護人為之代

理，即屬毫無可疑。92 

雖然依案例事實，大理院係基於朱氏為監護人而肯定其權利，判決董培善敗訴，

但是在判決理由的論述中，大理院也明確地提到：對於未成年人財產上法律行為

的代理權，屬於親權及監護權的內容之一。 

此外，上述判決理由既云「未成年人在一定年齡內無行為能力」，可見大理

院並非認為凡未成年人皆無行為能力。對於此一問題，四年統字第二二九號解釋

例中有較詳盡的說明。該解釋例謂： 

現行法既以十六歲為成年，則凡未滿十六歲之人，自不能有效

為法律行為。故十六歲未滿之人，如有表示意思之能力者，其

行為只須得其保護人之同意，若並無其能力者，尚須其保護人

代為之，始為有效。委人代訴，既係一種法律行為，未滿七歲

之人自不能獨自擅為，審判衙門收受此種訴狀後，應即斟酌情

形，責令提出保護人之委任狀，或提出本人已得保護人同意之

                                                 
92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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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以防訴訟之無效。93 

從解釋例的內容來看，大理院已將人的行為能力區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十六歲以

上之人有完全的行為能力，未滿七歲之人無行為能力，七歲以上未滿十六歲之人

則有部分的行為能力。無行為能力之人，其法律行為應由保護人代為；部分行為

能力人，法律行為須得保護人的同意。此解釋例所謂的保護人，當然亦包括未成

年人的行親權人。 

綜上可見，在大理院的法律體系中，行親權人對於未滿七歲的子女，能代理

其為法律行為，而對於七歲以上未滿十六歲的子女，則有法律行為的同意權。 

二、未成年子女財產的管理權與代理處分權 

在上一章曾經提到，傳統的禮教觀念認為：父母在，子女不能擁有私財，子

女若有所得財物，應一律併入家產中。律法上對此雖然未有明文，然以清代而言，

晚清修訂法律館編訂的《大清民律草案》立法理由中曾謂： 

夫論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之義，似乎為人子者，不應

私有財產。然近世歐美各國推究人道，廣其民曰公民，人子非

父母所得而私，即人子之權利，亦非父母所得而抑。雖在親權

之下，而其子或為親屬遺產之繼承或有對其子為財物之遺贈及

贈與者，皆屬法所不禁。94 

其以歐美近世的發展趨勢作為肯定個人財產的論據，由此可見，清末以前，官方

對於子女在家產以外擁有私產的行為，即使未予明確禁止，至少也是抱持著不鼓

勵的態度。 

不過，到了民國初年，大理院在此問題上作了轉向，明確承認子女在法律上

得擁有私人財產。如四年上字第一三五一號判例要旨即謂：「父母生前，其子之

                                                 
93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151-152。 
94 見《大清民律草案‧親屬編》第六十條立法理由。參閱修訂法律館編輯，《法律草案彙編》，

親屬法草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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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私產，自為法所不禁。」95在肯定子女得為財產所有人的基礎上，大理院進

一步指出：子女未成年時，其財產不能自己掌管，而應交由行親權的父母管理，

並代為適當的處分。也就是說，對於未成年子女財產的管理權與代理處分權，亦

屬於親權的內容。 

三年上字第三○六號判例中，96羅許氏為羅有兒的繼母，在羅有兒承繼亡父

遺留的家產後，要求分給部分財產作為養贍費用，並且自擇居處與有兒分開生

活。羅有兒不允，兩人遂發生訴訟。案經二審判決，羅有兒應每年給付羅許氏銀

一百兩，但羅許氏必須在羅有兒家居處。對於判決結果的後項內容，羅許氏不服，

乃復上告至大理院，同時追加訴之聲明，謂自己為被上告人羅有兒的繼母，對羅

有兒有監督及教育之權，又有管理財產之權，請求將家中財產悉歸自己管理。針

對羅許氏主張家產管理權的部分，大理院審理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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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判決理由的論述可以發現，羅許氏於上告聲明中主張具有管理羅有兒財產

的權利，在大理院看來，即係主張親權。不過，由於羅許氏在第三審主張親權，

乃變更訴之聲明的範圍，依法不能受理，故大理院對此主張並未進行實質的審理。 

除三年上字第三○六號判例外，另如三年上字第六一六號判例要旨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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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又七年上字第九一九號判例，就幼子承繼的家產應如何處置的問題亦謂： 

                                                 
95 參閱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168。 
96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201-204。 
97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39。（判例全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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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按現行法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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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上述三則判例，皆明確肯認行親權人對於未成年子女的財產，擁有管理之權。  

此外，三年上字第六六九號判例要旨謂： 

凡父亡，遺產由親子或嗣子承受，子未成年者由其母管理，並

代為必要之處分。99 

此判例要旨指出，行親權人對於未成年子女的財產，除擁有管理權外，並且擁有

代理處分之權。 

在此必須進一步說明的是，筆者歸納大理院的判解後發現，大理院所謂行親

權人得管理及代為處分的子女財產，其範圍包括「家產」以及「特有財產」兩種

型態。分類如下表： 

 

 

 

 

 

 

 

家產即家財，相對於特有財產時，亦稱作公產，指的是父、祖留給子孫的財

產。在《大清律例》中，家產一直被視為家人共同享有其分的財物，由尊長統籌，

子孫卑幼不得過問。至所謂「共有其分」，指的是共同享有特定的生活資源，而

非所有權共有的意思。100但是，大理院在判解的論述中，引進了近代歐陸所有權

                                                 
98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63。 
99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52。（判例全文缺） 
100 詳參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 

