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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民法總則 

第壹部分：重點精華整理 

第一章 法例、權利主體 

第一節 法例 

一、導讀： 

本節是民法學習的開端，雖很少直接成為申論題的命題內容，但在選擇題上之重要性仍不可

輕忽，不過整體篇幅並不多，學習的負擔上並不會太大。 

二、民事法源順序
2

：法律→習慣
3

→法理 

三、使用文字之準則： 

民法第 3條：「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

（第 1項）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第 2項）如以指印、十

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在文件上，經二人簽名證明，亦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第 3

項）」 

實務上常認為蓋章比起簽名更為慎重，但法律上兩者效力係為同一，另外，蓋指印之效力

在身分法的部分（如民法第 1191條
4

）會跟此處有所不同，並不需要再經兩人另行簽名，

且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此時會以身分法之規範為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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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參民法第 1條：「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3

 要注意的是，此處之習慣，學說上一致認為係指習慣法而言，意即必須具備「經過多年之慣行」、

「一般人對其具有法之確信」、「不違背公序良俗」、「法無明文」等要件，與單純之習慣並

不相同。 

4

 詳參民法第 1191 條：「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

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人及遺囑人同

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由公證人將其事由記明，使按指印代之。（第 1項）前項所定公

證人之職務，在無公證人之地，得由法院書記官行之，僑民在中華民國領事駐在地為遺囑時，

得由領事行之。（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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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數量之標準： 

條文規範： 

民法第 4條：「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其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時，

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文字為準。」 

民法第 5條：「關於一定之數量，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之表示者，其表示有不符合時，

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最低額為準。」 

歸納重點： 

文字數次→以最低額為主 

數字數次→以最低額為主 

文字一次、數字一次→以文字為主 

文字數字、數字數次→法無明文，但實務通常認為以「數字之最低額為準」。 

五、補充：祭祀公業 

祭祀公業條例第 3條第 1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祭祀公業：由設立人捐助財產，

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是故祭祀公業應無法人資格。 

最高法院 39年第 364號判例：「…臺灣關於祭祀公業之制度，雖有歷來不問是否具備社

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之法定要件，均得視為法人之習慣，然此種習慣自臺灣光復民法施行

後，其適用應受民法第一條規定之限制，僅就法律所未規定者有補充之效力，法人非依民

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在民法施行前，亦須具有財團及以公益為目的社團之性

質，而有獨立之財產者，始得視為法人，民法第二十五條及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六條第一項

既設有明文規定，自無適用與此相反之習慣，認其祭祀公業為法人之餘地。」 

第二節 權利主體 

一、定義：有能力負擔義務、享受權利之人，即被稱為權利主體。 

二、分類：自然人、法人 

三、自然人： 

始期：民法第 6條：「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然而針對出生之界定，

多數學說係採「獨立呼吸說」，認為自胎兒與母體分離而得以獨立呼吸開始，即為出生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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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須注意民法第 7條之特殊規範：「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

為既已出生。」，若胎兒將來非死產（即有獨立呼吸過一瞬間），則關於其利益之保護，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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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期： 

民法第 6條：「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而死亡，多數學者採「心臟

鼓動停止說」，惟若為器官移植之目的，則會例外採行腦波停止說。 

惟在當事人生死不明時，即須適用民法上之「死亡宣告」制度： 

要件： 

A. 離開住居所生死不明。 

B. 失蹤達一定法定期間→民法第 8條：「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

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第 1項）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

三年後，為死亡之宣告。（第 2項）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

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6

。（第 3項）」 

C. 經聲請之程序→上開期間經過後，利害關係人（如繼承人）及檢察官得向法院為死

亡宣告之聲請。 

D. 法院宣告→法院認為符合法定要件時，應為失蹤者之死亡宣告，另外民法第 10 條

規定：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之管理，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也請同學一併注意！ 

效力： 

A. 推定死亡（當事人可舉證推翻，民法學者多認為本人之出現即當然推翻死亡宣告，

而不須另行提起撤銷之訴，然而民事訴訟法之學者多認為當事人須另行提起撤銷死

亡宣告之訴，使得使系爭宣告失其效力，另外，依家事事件法第 163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規定：「撤銷或變更宣告死亡裁定之裁定，不問對於何人均有效力。但裁定

確定前之善意行為，不受影響。（第 1項）因宣告死亡取得財產者，如因前項裁定

失其權利，僅於現受利益之限度內，負歸還財產之責。（第 2項）」有對失蹤者歸

來後的權利義務關係，做出規範）。 

B. 死亡宣告效力時點→以第 8條所規定的失蹤期間最後日終止時，來確定當事人死亡

之時點。 

C. 兩人同時遇難→依民法第 11 條，推定同時死亡，兩者間不發生繼承關係（大多考

在身分法部分，詳細說明會在繼承編時詳述）。 

D. 效力範圍→死亡宣告僅消滅以被宣告人住所地為中心之「私法上」法律關係，換言

之公法上法律關係，如國家對其之刑罰權並不會因死亡宣告而消失，而被宣告人若

實際上仍生存，其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侵權能力都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人格權：人格權屬於非財產權之一種，目的是在保護個人人格之完整性，其亦可分為「一

                                                                                                                                                                                

視為其已出生，而通說認為「胎兒之死產」屬於法定解除條件，意即胎兒在出生前，就已具備

權利能力，只是在嗣後若其為死產者，則會溯及既往地喪失權利能力，係採法定解除條件說，

而非法定停止條件說。（關於停止條件、解除條件之說明，後續條件與期限之章節會再詳述） 

6

 依民用航空法第 98條之規定，空難之法定期間縮短為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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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格權」及「特別人格權」，前者是指關於人之存在價值及尊嚴的權利一般性規定，而

