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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親屬法之現代肇始於民國十九年之民法親屬編。歷經民國七十四年之

第一次全面修正與民國八十五年開始之三階段修正，其現代化之腳步與時

俱進。惟認領制度非今日而始，置於今日社會環境下檢討，是否仍符合當



今之法律思潮或價值觀？再者，雖然程序法僅為實現實體法之手續，但當

事人的實體法上利益，恆受程序法之影響，往往因程序法上之不利益反而

減損其實體法上利益，程序法亦必然受到建構認領實體法之思想所引導，

故就認領制度而言，實體法與程序法是一整體、互動密切的體系。 況

且，我國民事訴訟法與親屬實體法之規定多有扞格，例如民法第一千零六

十六條規定有認領之否認，訴訟法上卻無相應之訴訟種類；民法第一千零

七十條明定認領不得撤銷，訴訟法上卻又規定認領撤銷之訴？種種問題，

亦頗值得關心，故筆者希望從實體法與程序法二個角度來剖析我國認領制

度，藉此檢視認領制度之諸多問題。 本論文共計四章，茲將其等內容簡

述如后： 第一章 緒論。本章先就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予以說明，並

說明本論文之研究方法及限定研究範圍。 第二章 認領制度之實體。分析

親屬法法律關係與一般財產法法律關係之不同以及親子法在親屬法中之體

系地位，繼而自各國立法與認領制度之沿革了解其演變的情況，藉以掌握

發展趨向，進而整理主導認領制度論爭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分析影響

認領制度之因素，最後落實於我國認領制度之檢討及認領行為內涵之重新

認識。 第三章 說明認領訴訟之舉證責任與舉證方法，以及認領之無效、

認領之否認、認領之撤銷、強制認領等訴訟於實體法、程序法上之相關規

定，並分析實務與學說之見解與爭議。 第四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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