子女財產 

家產 

特有財產 
（以自己名義所得之財產） 

父祖遺留給男性子孫的財產 

特有財產經同意歸入家產者 

勞力所得 
贈與所得 
養子、女婿、親女酌分家產之所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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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念說明家產的性質，轉認為家產係家中男性所擁有的財產。亦即，父、祖在

家者，家產屬於父、祖所有；若父、祖將家產分給子孫，或父、祖死後由子孫繼

承家產，則子孫成為家產的所有人。101 

不過，父祖死亡後，財產雖為其子孫（親子孫或嗣子孫）繼承所有，但此一

所有權的狀態，事實上潛藏著變動的可能性。大理院認為：前清現行律載：「義

男、女婿為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為依倚，不許繼子並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

酌分財產。」又載：「凡乞養異姓義子，有情願歸宗者，不許將分得財產攜回本

宗；其收養三歲以下遺棄小兒，仍依律即從其姓，不得以無子遂立為嗣，仍酌分

財產，俱不必勒令歸宗。」尋繹律義，則三歲以下被收養的遺棄小兒，以及義男、

女婿苟為所後之親喜悅者，無論所後之親或存或亡，均有分受遺產的權利。102又

依照「義男、女婿為所後之親喜悅者得酌分財產」的規定類推解釋，親女為親所

喜悅者，亦得酌分財產。103 

十四年上字第三四四七號判例，即是涉及上述原則的典型案例。在該號判例

中，常頌椿為常張氏的嗣子，業已成年。常張氏將頌椿所承繼財產糧田六十四畝，

                                                 
101 江蘇高等審判廳曾經轉呈上海地方審判廳的函文詢問大理院，若父子同居共財，子欠外債，

能否執行祖遺財產（即家產）以清償債務？在函文中，上海地方審判廳提出甲、乙兩說，甲

說主張，祖遺財產為父所有之財，故不能要求父代還子債；乙說則主張，父處家長之地位，

僅為祖遺財產之代表，而非一家之財產悉為父之所有，子既為祖遺財產所有者之一分子，則

對於其應得之財產持分，當然可以執行。對此疑問，大理院於五年統字第四八四號解釋例中

答覆，認為以甲說為是。另外，十一年上字第三○九號判例中，大理院認為，兄弟（父母已

亡）其中一人以自己名義對外負有債務，按民事條理，得就共有家產內該個人之應有部分供

債務之清償。由此二例論斷，大理院似乎認為，父親在世時，家產的所有權係完全屬於父親，

其子並無所有權，故債權人不能要求以父親的財產清償子積欠的債務；當父親死亡以後，家

產由兄弟繼承，而家產所有權的狀態為兄弟共同所有，故債權人對於兄弟中負欠債務者，得

就其繼承家產之應有部分請求清償。又例如八年上字第一四八號判例中內載：「本家財產本非

卑幼所有，若不得尊長同意私擅處分，其處分行為乃無權行為，依法不生效力。……該地係

被上告人之業，其子蕭逢春自不得私擅處分。」就本號案例的論述來看，大理院似肯定蕭逢

春所擅自處分的家產，性質上為其父蕭振綱所有之財產。以上解釋例與判例內容，參閱郭衛

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271-272；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

第 8 冊，頁 551-553、573-575。 
102 見三年上字第三○四號、七年上字第六一一號判例。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

彙編（點校本）》，第 11 冊，頁 317、392。 
103 見三年六六九號、五年上字第一二○九號判例。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

（點校本）》，第 9 冊，頁 648-651；第 11 冊，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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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十畝給予其親女作為奩田，引發爭訟，迭經審判。後常頌椿不服高等審判廳

的判決，於是上訴至大理院。104常頌椿的上訴論旨主張：承繼財產以承繼人為權

利主體，久為法律所公認，故歷來解釋例與判例認定嗣母有管理權，並無自由處

分權，倘若嗣子已經成年，則即使有特別情形須由嗣母代為處分者，亦必於處分

前後得成年嗣子之同意或追認始為有效。此蓋所以防止濫行處分遺產，害及嗣子

生計，並影響於祖宗祭祀故也。且關於親女為所後之親喜悅者，歷年判例意旨皆

曰「得酌給」，不曰「必酌給」，可知此酌給是相對的，而非絕對，其法律目的在

於預留取得嗣子同意的條件。故二審原判謂常張氏無須得嗣子同意，可自由處分

遺產，分給親女糧田，非但妨害嗣子所有權，亦與大理院的判例、解釋相牴觸。 

對於常頌椿的上訴論旨，大理院駁斥謂：親女為親所喜悅者，其母於父故之

後，得以遺產酌量給與，但須較少於應分人數均分之額。常張氏因親女素為其所

喜悅，乃於遺產田地六十四畝內酌給三十畝，於法並無不合。至於歷來判例所謂

處分時必得嗣子同意或處分後得嗣子追認者，係指嗣母於特別情形代嗣子處分財

產而言。若對於喜悅之親女酌給財產，則為其母在法律上應有之權利，苟其酌給

的數額並未軼出法定範圍，即無庸取得嗣子的同意或追認。且其酌給財產的時

期，亦無一定限制，在嗣子已經入繼或親女出嫁以後，均得為之。105 

由此可見，大理院雖然傾向以所有權的概念理解家產的性質，但是，當時明

文有效的《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卻是傳統禮教與家族制度下的產品，其中展

現的規範精神，與近代歐陸的所有權概念有不少差異與扞格。例如，純粹從所有

權的法理出發，具有行為能力的成年人本應對其所有物享有充分的權能，且唯有

所有權人本身有權利透過民事法律關係，將所有權有效地移轉給他人。可是，在

承繼家產的子成年後具有完全行為能力的情況下，根據《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

的規定，其處分家產的權能必須受到在世母親意志的限制。而且，不具所有權的

母親，尚得全然不考量身為所有權人的子之意願，將部分家產分送給義男、女婿

                                                 
104 觀察大理院的判例內容，其在民國十一年以前，對於不服二審而到院的訴訟，稱作上告，至

於訴訟當事人則稱上告人、被上告人、附帶上告人、附帶被上告人等；不過，民國十一年以

後，原上告二字改稱上訴，訴訟當事人亦改稱為上訴人、被上訴人、附帶上訴人、附帶被上

訴人等。 
105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1 冊，頁 41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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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親女等人。由於不能徹底擺脫傳統禮法原則的影響，使得家產上的所有權，成

