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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積極要件

一、被繼承人死亡一、被繼承人死亡

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民§1147），繼承人因被繼承人之死

亡而當然取得繼承權，係採「當然繼承主義」「當然繼承主義」。

二、居於繼承順位二、居於繼承順位

民法第1138條規定之血親繼承人，僅順位在先之人得為繼承；順位在後之

人，須其前順位無繼承人時，方得繼承之。至於配偶，依民法第1144條規

定，為當然繼承人，並無順位之問題，得與任一順位之繼承人，同時繼承。

三、同時存在原則三、同時存在原則

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

§1148Ⅰ），故繼承人應為於繼承開始時有權利能力之人，亦即應為生存

之人。是以，於繼承開始時，已死亡者或尚未出生者，無繼承之資格，乃

所謂之「同時存在原則」「同時存在原則」。

惟為保護胎兒之利益，雖胎兒於繼承開始時尚未出生，然胎兒以將來非死

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民§7），故胎兒於出胎兒於出

生前即取得權利能力，亦有為繼承人之資格，係同時存在原則之例外生前即取得權利能力，亦有為繼承人之資格，係同時存在原則之例外。

民法第1166條亦規定，非保留胎兒之應繼分，他繼承人不得分割遺產。則

未保留胎兒之應繼分，而為遺產分割者，其分割行為因違反強制規定而無

效，胎兒之法定代理人，得請求重行分割或行使繼承回復請求權。

爭　點

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民

§11），則同時死亡之人間，是否得相互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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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同時存在原則，繼承人應為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尚生存」之人，然於同時

死亡之情形，繼承人係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同時死亡」，是以同時死亡不符同時死亡不符

合同時存在原則合同時存在原則，則受推定為同時死亡之人間，互無繼承權。

貳、消極要件

繼承人有下述情事者，喪失其繼承權（民§1145）：

一、當然失權事由一、當然失權事由

當然失權事由，係指於此事由發生時，該繼承人不待被繼承人之表示，即

喪失其繼承權之謂。又當然失權事由，得以喪失繼承權後有無回復繼承權

之機會，區分為「絕對當然失權事由」與「相對當然失權事由」。

1 絕對當然失權事由

1. 事由：

 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民

§1145Ⅰ①）。其要件如下：

⑴ 須對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為之：

 所謂「應繼承人」係指「先順序」或「同順序」之應繼承人而言「應繼承人」係指「先順序」或「同順序」之應繼承人而言；

至於殺害後順序之應繼承人，則不包括在內，不構成本款之失權事

由。

 理由在於：殺害「被繼承人」，將不當促使繼承開始之原因提前發

生；殺害「先順序之應繼承人」，將可能使原為後順位之行為人反

居於得繼承之地位；殺害「同順位之繼承人」，則將使自己之應繼

分不當增加；然殺害「後順序之應繼承人」，並無上述之立法顧

慮，故不構成本款之失權事由。

⑵ 須有致死之故意：

 僅須有致死之故意，不論為既遂、未遂或預備；至於傷害致死之情

形，因行為人僅有傷害之故意而無致死之故意，故不構成本款之失

權事由。

⑶ 須受刑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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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點

於繼承人「已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而「尚未受刑之宣告」之情

形，其是否喪失繼承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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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有認，於已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之情形，其惡性重大，應不

待刑之宣告即生失權之效果；惟本於文義解釋，應認為無論致死或未致死，

均應受刑之宣告後，方生喪失繼承權之效果。

2. 效力：

 此事由發生時，繼承人即當然喪失其繼承權，無待被繼承人之表示。

縱經被繼承人之事後宥恕，其繼承權亦無從回復。

3. 例題：

 茲舉一例說明失權效力範圍之問題。甲男乙女為夫妻，生有丙、丁二

子，丙因不滿其父長年偏愛丁，而故意殺害甲，試問：丙對甲、乙、

丁有無繼承權（設丙已受刑之宣告）？

⑴ 丙非甲之繼承人：

 於甲為被繼承人之情形，丙故意殺害甲，係故意致「被繼承人」於

死，依法喪失對甲之繼承權（民§1145Ⅰ①）。

⑵ 丙非乙之繼承人：

 於乙為被繼承人之情形，甲、丙為同順序之繼承人（民

§§1138①、1144），是以丙故意殺害甲，係故意致「同順序之應

繼承人」於死，依法喪失對乙之繼承權（民§1145Ⅰ①）。

⑶ 丙非丁之繼承人：

 於丁為被繼承人之情形，甲為先順序之繼承人，丙為後順序之繼承

人（民§1138②③），是以丙故意殺害甲，係故意致「先順序之應

繼承人」於死，依法喪失對丁之繼承權（民§1145Ⅰ①）。

1 林秀雄，民法繼承編：第二講—繼承權之喪失，月旦法學教室第9期，2003年7月；戴東
雄，繼承法實例解說，2003年3月，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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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對當然失權事由