後者是指除了一般性規定外，民法上所特別明文規定的人格權（如民法第 19 條及第 195

條）。 

一般人格權： 

此項權利之主張不以加害人有故意過失為必要（相較同法第 184條而言）。 

其保護手段包括「侵害排除請求權」、「侵害防止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分別規定在民法第 18條第 1項前段、後段，及第 2項中。 

當人格權受侵害時，欲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時，依民法第 18條第 2項之規定，須以

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如同法第 184條），而此處之損害賠償與慰撫金，多數學者

認為係指財產上損害賠償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人格權檢驗體系： 

A. 有人格權受侵害。 

B. 有不法性（法益衡量何者較重/比例原則）。 

C. 因果關係。 

特殊人格權
7

： 

姓名權之法律依據，民法第 19 條：「姓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

得請求損害賠償。」 

爭點： 

A. 民法第 19條未規範侵害防止請求權，並非有意省略，乃因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

理論上當然可回歸適用民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而主張侵害防止請求權。 

B. 至於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少數學者認為從民法第 19 條規定觀之，姓名權受害者

可直接以本條為所謂之「法律之特別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而不須像其他人格權需

要以民法第 184條第 1項為請求損害賠償之特別規定），惟多數說認為姓名權較之

其他人格權並無特別需要保護之處，既然其他人格法益在請求損害賠償上，均須以

第 184 條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為限，則姓名權自不得有例外規定，即不得以第 19

條作為「法律之特別規定」。 

C. 又，民法第 19條跟第 18條比起來，並無慰撫金之規定，早期最高法院 50年台上

第 1114號判例認為，是立法者立法之疏漏，故解釋上應認為第 19條中之損害賠償

係包含慰撫金之請求，然而多數學者認為此乃立法者有意除列，是故民法第 19 條

不可作為對慰撫金的請求權基礎，若欲請求慰撫金，仍須依同法第 195條之規定為

之。 

住居所之規定 

住所：可分為法定住所跟意定住所 

法定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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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僅討論民法第 19條之姓名權，至於第 195條之權利，則留待後續債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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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民法第 21條：「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以其法定代理人之住所為住所。」 

B. 民法第 22 條：「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其居所視為住所：一、住所無可考者。二、

在我國無住所者。但依法須依住所地法者，不在此限。」 

C. 民法第 23條：「因特定行為選定居所者，關於其行為，視為住所。」 

D. 民法第 1002 條：「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得

聲請法院定之。（第 1項）法院為前項裁定前，以夫妻共同戶籍地推定為其住所。

（第 2項）」 

意定住所： 

A. 選擇→民法第 20 條：「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

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第 1項）一人同時不得有兩住所。（第 2項）」 

B. 廢止→民法第 24 條：「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

其住所。」 

四、法人 

本質： 

法人擬制說：法人擬制說認為法人之有人格，係由法律之擬制，法人本無意思能力，自

無權利能力，而其人格法律所擬制。故僅有自然人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但其忽略自然

人之權利能力及意思能力亦為法律所賦予，因而此說已不足採。 

法人否認說：法人否認說根本否認法人有人格之存在，縱使已組成人之團體或財產之團

體，但實際享受利益者仍是透過團體而管理一定財產之自然人。在此說觀點下，法人並

不具備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 

法人實在說：法人實在說認為法人並非法律所擬制之空虛的存在，而是社會實際的存

在。就此實體的性質，有認為為社會有機體、組織體、社會價值體等看法，現已社會有

機體為多數的觀點。在此說觀點下，法人具備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 

分類
8

： 

外國法人：指依據外國法律設定、成立之法人 

本國法人：可分為公法人（如國家、地方自治團體、農田水利會等）及私法人，而私法

人又可分為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可分為營利法人、中間法人、公益法人 

A. 營利法人：指將收益分配給社員之社團法人，如公司法規定之各類公司。 

B. 中間法人：指雖為特定人之利益所成立，卻不具營利目的之社團法人，如各地之同

鄉會。 

C. 公益法人：指並未將營收分配給有關人員之社團法人，如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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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通常只有選擇題考點，同學們只要把各個專有名詞記熟即可，不需要深入研究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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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其為一定財產之集合體，必為公益法人，如私立醫院及私立學校。 

設立： 

立法主義： 

準則主義：以法律規定一定的要件，只要具備該要件，法人即可設立，例如：公司、

宗親會、同鄉會。 

許可主義：須遵照法律規定之一定條件，並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對公益社團及財團法

人之設立，採許可主義，例如：工會、商會、農會、學校(教育部許可)、寺廟(內政部

許可)、醫院(衛生署許可)、更生保護會(法務部許可)。 

特許主義：特許主義是指法人的設立需要有專門的法令或國家的特別許可，在特許主

義下設立的法人稱為“特許法人”，例如：保險業、銀行業。 

強制主義：指由國家強制設立之法人，如各地之律師公會。 

要件： 

須有法律依據→民法第 25條：「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 

須經過登記→ 

A. 民法第 30條：「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
9

登記，不得成立。」，本條採登記要件主義，

登記是法人之成立要件。 

B. 民法第 31 條：「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

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本條則採登記對抗主義，跟

第 30 條不同，上開事項若未經登記者，僅不得對抗第三人而已，在公司內部仍為

有效。 

住所： 

民法第 29條：「法人以其主事務所之所在地為住所。」 

對法人之監督：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監督： 

第 32 條 
 
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

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33 條 

 

受設立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不遵主管機關監督之命令，或妨礙其檢

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主管

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 34 條  法人違反設立許可之條件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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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所在地之法院。」以及公司法第 5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之規定。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