為存在相當程度限制的「不完全所有權」，而這是以西方法律概念詮釋傳統中國

特有制度時，不得不加以面對的難題。 

相較於家產，特有財產的性質就顯得單純許多。所謂特有財產，有時對比於

家產，又稱為私財、私產，乃是以自己的名義所得的財產，例如因勞力所獲得的

收入、因贈與得到的財物等是。106依照三年上字第五六七號判例，前述養子、親

女、女婿等人之酌分財產即受贈與之物，故亦屬於特有財產。107大理院認為，特

有財產除經當事人同意外，不得歸入家產計算。108 

不過，在民國初年的社會中，子女未成年而能夠擁有特有財產的情形，實際

上應該較為罕見，故大理院有關未成年子女財產管理及代理處分權的判例，大多

                                                 
106 在三年上字第一一四○號判例中，張德勝去世後，其手足張德明將德勝屋內遺留的衣飾皮箱

搬至其母張杜氏室中，導致與張德勝的妻子張朱氏涉訟。在上告審中，上告人張德明主張，

衣飾皮箱屬於公共家產。被上告人張德勝的妻子張朱氏則主張，上告人故翁死時，家中並無

積蓄，除被奪的衣飾箱件之外，尚有卞莊子田地及德和順牛肉鋪的生意，皆係張德勝勤勞所

得，為張德勝個人的財產。對於雙方的爭執，大理院則表示，現行律例雖規定祖父母、父母

在子孫不能分析家產，然無禁止子孫不得蓄有私財之明文。故子孫以自己勞力所得之財產，

未經提作公有者，即不能作為一家之公產。至子孫亡故又無子嗣，其所遺之私有財產，自應

依「婦人無子守志合承夫分之條」類推適用，由其妻承受。經查證，係爭之產為張德勝自置

之產，與公共財產無涉，自應由張朱氏保管。至於卞莊子田地及德和順牛肉鋪生意的財產性

質，事實審法院應查核契據、賬簿等證據，若係張德勝以自己名義所置，則屬於張德勝個人

的私產。此外，在十一年上字第三○六判例中，上告人董振廣、董振泰與其弟被上告人董振

家因分家析產涉訟，振廣、振泰主張，振家應將其入縣當差所得提出歸公分析。對此，大理

院認為，分家前以自己名義所得之財產，自為特有財產，當事人自己勞力之所得，未允提作

公有者，自不能指為公產而強其分析。本案上告人既無方法可以証明被上告人的財產非其自

己勞力之所得，則不能請求將之併入公產分析。又十四年上字第三四四七號判例中，大裡院

表示，上訴人常頌椿在原審供稱常張氏（嗣母）折金田四畝是先祖考、先祖妣給其作首飾的

等語，是常張氏於其翁姑存在時該田即為特有財產，得以自由處分。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

院判例全文彙編》，第 11 冊，頁 334-338、418-424、542-544。 
107 三年上字第五六七號判例謂：「酌給財產原屬贈與行為，並非承繼，依現行法例，受贈人對於

贈與人有忘惠行為者，贈與人得廢止其贈與。本案上告人（唐玉山的養子）既毆打唐玉山之

親生子致使成傷，其為忘惠已無可辭，原審依唐玉山之請求，判令返還所給財產之一部，於

法亦無不合。」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34。 
108 五年上字第四七五號判例要旨謂：「特有財產之制，本為法律所不禁，凡家屬以自己名義所得

之財產，即為特有財產，除經當事人同意外，不得歸入公產一併均分。」參閱郭衛編輯，《大

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09。另參閱上註 106 所引述十一年上字第三○六判例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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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於母親管理、代理處分未成年兒子承繼家產的案件。109  

有關家產管理及代理處分權的判解，除前文所舉三年上字第六六九號、七年

上字第九一九號判例外，另如三年上字第七一六號判例要旨亦曾表示： 

承繼財產應歸繼子承受，繼子未成年，繼母尚得代為管理處分；繼子已

成年，則繼母自無處分之權。110 

此外，在四年上字第一七一○號判例中，上告人溫羅氏與其子被上告人溫世

德因家產的管理、收益涉訟，溫羅氏上告的其中一項意旨略謂：上告人夫溫祝三

已死，而上告人尚存，所有夫之遺產當然屬上告人所有，即應由上告人管理。被

上告人雖為繼承人，但因上告人仍然生存，故其繼承實際上並未開始，當然不能

畀以管理家產之權。然而，對於溫羅氏的主張，大理院則是駁斥道： 

本院按現行律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

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等語，是父亡而有子者，遺產即應歸

子繼承。如子尚未成年，其繼產應由母代為管理；若子已成年，

則除其子自願以繼產之全部或一部聽由其母管理，或有其他法

律上理由外，管理繼產之權固在子而不在母。惟依律文「卑幼

不得私擅用財」之規定，其子非得母之許可，仍不得處分繼產，

此現行法上至當之解釋，迭經本院判例採行者也。111 

                                                 
109 在大理院的判例中，對於父死後遺產的分配有幾種情形：一、由繼承宗祧的兒子或嗣子所繼

承，而大理院對此大多稱為「承繼」，有時亦稱作「承受」。二、在存有親子、嗣子繼承遺產

的情況下，若義男、女婿及親女為所後之親喜悅者，亦得酌分遺產。此酌分遺產，大理院一

律稱為「承受」，不名「承繼」。三、父亡無子，若生前既未立繼，死後又無同宗應繼之人，

則其遺產依《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之「卑幼私擅用財」條例，由親女承受。關於遺產「承

