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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行政院、司法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1 日
發文字號：院臺法字第 1070201469 號
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70034105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7）年 9 月 27 日行政院第 3619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
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司法院、法務部（均含附件）
抄件：本院羅政務委員秉成辦公室、本院法規會、外交國防法務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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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民法自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布，並自同年十月十日施行，其後歷經二十八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六月十日。鑑於我國目前已屬高齡社會，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頇有
更完善的成年監護制度，現行成年人監護制度係於本人喪失意思能力始啟動之機制，無法充分符合
受監護人意願；而意定監護制度，是在本人之意思能力尚健全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
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以替代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使本人於意思能力喪失後，可
依其先前之意思自行決定未來的監護人，較符合人性尊嚴及本人利益，並完善民法監護制度。另從
外國立法趨勢觀之，日本、英國、德國、美國等先進國家均已具備意定監護制度，爰參酌日本、英
國、德國之立法例及我國國情，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親屬編第四章「監護」增訂第三節
「成年人之意定監護」，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意定監護之增訂，明定意定監護受任人得為監護宣告之聲請人；並增訂輔助人及利害關係
人亦得為聲請人。（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二、明定意定監護契約之定義，並規定受任人為數人時，除約定為分別執行職務外，應共同執行職
務。（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二）
三、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變更採要式方式，頇經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且於本人受監護
宣告時，始發生效力。（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三）
四、法院為監護宣告時，於本人事前訂有意定監護契約，應以意定監護優先為原則，以本人所定之
受任人為監護人。但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法院得
依職權選定監護人，不受意定監護契約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四）
五、意定監護契約訂立後，當事人於法院為監護宣告前，得隨時撤回。監護宣告後，本人有正當理
由，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之；受任人有正當理由，得聲請法院許可辭任其職務。（修正條文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五）
六、法院為監護宣告後，監護人共同執行職務時，監護人全體或監護人數人分別執行職務時，執行
同一職務之監護人全體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一項之情形者
，法院得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另監護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有上開條文所定情形，則視情形
由其他監護人執行職務；或由法院解任後，始由其他監護人執行職務。（修正條文第一千一
百十三條之六）
七、意定監護人之報酬，倘當事人已約定者，自應依其約定；當事人若未約定，得請求法院酌定之
。（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七）
八、前後意定監護契約有相牴觸者，視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約。（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
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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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意定監護契約約定受任人執行監護職務不受第一千一百零一條第二項、第三項有關監護人處分
財產之限制者，從其約定。（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九）
十、其他有關意定監護事項，準用成年人監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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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
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
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
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第十四條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
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
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
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一、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
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
足者，法院得依聲請為輔助
宣告，置輔助人，協助受輔
助宣告人為重要行為。是以

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
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
，為監護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
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撤銷其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
認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

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
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撤銷其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
認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
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為輔助之宣告。

，輔助人對於受輔助人之精
神或心智狀況，知之最稔，
故倘受輔助人已達因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
之程度，而有依第十五條之
一第三項規定受監護宣告之

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為輔助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
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
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變更為輔助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
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
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變更為輔助之宣告。

必要者，自宜許由輔助人向
法院聲請對原受輔助人為監
護宣告，爰於第一項增訂輔
助人得為監護宣告之聲請人
。
二、又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三
項有關選定監護人之規定，
及第一千零九十八條第二項
有關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規定
，均定有「其他利害關係人
」得向法院聲請之規定，爰
參考於第一項增訂其他利害
關係人得為監護宣告之聲請
人。
三、另配合親屬編第四章「監
護」增訂第三節「成年人之
意定監護」，本人得於意思
能力尚健全時，與受任人約
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
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是
以，自亦應得由意定監護受
任人於本人有因精神障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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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
情形時，向法院聲請為本人
之監護宣告，爰併於第一項
增訂。
四、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第三節 成年人之意
定監護

一、節名新增。
二、現行民法成年監護制度係
於本人喪失意思能力時，經
聲請權人聲請後，由法院為
監護之宣告，並依職權就一
定範圍內之人選定為監護人
（第十四條、第一千一百十
一條規定參照），惟上開方
式無法充分尊重本人之意思
自主決定，爰參酌日本、英
國、德國之立法例及我國國
情，於親屬編第四章「監護
」新增本節規範成年人之意
定監護制度。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二 稱意
定監護者，謂本人與受任人
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
，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
契約。
前項受任人得為一人或
數人；其為數人者，除約定
為分別執行職務外，應共同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意定監護」
係於本人（委任人）意思能
力尚健全時，本人與受任人
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
，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
契約，以替代法院依職權選
定監護人。

