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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無人承認繼承制度自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施行以來，僅於民國七十四年

增訂民法第一一七八條之一規定，歷經七十年而仍以民國十九年民法草

案繼承編為基礎。隨著時代變遷，被繼承人之遺產無法定繼承人繼承之

情形日益增多，原有之無人承認繼承制度可否因應現時需要？有無必要

加以修正？實值得探討。 無人承認繼承制度本質上屬財產法，因此對於



無人承認繼承制度須以財產法之規範原理加以探討，本論文研究之重點

在於釐清無人承認繼承制度之缺失，並參酌外國立法例以研究改進之

道，使無人承認繼承制度更加完善。 本論文共計六章，茲將各章之主要

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乃先就本論文之研究緣由及其目的加

以說明，並限定本論文研究之範圍及說明研究之方法。 第二章 無人承認

繼承之意義。 對於無人承認制度而言，前提乃於何種情況應加以適用，

因此本章區分為繼承人存在與繼承人不存在，針對各種情況，研究是否

有適用無人承認繼承制度之必要，避免應適用而不適用、不應適用卻仍

適用之發生。 第三章 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之性質。 制定無人承認繼承規

範，其目的便在於防止被繼承人之遺產因無繼承人繼承致毀損滅失，因

此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之性質為本制度之重心。本章除研究於現行規定下

我國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之性質為何外，並介紹外國立法例，以藉此對我

國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之性質提出建議。 第四章 賸餘財產之歸屬。 就無人

承認繼承之遺產而言，於清算終結後，如有賸餘財產時，各國立法例均

規定歸國庫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然而賸餘財產歸屬國庫之根據影響其

歸屬性質，其性質又影響歸屬時期，並尚涉及繼承人、被繼承人之債權

人及受遺贈人權利之保護，因此本章係以賸餘財產歸屬國庫之理論基礎

為起點，依序對賸餘財產歸屬國庫之性質及時期作一說明，並配合無人

承認繼承遺產之性質，針對現行規定提出修正意見。 第五章 特別緣故者

之財產分與。 雖然被繼承人之遺產於無繼承人出現承認繼承時，該遺產

於清算終結後，賸餘財產歸屬國庫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為各國通例，然

而是否有必要一律歸屬國庫？可否對第三人分與全部或一部之賸餘財

產？本章乃針對日本民法第九五八條之三所規定之「特別緣故者財產分

與」制度，介紹特別緣故者財產分與之性質、特別緣故者之意義及範

圍、財產分與之申請及審理程序等，並探討我國有無參酌該制度精神之

必要；如有值得借鏡之處時，並提出立法建議以資參考。 第六章 結論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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