受」的詳細討論，參閱盧靜儀，《民初立嗣問題的法律與裁判》，頁 106-113。 
110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89。（判例全文缺） 
111 本號判例內容，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1 冊，頁 446-450。

關於守志之婦並非夫遺產承繼人的見解，大理院一再闡明，除本判例所引之論述外，另再引

兩案為證：在四年上字第五六七號判例中，上告人武蕭氏上告意旨略稱：律載：「婦人夫亡無

子守志者，合承夫分。」等語，現上告人夫亡無子，則亡夫武逢堯應分之產，自應以上告人

為繼承人，而原判乃謂該項財產係屬將來相續人應繼之分，由此而論，是亡夫應分之財產現

已無所有人，按諸法理，豈得謂當？大理院則闡明道：所謂「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



民國初年親權法制的開展——   以大理院的司法實踐為中心 

 130

關於父死遺留財產（即家產）的歸屬，或許出於對法律的誤解，因此在判例

中，不時可以見到母親主張自己為遺產所有人的情形。然根據上述的判例見解可

知，大理院認為：父親死後，其遺留的家產由子繼承。在子未成年以前，雖對繼

承的家產擁有所有權，但母親居於行親權人的地位，為保護子之利益，代子行使

家產之管理與處分權。子成年後，母親對其子基於親權所發生的家產管理與代理

處分權皆歸於消滅。在此情形下，按照親權制度的法理，子原本對於家產應有完

全的管理與處分權能。但是，依《現行律民事有效部分》「卑幼私擅用財」條的

規定，同居卑幼不經尊長同意，不得擅自使用家產。律文中所謂「使用」，意即

處分行為。根據這條有效的法律，子對於家產雖取得完全的管理權能，然在處分

權方面，成年之子如果尚與母親同居，其對家產行使處分權時仍然受到限制，若

未得到母親的許可，母親得請求撤銷其處分。112不過，此時母親對於其子處分家

產的同意權，並非出自於親權，而是傳統法上「家政統於尊長」原則的展現。 

事實上，「家政統於尊長」的原則不但適用於成年之子處分家產的情況，也

限制著親權人對於未成年子家產的處分及重大管理行為之行使。六年上字第一二

三三號判例要旨即謂： 
                                                                                                                                            

分。」尋繹律意，不過謂無子守志的婦人於立繼以前，得代應繼之人承受其夫應分之財產而

管理之，並非即認為守志的婦人為繼承人。另在四年上字七二六號判例中，大理院也明確地

指出：現行律所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等語，其意思為無子守志之婦人，

於擇立繼嗣之前，得代應繼之人分受其夫應分的財產而管理之，但不能即為該財產之繼承人，

而主張所有。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1 冊，頁 355-356、

568。 
112 同樣的見解，在十年上字第一六一一號判例全文中亦曾出現，該判例內載：「父亡母存，家產

雖已入於成年之子自己管理中，而有擅自處分行為，茍非其母之同意或追認，亦得請求撤銷。」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 冊，頁 131。與此不同者，成

年之子只要具備行為能力，對於其特有財產，則具有完全自由的處分權利。如四年上字第一

四五九號判例要旨謂：「現行律載：『凡同居卑幼，不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處罰。』等

語。是卑幼私擅用本家財物，固為法所不許。惟細繹律意，此項規定本所以維持家庭共同生

活之關係，故其所禁止者，本係指卑幼與外人之處分行為，足使家產外溢者而言。若家屬中

之一人，以自己私有之產讓與他人者，其所處分既非家產，即不在應禁之列。」又十四年統

字第一九一一號解釋例謂：「凡成年之人即有完全行為能力，得獨立以法律行為，負擔義務，

除商人通例，關於商人能力別有規定外，在繼續有效之現行律尚有卑幼不得私擅用本家財物

一條，但此條規定原以家財與私財有別，家財非經同居尊長同意，不得私擅處分，至於卑幼

自有私財，則該卑幼有完全之自由，不受何種限制。」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

頁 208；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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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繼承人尚未成年者，由其守志之母代為管理，如母亡而祖