執行職務。

三、依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意定監護之本人得約定由一
人或數人為受任人，惟受任
人為數人時，該數人應如何
執行職務恐生疑義。參酌第
一百六十八條「代理人有數
人者，其代理行為應共同為
之。但法律另有規定或本人
另有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規定之立法意旨，應認
受任人為數人者，原則上受
任人應共同執行職務，亦即
頇經全體受任人同意，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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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但意定監護契約另有
約定數人各就受監護人之生
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等
事項分別執行職務者，自應
從其約定，爰將上開意旨明
定於第二項，以資明確。
四、現行成年監護制度，並未
排除法人得擔任監護人，依
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
之十準用第一千一百十一條
之一第四款規定，法人亦得
為意定監護之受任人。另關
於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二監
護人資格限制之規定，既未
經明文排除準用，自仍在修
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
十所定準用範圍中，從而，
意定監護受任人資格，仍受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二規定
之限制，自不待言，附此敘
明。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三 意定
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應
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
立。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
地之法院。
前項公證，應有本人及
受任人在場，向公證人表明
其合意，始得為之。
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
監護宣告時，發生效力。

一、本條新增。
二、意定監護契約涉及本人喪
失意思能力後之監護事務，
影響本人權益至為重大，故
於第一項明定契約之訂立、
變更採要式方式，除當事人
意思表示合致外，頇經由公
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
以加強對當事人之保障，並
可避免日後爭議。另為避免
法院不知意定監護契約存在
，而於監護宣告事件誤行法
定監護程序，故有使法院查
詢意定監護契約存在與否之
必要。又公證人屬法院之人
員，民間公證人則由地方法
院監督，法院應可就公證資
料加以查詢，為期明確，爰
明定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
七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
所地之法院（依法院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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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通例，通常均以戶籍
登記住址推定為住所地），
至於本人若住所無可考，或
在我國無住所者，則得依第
二十二條規定，將其居所視
為其住所。又通知法院之目
的，在使法院知悉意定監護
契約之存在，此項通知及期
間之規定，乃為訓示規定，
倘公證人漏未或遲誤七日期
間始通知法院，並不影響意
定監護契約有效成立，附此
敘明。
三、公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公
證時，應有本人及受任人在
場，向公證人表明雙方訂立
或變更意定監護契約之合意
，俾公證人得以確認本人及
受任人意思表示合致之任意
性及真實性，爰為第二項規
定。
四、意定監護契約依第一項規
定成立後，頇待本人發生受
監護之需求時，始有由受任
人履行監護職務之必要，乃
明定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
監護宣告時，始發生效力，
以資明確，爰為第三項規定
。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四 法院
為監護之宣告時，受監護宣
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護契約
者，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
之受任人為監護人，同時指
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法院為前項監護之宣告
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
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
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職權
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
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本人之意思自主，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於本
人事前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
，應以意定監護優先為原則
，即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
受任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
保障本人之權益，爰為第一
項規定。
三、法院為第一項監護之宣告
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
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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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任之情事（例如，受任人
有意圖詐欺本人財產之重大
嫌疑、受任人長期不在國內
，無法勝任監護職務之執行
等事由），法院得依職權就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
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不受
意定監護契約之限制，此為
意定監護之例外規定，俾以
保障本人之權益，爰為第二
項規定。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五 法院
為監護之宣告前，意定監護
契約之本人或受任人得隨時
撤回之。
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
應以書面先向他方為之，並
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始
生撤回之效力。公證人作成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依第十四條為監護宣
告前，意定監護契約尚未生
效，依委任契約之一般原則
，本人或受任人得隨時撤回
所為之意思表示，爰為第一
項規定。
三、新增第二項，說明如下：

公證書後七日內，以書面通
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契約
經一部撤回者，視為全部撤
回。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
本人有正當理由者，得聲請
法院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
。受任人有正當理由者，得
聲請法院許可辭任其職務。
法院依前項許可終止意
定監護契約時，得依職權就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
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

