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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能力及權利受侵害之請求損害賠償 
 

大牛與楊小姐結為夫妻，楊小姐現年 45 歲，婚後大

牛夫婦育有子小松（15 歲），且尚懷 8 個月身孕的胎兒

（小黑），而小牛性喜騎快速的摩托車，不小心將大牛撞

倒，送醫急救，經三天三夜緊急救護，終不治死亡。大

牛死亡，留下遺產 1,200 萬元。楊小姐處理大牛的喪事，

而楊小姐沒有工作能力，小松尚幼，胎兒（小黑）未出

生，面對將來的生活有幾許無奈。試問： 
 

1. 繼承權及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乃是權利之
一種，享受權利者必須具有權利能力，何謂權利能力？ 
民法上的「能力」，一般是指地位或資格。 
所謂權利能力，係指可以享受權利與負擔義務的資格。 

2. 自然人何時開始享有權利能力？ 
自然人何時開始可以享有權利與負擔義務，依民法第 6 條之規定

（見註一）「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故自然人於出生後而開

始享有權利能力，何謂出生，有各種不同的學說，但通說採獨立呼吸

說，依照獨立呼吸說的見解，出生必須具備以下兩個要件： 
一、胎兒必須與母體分離，即所謂的「出」。 
二、胎兒與母體分離後，能獨立呼吸，即所謂的「生」。 
具備以上兩個要件，才可謂胎兒已出生而取得權利能力，而不管

胎兒與母體分離後，能呼吸幾秒鐘，在該時間內胎兒即取得權利能

力。 

3. 自然人的權利能力何時終了？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自然人的權利能力何時終

了，依民法第 6 條之規定「人之權利能力，……終於死亡。」亦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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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死亡後，其權利能力因而消滅。何謂死亡，學說上有各種不同的

見解，但以「心臟鼓動停止說」為通說，依照心臟鼓動停止說的見

解，自然人心臟停止鼓動時，該自然人即為死亡。但目前醫學界採用

腦波停止說，以腦波是否停止來認定自然人是否死亡。 

4. 胎兒（小黑）對大牛之遺產有無繼承權？ 
胎兒未出生，依照前述 2. 的說明，並未具備「出」與「生」的兩

個要件，故不能被認為因出生而取得權利能力。但法律為保護胎兒個

人的利益起見，於民法第 7 條有特別之規定（見註二），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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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該

胎兒在未出生之前，預先享有權利能力，但胎兒在未出生前要預先享

有權利能力，必須具備以下兩個要件： 
一、將來非死產者。 
二、對於胎兒有利的部分。 
本例中，大牛死亡遺留 1,200 萬元遺產，遺產的繼承對胎兒（小

黑）當然有利，故該胎兒（小黑）應被視為已出生，而得享有繼承

權，至於將來胎兒（小黑）是否為死產，則是另一個問題。 

5. 設大牛死亡時負債 1,200 萬元，此等情形胎兒（小黑）是否
視為已出生而享有權利能力？ 
依前述 4. 之說明，胎兒視為已出生而享有權利能力，必須具備以

下兩個要件： 
一、將來非死產者。 
二、對於胎兒有利的部分。 
本例中，大牛死亡時負債為 1,200 萬元，此等情形如視胎兒（小

黑）已出生而享有權利能力，則胎兒一出生，即將必須因繼承大牛的

負債而負擔債務，因而對胎兒當然不利，故與胎兒視為已出生而預先

享有權利能力之要件不合，因此在大牛沒有留下遺產而留下負債的情

況之下，胎兒（小黑）不能依民法第 7 條認定為既已出生而享有權利
能力。 

  



 
 
 
 
 
 
 
 
 

 

 

005 

民 

法 

6. 案例中，小牛撞上大牛後，大牛昏迷不醒而送醫急救，經
醫院三天三夜的急救最後不治死亡，當中楊小姐支付醫院

50 萬元之醫療費用，該筆醫療費用楊小姐可否向加害人小
牛請求賠償？ 
依民法第 192條第 1項之規定（見註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