母尚存者，則由祖母代為管理。若母與祖母俱存者，除有法律

上之特別理由（如其母自願將管理權歸其祖母行使，或管理權

向來即屬於其祖母等情）外，管理權仍當屬於其母，而不屬於

祖母。不過，其母管理財產，除日常生活必要外，為處分之行

為須得其祖母之許可，且於重大之管理行為並應稟承其祖母之

命而已。113 

亦即，未成年子所承繼的財產固應由行親權的母親代為管理處分，但假使未成年

子的祖母仍在，則行親權母的重大管理行為和處分行為，在日常生活必要範圍以

外者，尚應得到該祖母的許可。 

如上所述，行親權人對於未成年子承繼的家產雖具有管理與處分權，然在有

同居尊長的情形，其重大管理行為及處分行為，亦須受到「家政統於尊長」原則

的限制。換言之，行親權人僅就家產之一般管理權得自由行使。然則，何謂一般

管理？何謂重大管理？又何謂處分？三者之間應該如何加以區分？關於前兩項

問題，大理院判解中並未劃分明確的標準，管理究屬「一般」或者「重大」，似

乎有待個案中具體認定。惟對於管理和處分的差別，四年上字第四八一號判例要

旨作出說明謂： 

夫亡婦人有子（嫡子庶子），或無子立嗣（嗣子）者，所有應繼

財產當然由子繼承，若繼承人尚未成年，則母應代為管理其繼

承財產，且於日常生活有必要情形時，並得代為處分，此現行

法上至當之解釋，屢經本院採為判例者也。至於管理與處分財

產，二者原有一定界說，凡以物或權利之保全利用或改良為目

的之行為，而不變其物或權利之性質者為管理，此外凡足以生

                                                 
113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1。（判例全文缺）另外，四年上字第七一五號判

例亦曾論及此一意旨，該判例全文內載：「上告人之夫朱慶孫死後，遺有未成年之孫儒南，並

守志之媳朱李氏（即儒南之母）。按照現行法例，所有朱慶孫遺產，應由朱儒南繼承，而朱李

氏代為管理，關於重大之管理行為，則須秉承上告人之命。」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

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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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喪失之行為為處分。母對於未成年子所繼財產，當然有管

理之權利及義務，若為處分行為，則以日常生活有必要時為限，

不許擅濫。114 

由於管理權的行使，是以未成年子所承繼的物或權利之保全、利用或改良為

目的，尚不致輕易損及未成年子的利益，因此毋須加諸特別的限制。然處分權的

作用，卻足以造成未成年子既有權利的喪失，應當有所制約，故大理院乃認為其

行使須以日常生活有必要時為限。又根據五年上字第八三三號判例要旨，所謂的

處分，指物權法律行為而言，不包括債權之法律行為。115行親權人於日常生活必

要情形以外，若擅行處分財產，則未成年子本人或利害關係人得向審判衙門請求

救濟。116至於所謂日常生活上有必要的情形，例如應酬、納糧、修堰整屋、訴訟、

醫療、為亡夫齋荐，117以及醫療、置買棺木預備後事、118置辦嫁女粧奩、清理遺

產等，119大理院認為出於這些事由而支出費用或處分財產，當然為法律所認許。 

以「日常生活有無必要」此項標準作為行使親權是否合宜的考量，乃是從保

護未成年子利益的立場出發。相對於此，行親權人對未成年子家產的處分與重大

管理行為，須經同居尊長同意的規範，則是傳統法制中「家政統於尊長」原則在

民國法制上遺存的影響。其主要的目的，在於避免家產的任意流失，故帶有濃厚

的傳統家族主義色彩。因此之故，若行親權人所管理處分的財產並非家產，而是

子女的特有財產，則不另外受到同居尊長的限制。 

                                                 
114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39。 
115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09。（判例全文缺） 
116 四年上字第四八一號判例、四年上字第五六四號判例。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

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28、632。 
117 十年上字第七五○號判例。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71-674。 
118 十四年上字第三四四七號判例。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1 冊，頁 418-424。 
119 六年上字第二六六號判例要旨。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95。（判例全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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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親權的喪失 

討論過親權的主體和親權的內容後，接下來，擬進一步分析親權喪失的問

題。按親權乃父母的自然權利義務，其法律關係除因親權主體死亡或服親權子女

成年（懲戒權除外）而當然歸於消滅外，不可輕易剝奪。惟十九世紀末以後的各

國立法例，為貫徹親權保護子女利益的目的，或出於特殊考量，乃設有親權喪失

的規定。歸納大理院判解中的法律意見，民國初年法律上發生親權喪失的情形，

略有以下數端：（一）子（女）出繼或出養；（二）母親再嫁；（三）行親權人管

理子女財產失當或品行不檢；（四）父以意思表示排除母的家產管理權。茲分述

如下： 

第一項  子（女）出繼或出養 

在大理院的判解中，過繼他人承繼宗祧的嗣子，以及脫離本宗為人撫育的養

子女，其與嗣父母、養父母之間，發生親權的法律關係。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本

生父母對於出繼、出養的子女則同時喪失其親權。 

關於子出嗣為人嗣子後的親權歸屬，大理院六年上字第八一七號判例要旨明

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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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亦即，子出繼為人嗣子以後，其親權僅得由嗣父母行使，而本生父母對於其子喪

失親權。 

在十年上字第七五○號判例中，121阮劉氏生有四子，長子全美、次子全善、

                                                 
120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0。（判例全文缺） 
121 本號判例全文，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7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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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全道、四子全義。嗣阮劉氏分析家產，因全義已經亡故，遂由全道幼子本書

出繼為全義之嗣子，由全義之妻阮賀氏任其親權人以為監護。其後，阮賀氏不顧

阮劉氏和阮全道的反對，將本書承繼的田產出賣，兩方因此對簿公堂。全案爭訟

至二審時，湖北高等審判廳認為，阮賀氏處分本書繼承的家產時，未得其姑阮劉

氏與本書生父阮全道的同意，因此判決阮賀氏的處分行為不能有效。阮賀氏對二

審判決結果不服，遂上告於大理院。 

 

 

 

 

 

 

 

 

 

 

 

 

案經審理後，大理院謂： 

守志之婦管理未成年子之財產，如祖母尚存者，於日常生活必

要外，為處分行為時固應得其祖母之許可。若為必要之處分，

即未得許可，亦不可概認為無效。其繼子之生父除於其子之繼

母有品行不檢，並管理其子之財產顯有失當時，得以利害關係

人之資格請求審判衙門設定監護人外，究非當然對於其子之繼

母處分財產有許可之權。原判謂上告人阮賀氏賣田須得本書生

父阮全道之同意，方能有效，見解亦有未當。 

詳言之，大理院認為：阮賀氏為阮本書的嗣母，本得以親權人的身分對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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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財產處分權。然依歷來判例的見解，當未成年子的祖母尚在，親權人處分未