(一)前段規定意定監護契約
之撤回應由本人或受任
人一方以書面單獨向他
方為之，不得僅以口頭
表示，且於契約撤回後
，頇由公證人就一方撤
回之事實作成公證書，
始生撤回之效力，換言
之，此時公證人應對於
當事人撤回意定監護契
約之真意加以公證，並
非僅就該撤回之通知文
書為認證而已。又公證
人應於公證書作成後七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
所地之法院，俾使法院
知悉，爰於中段明定之
。
(二)意定監護契約，本人委
任一個或數個意定監護
受任人時，均屬一個監
護契約。本人委任數個
意定監護受任人，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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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多數意定監護受任
人有分工合作之特別安
排；對於個別意定監護
受任人而言，其與其他
受任人未來能否順利合
作，係其締結意定監護
契約時之重要考量，足
以影響其締約之意願。
故後段所稱「一部撤回
者」，包括受任人之一
部撤回或監護事務內容
之一部撤回。是以，本
人如就多數意定監護受
任人撤回其中一人或數
人之委任，或部分受任
人撤回受任之意思，此
一撤回之結果，即足以
造成其他未被撤回之受
任人未來執行監護職務
之重大變動，如未得其
同意，實難強令其接受
他人片面決定之結果。
惟鑑於意定監護契約之
特殊信任關係，本即准
許本人及受任人於契約
生效前得隨時撤回，毋
庸經他方之同意，是以
，對其中一部撤回者，
自亦毋庸經他方之同意
。考量此一部撤回之結
果將影響契約全部當事
人之互動關係及契約內
容，乃明定契約經一部
撤回者，視為全部撤回
。又對受任人中一人之
撤回，毋庸通知其他受
任人。至於當事人間如
欲維持其他部分之意定
監護關係或內容，自宜
重新締約。
四、新增第三項，說明如下：
(一)一般之委任契約生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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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委任契約之一般原
則，當事人之任何一方
得隨時終止之。是以，
監護宣告後，若本人暫
時性恢復意思能力，依
家事事件法第十四條第
三項規定，本人此際仍
有程序能力，得聲請許
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
惟為保護受監護宣告人
之權益，受監護宣告人
本人仍應有正當理由始
得終止契約，爰於前段
明定本人有正當理由者
，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
意定監護契約。另倘受
監護宣告人本人已長期
回復意思能力，則應聲
請撤銷監護宣告，而無
前開規定之適用，併予
敘明。
(二)又一般之委任契約生效
後，固當事人之任何一
方得隨時終止之，惟於
意定監護契約成立，本
人因喪失意思能力，法
院為監護之宣告後，受
監護宣告之人為無行為
能力，若仍可任由受任
人終止該契約，對於判
斷能力已喪失之本人顯
然保護不周。惟如受任
人確有正當理由，得經
法院許可辭任其職務。
五、又第三項所定「得聲請
法院許可終止意定監護
契約」，係指終止全部
意定監護契約而言，而
法院許可終止意定監護
契約後，因監護宣告尚
未經撤銷，應由法院另
行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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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法
定監護人，爰為第四項
規定。另如受任人依第
三項規定經法院許可辭
任，於受任人僅有一人
時，得準用第一千一百
零六條第一項規定，由
法院另行選定適當之監
護人；如受任人有數人
時，則視其情形適用修
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
條之六之規定，併予敘
明。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六 法院
為監護之宣告後，監護人共
同執行職務時，監護人全體
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
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
一項之情形者，法院得依第

一、本條新增。
二、依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
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意定
監護契約之受任人為數人者
，除約定為分別執行職務外
，應共同執行職務。法院為

十四條第一項所定聲請權人
之聲請或依職權，就第一千
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
另行選定或改定為監護人。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
意定監護契約約定監護人數
人分別執行職務時，執行同
一職務之監護人全體有第一
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
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一項之
情形者，法院得依前項規定
另行選定或改定全體監護人
。但執行其他職務之監護人
無不適任之情形者，法院應
優先選定或改定其為監護人
。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
前二項所定執行職務之監護
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有第一千
一百零六條第一項之情形者
，由其他監護人執行職務。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執行職

監護之宣告後，監護人共同
執行職務時，頇監護人全體
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
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
一項之情形者，法院始得依
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聲請權
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就第一
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
人另行選定或改定為監護人
。如監護人中僅一人或數人
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
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
一項之情形時，因尚有其他
監護人可執行職務，法院仍
不得依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
職權另行選定或改定為監護
人，爰為第一項規定，俾將
法院介入意定監護之情形適
度予以限縮，以避免法院頇
動輒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
，使監護人更替頻繁，浪費
司法資源，且不利監護事務
之續行。又意定監護之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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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監護人中之一人或數人

人如有二人以上者，只頇其

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
一項之情形者，法院得依第
十四條第一項所定聲請權人
之聲請或依職權解任之，由