1. 事由（侵害遺囑自由之不正行為）：

⑴ 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其撤回或變更之

者（民§1145Ⅰ②）

 所謂「關於繼承之遺囑」，係指與繼承有關之遺囑而言，例如遺囑

指定應繼分、遺贈等；又該遺囑，須為合法生效之遺囑，蓋如遺囑

無效，即無妨害之可能。

⑵ 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害其撤回或變

更之者（民§1145Ⅰ③）

 本款同以被繼承人之遺囑合法生效為前提。

⑶ 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者（民

§1145Ⅰ④）

 本款旨在保障遺囑人之真意，故若偽造、變造之行為，未牴觸遺囑旨在保障遺囑人之真意，故若偽造、變造之行為，未牴觸遺囑

人之真意者，即不構成本款之失權事由人之真意者，即不構成本款之失權事由。例如：被繼承人自書遺囑

時，未記明日期而由繼承人補填者，雖該遺囑不因而符合遺囑之法

定方式（民§11902），但繼承人之行為不影響遺囑人之真意，故其

不因而喪失繼承權3。

2. 效力：

 此事由一發生，繼承人即當然喪失其繼承權，不待被繼承人之表示。

惟如經被繼承人事後宥恕者，其繼承權回復（民§1145Ⅱ）。

二、表示失權事由二、表示失權事由

1 事由
 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

（民§1145Ⅰ⑤）。其要件如下：

1. 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

 所謂重大之虐待，係指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而

2 民法第1190條：「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
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依此，自書遺囑者，應自行記
明年、月、日，方符合遺囑之法定方式。

3 林秀雄，民法繼承編：第二講—繼承權之喪失，月旦法學教室第9期，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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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凡對於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之負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

者，均屬之；又被繼承人（父母）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

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已足致被繼

承人產生精神上之莫大痛苦，亦屬重大虐待之行為4。

2. 須經被繼承人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

 此處之表示，係不要式行為，且不以明示為限係不要式行為，且不以明示為限，是以於客觀上可推知

被繼承人有剝奪繼承權之意思者，即應解為有失權之表示。基此，夫

妻之一方受他方之重大虐待或侮辱，而向他方提起離婚訴訟者，應解

為已有不得繼承之表示存在。

2 效力

1. 繼承人不因此事由之發生，而當然喪失其繼承權，須待被繼承人表示

其不得繼承後，方喪失繼承權。

2. 其繼承權是否因被繼承人之事後宥恕而回復？2. 其繼承權是否因被繼承人之事後宥恕而回復？

上榜模板

民法第1145條第2項規定，雖未包括同條第1項第5款在內，然本款之失權，

既係以被繼承人之意思表示而定，自亦得以被繼承人之宥恕而回復繼承權，

以尊重被繼承人之意思表示自由；且同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之當然失權事

由，其不正之情節較表示失權事由為重，則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律解釋方

法，重者既可因被繼承人之宥恕而回復繼承權，輕者當然亦可。（學說均採

肯定之見解）

實例演練  
．105警察三等法制

繼承人若有重大不法或不道德行為，將喪失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定有明

文。試說明該條所定的喪失繼承權之事由為何？又何者為當然失權中的絕

對失權、相對失權事由？何者為表示失權的事由？（25分）

4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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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分析

顯然是法條背多分的題型，除將喪失繼承權的事由寫出外，務必對絕對當

然失權事由、相對當然失權事由，與表示失權事由間之差異處加以著墨。

答題大綱

1 民法第1145條規定之喪失繼承權事由

2 繼承權喪失事由，可分為當然失權事由及表示失權事由，當然失權事

由又可再分為絕對失權及相對失權事由：

1. 絕對當然失權事由

2. 相對當然失權事由

3. 表示失權事由

參考擬答

1 民法（下同）第1145條規定之喪失繼承權事由

 按第1145條第1項規定：「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繼承權：

一、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

二、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其撤回或變更

之者。三、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害其

撤回或變更之者。四、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

遺囑者。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

示其不得繼承者。」

2 繼承權喪失事由，可分為當然失權事由及表示失權事由，當然失權事

由又可再分為絕對失權及相對失權事由，以下詳述之：

1. 絕對當然失權事由

⑴ 事由：

  絕對當然失權事由為第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事由，亦即繼

承人故意致被繼承人或「先順序」、「同順序」之應繼承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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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

