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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親子間之扶養，在實體法上含括身分法及財產法之性質，在程序法

上則涉入訴訟程序及非訟程序兩大領域，彼此糾葛交結，如就扶養之法

規範言，始自扶養之基本概念、法理，終至扶養權利之具體實現，其中

所牽涉之問題，均可在親子扶養之範圍內發現。於此應特別強調者，親

子扶養中最為核心之部分，為未成年子女之扶養，此有別於一般扶養，



所涉爭議既深且廣，於學說及實務上均著墨甚多。筆者有鑑於保障未成

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現代親屬法進化之重心所在，故本文大部分之篇幅

均在討論未成年子女之扶養問題。 本論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緒論介紹筆

者之研究動機、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第二章以下進入主題，乃先實

體後程序，於第二章中簡明介紹扶養之基本概念，於第三章中討論父母

與成年子女相互間之扶養，此部分之內容大致均可適用於親子以外其他

親屬間之扶養。第四、五、六章均係未成年子女扶養之研究，其中第四

章及第五章為關於實體法上之爭議，前者為未成子女請求權之實體法上

依據，後者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負擔。第六章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請

求，側重於程序法上之問題研究，與未成年子女實體法上之扶養依據構

成本論文兩大重點。第七章研究親子扶養訴訟中，法院裁判之效力。第

八章則簡論司法院正研擬中之家事事件法內與扶養相關之規定，並就本

文研究之重點與之結合完成結論。本文大致上已將親子扶養間學說及實

務上之爭議點做一簡單之分析、介紹，並提出筆者個人粗淺之看法。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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