成年子承繼的家產或有重大管理行為時，如果是日常生活所必要者，則有完全的

權限；若逾越了日常生活必要的範圍，則必須獲得該祖母的同意，否則祖母得對

特定法律行為行使撤銷權。122就此點而言，原審法院並未調查阮賀氏的處分行為

是否為日常生活所必須，即逕自作成處分行為不能有效之裁判，實屬輕率。 

至於嗣子本生父阮全道在本案中的法律地位，大理院認為：子一旦出繼為人

嗣子，其親權人即為嗣父母，本生父母的親權因此喪失。故阮全道僅在本書嗣母

阮賀氏有品行不檢，或管理本書之財產顯有失當時，能以利害關係人的資格，請

求審判衙門另外設定本書的監護人以為保護。但其對於本書的財產，並無任何權

利得為主張。 

另有關子女出養後本生父母是否仍具親權的問題，在大理院的判解中未見直

接而明確的宣示，不過十四年第一七八七號判例要旨曾謂： 

養親依乞養關係，對於所乞養之子女固應有監護及主婚之權。

惟此種權利應專屬於養親個人之身分。123 

要旨明言養子女之監護專屬於養父母，應可肯定子女出養後，其本生父母之親權

即告喪失。又從大理院有關親權的判解來看，凡涉及對養子女行使親權的案例，

則再無由本生父母行使親權的情形，故上述的論斷益加可信。 

細繹大理院使出繼、出養子（女）的本生父母喪失親權之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在子出繼為人嗣子的情形，依照服制，嗣子為嗣父母服斬衰三年喪，此乃

認為嗣子基於承宗，與嗣父母的關係同於親父母。而子出嗣後對於本生父母，服

制上反退居伯叔之列，只服齊衰不杖期之喪。故以服制輕重而論，親權由服制較

重之嗣父母所有，而降服的本生父母則喪失其親權。124其二，從親權制度的目的

來看，親權乃為保護子女的利益而存在，惟對於子女人身和財產的監督保護，往

                                                 
122 參閱本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點的相關討論。 
123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6。 
124 參閱《大清民律草案‧親屬法》第六十一條立法理由，載修訂法律館編輯，《法律草案彙編》，

親屬法草案，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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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在父母子女共同生活的條件下才能確實達成。考量社會通常情形，子女出繼、

出養後，大多離開本生父母身邊，轉與嗣父母、養父母共同生活，故使本生父母

仍然擁有親權，非但對於子女利益的保護難生實際效果，尚可能嚴重干擾出繼、

出養子女在嗣父母及養親家中的正常生活，對子女的利益反而造成妨害。 

第二項  母親再嫁 

晚清時期編訂的「親屬法草案初稿」和《大清民律草案‧親屬編》內，皆設

有行親權母再嫁後不得行使親權的規定。其立法的理由認為，再嫁之母必有後

夫，有後夫則於保護其子女的心思多不能專精周摯。為周全地保護子女的利益，

故法律使再嫁的母親不再擁有對子女身體與財產護養管理的權利。125此項原則，

在大理院的判解中亦獲得承認。統字第三七二號解釋例謂： 

按婦人夫亡有子，為養子招夫者，如係得夫親同意，對於夫家，

雖因再醮而斷絕關係，而對於其子，仍可認為夫親所設定之監

護人，自有代理其子管理財產之權，如無子而招夫者，關於前

夫家之財產，自應由夫家作主，該婦人自不能再行干涉。126 

在一般情形下，婦人夫亡有子，其夫遺留財產由子繼承，子未成年時，婦人

得基於親權人地位對子的財產行使管理權。然而，依大理院的見解，若此婦人招

夫再婚，未得到原夫家親屬的同意，則對於子的財產不能再行干涉。即使婦人招

夫再婚時，曾獲得原夫家親屬的同意，但是對於其子，也只能認為是「夫親所設

定之監護人」，而非本於母親身分當然為子的行親權人。可見行親權的母親一旦

再嫁，對於子女的親權即因此喪失。 

                                                 
125 「親屬法草案初稿」第七十八條：「行親權之母於再嫁時其親權消滅。」《大清民律草案‧親

屬編》第六十二條：「行親權之母於再嫁後，不得行其親權。」參閱《大清國親屬法草案理由

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典藏），第四冊，頁 22-23；修訂法律館編輯，《法律草

案彙編》，親屬法草案，頁 37。 
126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225。此外，八年上字第九五七號判例要旨、九年

上字第五七二號判例要旨的內容亦大致相同。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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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結論，或許尚需經過間接的推論而得出，然統字第一七二九號解釋例

則直接明確地表達了相同的意旨。該解釋例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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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本號解釋例認為，行親權的養母，因再嫁而喪失親權。不過，解釋例另外指

出，若養子女為養母個人私抱乞養者，則養母雖然再嫁，其對於養子女的親權仍

然不受影響。前後兩種情形之效果所以不同，關鍵在於該養子女究係養父母共同

的子女，或者僅為養母個人乞養之子女。深究其中的精神，則可知所謂行親權之

母因再嫁而喪失親權，更精確地說，行親權之母因再嫁而喪失者，乃是對於夫子

女的親權。若子女為行親權之母個人所有，則其親權不因再婚而受到任何影響。

由此看來，行親權之母因再嫁而喪失親權的理由，除了考量子女的利益可能受到

影響外，在相當程度上，其實還受到傳統宗法制度的影響。蓋在宗法制度下，母

子關係是以父為權衡，母之所以為母，是因為其身為父之妻。128故母一旦再嫁，

子對母的喪服即由斬衰三年降服為齊衰杖期。相反地，倘使父親再娶，其與子女

的服制關係並不因此發生變動，對於子女的親權亦不受絲毫的影響。從宗法制度

的角度出發，再嫁母喪失對於子女的親權，乃是可以理解的現象。  

第三項  行親權人管理子女人身、財產失當或品行不檢 

本文討論晚清親屬法草案的編訂時曾經指出，「親屬法草案初稿」為了貫徹

子女利益之保護，設有父母因濫用親權而喪失其親權的規定。然在《大清民律草

案‧親屬編》制訂時，囿於傳統禮法上「天下無不是的父母」的觀念，乃將相關

的規定一概刪除。及至民國初年，大理院突破了傳統禮教觀念的枷鎖，為確實維

護子女的利益，一方面認為：行親權人為嫡母、繼母時，準用「監護人」的法理，

                                                 
127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解釋例全文》，頁 998。 
128 參閱陶希聖，《婚姻與家族》（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年 8 月），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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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監護人之監督人，以在事前防範其濫行親權；另一方面又表明：行親權的父