中一人聲請即可，無頇共同
聲請，併為敘明。
三、倘意定監護契約之受任人
為數人且另有約定受任人為

其他監護人執行職務。

分別執行職務時，則頇執行
同一職務之監護人全體均有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一
項之情形，法院始得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所定聲請權人之
聲請或依職權，就第一千一
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另
行選定或改定全體監護人。
例如：意定監護契約約定由
甲、乙二人執行有關受監護
人之護養療治事項，另由丙
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財產管
理事項，倘甲有顯不適任情
事，因受監護人之護養療治
事項仍得由乙繼續執行監護
職務，故尚無頇由法院介入
；倘甲、乙二人均有顯不適
任情事，或丙有顯不適任情
事，此時護養療治事項或財
產管理事項將無監護人得以
執行職務，始頇由法院介入
另行選定或改定全體監護人
。爰為第二項本文規定。惟
於上開情形，倘執行其他職
務之監護人無不適任之情形
者，亦即無第一千一百零六
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百零六
條之一第一項之情形，鑑於
彼等已執行監護職務相當時
日，與受監護人已建立信賴
感及熟悉度，此時法院應優
先選定其為監護人。例如前
開甲、乙二人均有顯不適任
情事，但丙並無顯不適任，
則法院另行選定監護人時，
應優先選定丙為執行有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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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理事項之監護人；反之
，如丙有顯不適任情事，而
甲、乙二人並無顯不適任，
法院應優先選定甲、乙二人
為執行有關養護療治事項之
監護人，俾利監護事務之續
行，並可落實尊重當事人意
思自主，爰為第二項但書規
定。
四、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第
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執行職務
之監護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有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之
情形者，由於該等事由（死
亡、經法院許可辭任、有第
一千零九十六條各款情形之
一）較為明確，監護人間對
該情形之存否應無爭議，此
際尚無聲請法院確認之必要
，爰於第三項明定由其他監
護人執行職務。此時，該執
行職務之其他監護人得向戶
政機關申請監護人之變更登
記，俾便監護事務之遂行，
併此敘明。
五、承前，倘法院為監護之宣
告後，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
執行職務之監護人中之一人
或數人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
之一之情形者，由於該等事
由（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
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
顯不適任之情事）係屬不確
定法律概念，監護人間對此
之認定容有爭議，此際宜由
法院介入處理，爰於第四項
明定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
項所定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
職權解任之，由其他監護人
執行職務。又法院解任監護
人後，依修正條文第一千一
百十三條之十準用第一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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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二條之二規定，由法院
依職權囑託戶政機關為監護
人之變更登記，併此敘明。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七 意定
監護契約已約定報酬或約定
不給付報酬者，從其約定；
未約定者，監護人得請求法

一、本條新增。
二、意定監護受任人之報酬支
付，當事人如已約定報酬之
數額，或約定毋庸給付報酬

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之資
力酌定之。

者，均屬當事人明示約定，
自應依其約定，無再請求法
院酌定之必要；當事人若未
約定，參考第一千一百零四
條規定，由意定監護受任人
請求法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
人之資力酌定之，爰為本條
規定。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八 前後
意定監護契約有相牴觸者，

一、本條新增。
二、意定監護制度施行後，可

視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
約。

能發生當事人重複訂立意定
監護契約之情形，此時前後
意定監護契約之法律效果如
何，宜有明確規範，爰參考
第一千二百二十條之規範意
旨，明定前後意定監護契約
有相牴觸者，視為本人撤回
前意定監護契約。所稱「牴
觸」，係指受任人之增減或
監護內容之變動，與前契約
不同者，均屬之。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九 意定
監護契約約定受任人執行監
護職務不受第一千一百零一
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限制
者，從其約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貫徹當事人意思自主原
則，除監護人之產生得由本
人事先約定外，對於本人之
財產管理與處分等行為，允
宜賦予本人事前之指定權限
。是以，原監護契約未特別
約定受任人得否行使第一千
一百零一條第二項、第三項
規定所列行為之權限時，固
有由法院加以斟酌是否應予
許可之必要；惟倘本人於意
定監護契約已特別約定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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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理受監護人購置、處分
不動產或得以受監護人財產
為投資者，此時應優先落實
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法院
之許可權應僅於意定監護契
約未約定時始予補充，爰為
本條規定，以資明確。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十 意定
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
準用關於成年人監護之規定
。

一、本條新增。
二、意定監護雖具有委任契約
之性質，惟其非處理單純事
務之委任，其本質上仍屬監
護制度之一環。是以，本節
未規定者，應以與法定監護
有關之條文予以補充，例如
：第一千一百十二條（監護
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應尊
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
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
第一千一百十二條之二（監
護登記）、第一千一百十三
條（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
之規定）等，爰明定本節未
規定者，準用關於成年人監
護之規定，以資明確，俾利
適用。
三、為確保監護事務之有效遂
行，監護事務之費用應由本
人負擔為原則，故意定監護
費用之負擔應準用法定監護
之規定。又為遂行監護事務
所生之必要費用，無論意定
監護契約為有償或無償皆應
由本人之財產支出。意定監
護人關於監護事務，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監護事
務（第一千一百十三條準用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第一項及
第一千一百條之規定），附
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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