對於支出醫療費用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例中，在大牛死亡前，於急救中，楊小姐因醫療費用而支付計

50 萬元，該部分之支出，楊小姐可依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之規定，而
向小牛（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 

7. 案例中，楊小姐處理大牛之喪事，所支付之殯葬費用，該
殯葬費用楊小姐可否向加害人小牛請求賠償？ 
依據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受害人支出殯葬費用之人可

以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 
本例中，楊小姐為大牛處理喪事，其所支付之殯葬費用，可以依

民法第 192條第 1項向加害人小牛請求損害賠償。 

8. 依前例 7. 所述，楊小姐可向加害人小牛請求多少殯葬費？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10款之規定（見註四），被

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 100 萬元為限免徵遺產稅，故一般認為被害人死
亡，而為被害人支出殯葬費用之人，可以在 100 萬元以內向加害人請
求損害賠償，此部分之金額，財政部可依消費物價指數調整，財政部

公布民國 104年的喪葬費用為 123萬元。 
本例中，依前例 7. 所述，楊小姐可向加害人小牛請求 100 萬元殯

葬費，若依財政部公布民國 104年的喪葬費用則可請求 123萬元。 

9. 案例中，楊小姐可否因其夫之死亡，向加害人請求侵權行
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 
依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被害人依法對第三人負擔法定扶

養義務者，加害人對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故第三人是否可

以向加害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首先必須先確定該第

三人依法律是否為被害人所扶養的對象。夫妻相互間依民法第 1116 條
之 1 之規定（見註五），必須互相負擔扶養的義務，故加害人依法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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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配偶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本例中，楊小姐乃是大牛之配偶，蓋夫妻相互間依民法第 1116 條

之 1 之規定，必須互相負擔扶養的義務，故大牛依法對楊小姐負有法
定扶養義務，今楊小姐之扶養義務人大牛被加害人小牛撞死，大牛之

妻楊小姐可以依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向加害人小牛請求侵權
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 

10. 前例 9. 所述，楊小姐可向加害人小牛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
上之損害賠償，其請求之範圍如何？ 
前例 9. 所述，依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被害人依法對第三

人負擔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

三人請求賠償的範圍包括如下： 

一、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之範圍 

依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未成年子女、父母及配偶可以向
加害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又依 2014 年之統計資料，
我國婦女平均壽命為 82.47 歲（見註六），故被害人之配偶可以請求侵
權行為之扶養上之損害賠償範圍可至 82.47歲，共計可請求 37.47年。 

二、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之範圍 

依民法第 194 條之規定（見註七），「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
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 
本例中，楊小姐可以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之損害賠償金額，至

82.47 歲，共 37.47 年。楊小姐為被害人大牛之配偶，其亦可以請求精
神上的損害賠償。 

11. 小松為大牛之子，且年僅 15 歲，其父大牛被小牛撞死，大
牛之子小松可否向加害人小牛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之損

害賠償？ 
依民法第 1114 條之規定（見註八），被害人依法應扶養其直系血

親卑親屬，且被害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成年，其扶養義務人被加害

人撞死，故該未成年之被害人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以依據民法第 192 條
第 2項之規定向加害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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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小松為大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民法第 1114 條之規
定，大牛依法應扶養小松，且小松未成年，小松之扶養義務人（大

牛）被小牛撞死，故小松可以依據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向加害
人小牛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之損害賠償。 

12. 依前例 11. 所述，大牛之子小松可向加害人小牛請求侵權行
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其請求之範圍如何？ 
依前例 11. 所述，未成年之被害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扶養義務人

被加害人撞死，其可為如下之請求： 

一、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之範圍 

該未成年被害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以依據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
之規定向加害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之損害賠償。由於該直系血親

卑親屬未成年，其可請求扶養至 20歲，共計可請求 5年。 

二、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之範圍 

被害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民法第 194 條之規定，可以向加害人
請求精神上的損害賠償。 
本例中，小松現年 15 歲為未成年人，其可請求撫養至 20 歲，且