母管理子女的人身、財產失當或品行不檢時，審判衙門得宣告其親權喪失。 

有關行親權人為嫡母、繼母時的限制，本章第一節「親權的主體」處業已說

明。而關於親權之喪失，三年上字第六一六號判例要旨首先宣示： 

未成年子之父若母，因品行不檢或管理失當危及其子之財產

者，其祖父母無論同居與否，自可向審判衙門請求宣告喪失其

管理權，而另設監護人。129 

又六年上字第四六○號判例要旨謂： 

父母為其子管理財產，雖得擅行，然若因品行不檢或管理失當

危及其子之財產者，應許其向審判衙門請求宣告喪失其管理

權。130 

十年上字第七五○號判例要旨亦謂： 

繼子之本生父，除於其子之繼母有品行不檢，並管理其子之財

產顯有失當時，以利害關係人之資格請求審判衙門設定監護人

外，對於其子之繼母處分財產未便過事干涉。131 

上述三則判例要旨皆涉及財產管理權的喪失。依判例要旨的內容，大理院認

為：行親權的父母因品行不檢或管理失當危及子女財產時，服親權子女的祖父母

及利害關係人，得向審判衙門請求宣告該父母喪失親權內容中的財產管理權，並

就此部分的親權另外設置監護人。換言之，行親權的父母喪失子女財產管理權的

原因有二：一是實際上管理子女的財產失當，已直接危害到子女財產的利益；其

次是行親權父母個人的品行不端正，將來極有可能發生管理財產失當的情形。 

至於所謂「管理子女財產失當」的意涵，十年上字第四四九號判例的見解頗

具參考的價值。在該案中，已故的李樹仁與上告人李趙氏為夫妻關係，生有一子

                                                 
129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39。（判例全文缺） 
130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0。（判例全文缺） 
131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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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青文，復與其妾被上告人李郝氏生子李鋼頭，另與已故之別妾生子李鐵頭。而

本案的爭執在於，年幼的李鐵頭繼承分得的財產應該歸誰管理。 

 

 

 

 

 

 

 

 

 

按照大理院一貫的法律見解，李樹仁死亡後，上告人李趙氏因係鐵頭的嫡

母，本應居於親權人的地位，得對鐵頭行使財產管理權，而被上告人李郝氏乃鐵

頭的庶母，並不能對鐵頭行使親權。惟根據本案的事實描述，李趙氏之子李青文

分得應繼的家產田地後，浪費不知節制，短短數年即將財產處分過半，李趙氏雖

與李青文同居，卻聽任其蕩產而不加干涉。大理院認為：由李趙氏放縱李青文的

蕩產行為觀之，其對於財產的管理殊難謂為適當。進而指出：「妾生之子於父亡

後，其應承遺產固應以嫡母管理為原則，惟嫡母若不適於管理，則審判衙門為保

護該子之利益計，自得為之另行指定管理人。」因李鐵頭向來隨被上告人李郝氏

同居共度，而樹仁遺留給鐵頭、鋼頭的田產又尚未分析清楚，且實際上統歸李郝

氏經營管理。故大理院審理認為，原審認定李鐵頭的財產由李郝氏管理為便，並

指定其為之管理，尚無不合。132 

根據本號判例，行親權人管理服親權子女的財產失當時，審判衙門固然得依

利害關係人的請求，宣告其財產管理權喪失。但行親權人即使管理其它財產不當

時，也可能被認為不適合管理財產，而被法院宣告喪失財產管理權。 

除此之外，行親權人因為一定的事實，也有可能喪失子女人身方面的親權。

                                                 
132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9 冊，頁 66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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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上字第一一八六號判例，即涉及親權喪失之宣告。在該案中，已故的范名榮

與原配范汪氏生有銅壽、銀壽二女，汪氏死後，范名榮繼娶范雷氏為妻。光緒三

十三年，名榮入贅李氏，133生子崇麟，襁負回家，交由其女銀壽乳養。名榮故後，

范雷氏以繼母身分持家，並管理崇麟繼承的家產，然因不善治家，復與他人有相

姦嫌疑，以致和銀壽等人釀成訴訟。二審時，江西高等審判廳以范雷氏平日行止

不檢及管理崇麟財產失當，判決崇麟仍歸銀壽撫養，另外並設定族人范高隸為崇

麟的監護人，代管崇麟的財產。對此判決結果，范雷氏不服，因此上訴至大理院。 

 

 

 

 

 

 

 

 

 

