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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共分七章，茲摘要如後： 第一章「緒論」 內分三節。分別敘明研

究之動機、目的與方法，並說明本論文之研究範圍與論述順序。 第二章

「固有法制有關姓名之探討」 內分五節。分別說明中國固有法制上「姓



（氏）」之起源及功用、「名」之意義種類及「命名」之相關問題、清朝

統治台灣時期有關「姓」與「名」之法制、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有關「姓」

與「名」之法制（特別論及「皇民化運動」中有關之「改姓名運動」）。 

第三章「德國法上有關姓名權之規範」 內分五節。分別說明德國法有關

「姓」之規範（包括德國法有關「姓」之分類、夫妻稱姓、子女稱姓與

「姓」之變更問題）、「名」之規範（包括「命名權」之問題、命名之原

則及其限制、「名」之變更問題）、「姓名權」之保護（分別探討德國法

將姓名權作為「個別人格權」與「一般人格權」之保護內容）。 第四章

「法國法上有關姓名權之規範」 內分五節。分別說明法國法有關「姓」

之規範（包括法國法有關「姓」之特性、夫妻稱姓、子女稱姓與「姓」之

變更問題）、「名」之規範（包括「命名」之意義、命名之限制及法令規

範、「名」之變更問題）、「姓名權」之保護（分別探討法國法有關「姓

名權」之性質、法院裁判對於「姓名權」之保護態樣）。 第五章「日本

法上有關姓名權之規範」 內分五節。分別說明日本法有關「姓」之規範

（包括日本法有關「姓」之原則與性質、「姓」之二重構造、夫妻稱姓與

子女稱姓之規範、「姓」之變更問題）、「名」之規範（包括「名」之意

義、類型與機能、「命名權」之性質及限制、「名」之變更問題）、「姓

名權」之保護（分別探討日本法有關「姓名權」之意義、性質及內容）。 

第六章「我國法上有關姓名權之規範」 內分六節。分別說明我國法有關

「姓」之規範（包括我國法有關「姓」之性質、夫妻稱姓與子女稱姓之立

法沿革與規範、「姓」之變更問題）、「名」之規範（包括「名」之內

涵、「命名權」之性質及限制、「名」之變更問題）、「姓名權」之保護

（從憲法與民法之視點探討「姓名權」之內容與保護，並重新思考「姓名

權」之性質為何）、原住民姓名權之相關問題。本章所探討之法律包括民

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原住民身分法等相關法律。 第七章「結論」 內

分三節。總結各章研究所得，提出本文對姓名與姓名權內涵之基本看法，

並針對我國法有關「姓名」與「姓名權」之議題，提出相關理論上之意見

及立法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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