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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界定侵害生命權於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之對象、範圍及標

的，並進一步揚棄最高法院不合時宜之判例，肯認被害人餘命請求有存

在可能，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下亦應區分為無形利益及慰撫金兩項概

念，且被害人之慰撫金請求權繼承之限制應一併放寬。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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