釐清上述的事實後，大理院於判決理由內表示： 

監護人之設定，本不必限於未成年人父母俱亡之後。故為人母

者如果有品行不檢，並管理其子之財產顯有失當時，審判衙門

當然得為之設定監護人，俾其就未成年人之身體、財產任保衛

之責任。 

亦即，范雷氏基於繼母的身分，原本是范崇麟的行親權人，但因其涉及犯姦，品

行不檢，又管理崇麟的財產失當，無法善盡保護教養崇麟的責任，大理院乃使之

同時喪失人身及財產兩方面的親權。134由本案結果可知，行親權人品行不檢時，

法院考量具體情形後，既可能如三年上字第六一六號等判例般，宣告其喪失財產

                                                 
133 依判決理由的敘述，范名榮入贅李氏時，與繼室范雷氏已有婚姻之關係，其入贅行為是否合

法，頗堪玩味，可惜大理院在本案中並未就此事略作申述。 
134 參閱黃源盛纂輯，《大理院民事判例全文彙編（點校本）》，第 10 冊，頁 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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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權，亦得如本案的處理方式，使之喪失人身方面的親權。 

又八年上字第六八二號判例要旨曾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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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間接推敲其意旨，是認為行親權人除品行不檢外，若管理子女人身失當，亦可

能被宣告喪失親權。不過，此種訴訟實際上似乎罕見發生，因此在大理院的判例

中亦未曾發現。 

第四項  父以意思表示排除母親的家產管理權 

親權喪失的原因，除了前述三項以外，關於家產的管理權，尚有一項特別的

處理原則。按六年上字第一四一七號判例要旨謂： 

守志婦對於其未成年子所承受之遺產，固有管理之權，但其夫

若已有特別意思表示，將遺產管理權授與他人者，亦為法所不

禁。該守志之婦即不能反乎其夫之意思，而本於身分關係仍為

管理權存在之主張。136 

依此判例要旨，行親權的母親對於未成年子所繼承家產的管理權，得由父親

在生前以意思表示排除之。又本號判例另一要旨謂： 

本院歷來判例所謂遺產管理應屬於守志之婦者，無非指被承繼

人未有特別意思表示時而言。若有合法成立之遺囑存在，則為

尊重被承繼人之意思起見，其遺產之管理權，自不得不歸之遺

囑指定之人，而其指定之管理人縱係居於妾之地位，亦不發生

違法問題，斷難僅以妻之身分否認該遺囑為有效。137 

可見得，以父親的意思排除行親權母親的家產管理權，純粹是基於尊重父親的個

人意志。是以，對於子女親權的行使，在一般情形下理所當然地歸屬於父親，僅

                                                 
135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05。 
136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41。（判例全文缺） 
137 參閱郭衛編輯，《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295。（判例全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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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親死亡以後，才有由母親行使親權的餘地，不過父親的個人意志，仍可在其

死後被持續地貫徹，進而限制母親行使親權的範圍。 

 

上述四項親權喪失的原因中，子女出繼或出養、行親權母再嫁，以及父以意

思表示排除母對其子的家產管理權等項，是基於特定事實而使親權當然喪失。至

於行親權人管理子女財產失當或品行不檢而喪失親權的情形，則須由利害關係人

請求審判衙門宣告行親權人的一部親權或全部親權喪失。惟此處之「親權喪失」，

究竟指行親權人之親權暫時停止，或是永久性的喪失？在父以意思排除行親權母

之家產管理權的情況，似可認為應探究父的真正意思。在子之出繼、出養的情形，

理論上本生父母在子之出繼、出養關係終止後，其親權應當自然回復。然在行親

權母再嫁的情形，若再嫁母嗣後離婚，是否得回復其行使親權的資格？又在行親

權人管理子女財產失當或品行不檢的情形，假使行親權人日後革新品行或能履行

良好的管理方式，其能否申請撤銷喪失親權的宣告？對於此等問題，囿於判解中

提供的線索不足，故暫時無法回答。 

 

綜合本章各節的討論可知，在大理院透過判解隱隱建構出的親權體系中，已

經清楚地宣示親權制度以保護子女利益為目的之精神，同時確認親權不但是行親

權父母的權利，同時也是一項不得任意拋棄的義務。 

在親權的法律關係中，親權的主體包括有：本生父母與子女、嫡母與庶子、

繼母與夫前妻所生子女、慈母與所撫育子女、嗣父母與嗣子、養父母與養子女。

而行使親權的原則，在一般情形下，親權行使的順序乃父優先於母、嫡母優先於

生母；當父母離異，親權的歸屬方式係有協議或委令時，依其協議、委令，無協

議、委令時，則由父行使之。 

至於親權的內容，在子女人身方面，計有教養權、懲戒權、住所指定權；在

子女財產方面，有子女法律行為的代理權與同意權，以及子女財產的管理權。關

於服親權子女的範圍，在人身方面的親權中，懲戒權對成年子女亦得行使，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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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及住所指定權則不明確，不過案例事實中的子女皆為未成年人。在財產方面的

親權，則只能針對未成年子女行使。 

此外，為了貫徹親權制度保護子女利益的精神，大理院設計了行使親權的監

督機制，使非親生母親的嫡母、繼母為行親權人時，應準用監護人的法理，為子

女選定行親權人的監督人，並得依利害關係人的請求，為服親權子女訂定具體的

監督保護方法；同時，也設有親權喪失的規定，在子女出繼或出養、行親權母再

嫁、行親權人管理子女人身財產失當或品行不檢等情形，使行親權人喪失其親

權。不過，大理院也承認父親得以意思表示排除母親對於其子的家產管理權，肯

認父親的意志在遺留家產處理方式上的重要影響力。 

不過，由於上述的親權體系，並無明確的法律規定，而是透過司法實踐由案

例中逐漸建構出來的，因此可能無法完全反映大理院關於親權法體系的全部認

知。具體地說，或許仍有許多親權的內容、親權喪失的方式或親權行使的原則等，

因為並未發生實際的案例，或者爭訟未上訴至大理院等諸多原因，遂無法在判決

例和解釋例中進一步被呈現出來。然則，大理院有關親權法制的實踐，無可置疑

地，已為近代中國親子規範的發展，確立了「歐陸法化」的基本方向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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