小松為大牛之子，依民法第 194 條之規定，小松可以請求精神上的損
害賠償。 

13. 胎兒（小黑）為大牛與楊小姐未出生的子女，其將來之扶
養義務人大牛被加害人小牛撞死，胎兒（小黑）對侵權行

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視為已出生而享有權利

能力？ 
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乃是民法上權利之一種，

自然人要享有此等權利必須是已經出生。但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

賠償請求權對胎兒而言，乃是對胎兒有利之部分，故依前例 4. 所述，
這種情形胎兒應視為既已出生而享有權利能力。 
本例中，胎兒（小黑）為大牛與楊小姐之未出生的子女，其將來

之扶養義務人大牛被加害人小牛撞死，胎兒（小黑）對侵權行為之扶

養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其可視為已出生而享有權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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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胎兒（小黑）可否向加害人小牛主張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
損害賠償請求權？ 
如胎兒將來出生，亦為被害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民法第 1114

條之規定，被害人將來對胎兒亦必須負擔法定扶養義務。今加害人將

未來對胎兒須負擔扶養義務之人（被害人）撞死，故胎兒亦可以依民

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向加害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
償，但胎兒尚未出生，故可由其法定代理人（其母）代為主張，而可

向加害人為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之請求。 
本例中，胎兒（小黑）未出生，但如胎兒（小黑）將來出生，亦

為大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民法第 1114 條之規定，大牛對胎兒（小
黑）將來亦必須負擔法定扶養義務。今小牛將未來須對胎兒（小黑）

負擔扶養義務之人（大牛）撞死，故胎兒（小黑）亦可以依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向加害人小牛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
償，但胎兒（小黑）尚未出生，故可由其法定代理人（其母楊小姐）

代為主張，而可向小牛為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之請求。 

15. 依前例 14. 所述，胎兒（小黑）可以向加害人小牛請求侵權
行為之扶養上之損害賠償，其請求之範圍為何？ 
依前例 14. 所述，胎兒可以向加害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之損

害賠償，其請求之範圍如下： 

一、侵權行為之扶養上的損害賠償之範圍 

胎兒可以請求從出生至成年（20歲），共計可請求 20年。 

二、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之範圍 

胎兒一出生即失去父親（父愛），將來精神上一定非常痛苦，故依

民法第 194條之規定，胎兒可以請求精神上的損害賠償。 
本例中，胎兒（小黑）可以向加害人小牛請求侵權行為之扶養上

之損害賠償，其請求之範圍包括上述所列二項。 
 

參考條文 及 文獻 
註一： 民法第 6 條（權利能力之始終）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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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 民法第 7 條（胎兒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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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三： 

 民法第 192 條（侵害生命權之損害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

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 193 條第 2 項之規定，於前項損害賠償適用之。 

 第 193 條（侵害身體健康之財產損害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

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期金。但

須命加害人提出擔保。 
註四：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遺產稅之扣除額） 

下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 
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

十萬元。其有未滿二十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

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但親等近者拋棄繼承由次親

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數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

額為限。 
三、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一百萬

元。 
四、第 1 款至第 3 款所定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3 條規

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精神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

定之病人，每人得再加扣五百萬元。 
五、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祖父母者，每人得自遺

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兄弟姊妹中有未滿二十歲者，並

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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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

或受遺贈人承受者，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

數。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

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

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

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

受人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七、被繼承人死亡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之財產已繳納遺產稅

者，按年遞減扣除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

及百分之二十。 
八、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之各項稅捐、罰鍰及罰金。 
九、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實之證明者。 
十、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一百萬元計算。 
十一、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之直接必要費用。 

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

民國國民者，不適用前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之規定；前項第 8 款至

第 11 款規定之扣除，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繼承人中拋

棄繼承權者，不適用前項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之扣除。 
註五： 民法 1116 條之 1（夫妻之扶養義務） 

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

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 
註六： 2014 年 9 月 4 日內政部新聞。 
註七： 民法第 194 條（被害人親屬非財產之損害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註八： 民法第 1114 條（扶養之範圍） 

下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 
一、直系血親相互間。 
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 
三、兄弟姊妹相互間。 
四、家長家屬相互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