⑵ 效力：

  絕對當然失權事由一發生，繼承人即當然地喪失其繼承權，無待

被繼承人為表示，且其繼承權無從因被繼承人之宥恕而回復。

2. 相對當然失權事由

⑴ 事由：

  相對當然失權事由，係指第1145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規定

之事由，均屬「侵害遺囑自由之不正行為」。其中第2、3款

事由，皆係對被繼承人為詐欺或脅迫行為，其差異在於，前者

係使被繼承人因而為、撤回或變更遺囑；後者則係妨害被繼承

人，使其不為、不撤回或不變更遺囑。而第4款事由，係繼承人

對遺囑本身有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等不正行為。

⑵ 效力：

  相對當然失權事由一發生，繼承人即當然喪失其繼承權，不待

被繼承人之表示。惟依第1145條第2項規定，其繼承權得因被

繼承人之宥恕而回復，故稱為「相對失權」。

3. 表示失權事由

⑴ 事由：

  表示失權事由為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事由，須繼承人對

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

承者。

⑵ 效力：

  繼承人不因表示失權事由之發生，而當然喪失其繼承權，須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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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演練  
．108地特三等戶政

甲女（其夫早歿）育有三子乙、丙、丁，乙個性叛逆，行為不檢，屢勸不

聽，甲乃登報聲明與乙脫離母子關係。丙則看破紅塵，出家為僧，平日甲

僅由丁陪伴照料。嗣甲死亡，遺有新台幣3千萬元，則甲之繼承人為何

人？丁主張乙與甲已脫離母子關係，丙已出家，平日未照顧甲，均無繼承

權。則丁之主張有無理由？（25分）

題型分析

本題涉及繼承人之認定以及喪失繼承權之規定，是基本法條題，若有記熟

條文，本題寫起來將得心應手。

答題大綱

甲之繼承人為乙、丙、丁，丁之主張無理由

1 民法第1138條、第1145條第1項第5款

2 乙：登報脫離母子關係，不生表示失權之效果

3 丙：出家為僧，不發生法律上效力

4 小結

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後，方喪失繼承權。

  至於其繼承權得否因被繼承人之宥恕而回復，本文採肯定之見

解。蓋第1145條第2項規定，雖未包括本款事由在內，然本款

之失權，既係以被繼承人之意思表示而定，自亦得以被繼承人

之宥恕而回復繼承權，以尊重被繼承人之意思表示自由；且同

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之當然失權事由，其不正之情節較表示失

權事由為重，則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律解釋方法，重者既可因

被繼承人之宥恕而回復繼承權，輕者當然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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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擬答

 

5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原判例）。
6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0號判決。

甲之繼承人為乙、丙、丁，丁之主張無理由

1 依民法（下同）第1138條第1款規定，除配偶外，直系血親卑親屬為

第一順位之繼承人。本題乙、丙、丁均為甲之子，均為甲之繼承人。

此外，本題尚牽涉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表示失權規定，以下分

述。

2 乙：登報脫離母子關係不生表示失權之效果

 依照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或侮辱情事，

而經被繼承人表示不得繼承者，喪失繼承權。本件，乙雖個性叛逆，

行為不檢，屢勸不聽，惟並未對甲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情事，故縱甲

表示與乙脫離母子關係，亦不生法律上表示失權之效果，乙仍為繼承

權人。

3 丙：出家為僧，不發生法律上效力

 出家並無法律上之規定之效果，僅事實上脫離塵緣。惟丙因出家而未

照顧甲，若致甲受精神上莫大痛苦，可能該當第1145條第1項第5款

之重大虐待情事
5
，然而本款尚須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

6
，方生

喪失繼承權之法律效果。則本件甲並未為此表示，丙仍不喪失繼承

權。

4 綜上所述，乙與甲生活上有摩擦，丙因出家而未照顧甲，均不該當第

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表示失權之事由，因此乙、丙、丁均仍為甲之

繼承人，丁之主張為無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