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 第四編 親屬  

第一章 通 則 

 第九百六十七條 直系與旁系血親 

  稱直系血親者，謂己身所從出或從己身所出之血親。  

稱旁系血親者，謂非直系血親，而與己身出於同源之血親。  

 第九百六十八條 親等之計算 

  血親親等之計算，直系血親，從己身上下數，以一世為一親等；旁系血親，

從己身數至同源之直系血親，再由同源之直系血親，數至與之計算親等之

血親，以其總世數為親等之數。 

 第九百六十九條 姻親之定義 

  稱姻親者，謂血親之配偶、配偶之血親及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第九百七十條 姻親之親系及親等 

  姻親之親系及親等之計算如左：  

一、血親之配偶，從其配偶之親系及親等。  

二、配偶之血親，從其與配偶之親系及親等。  

三、配偶之血親之配偶，從其與配偶之親系及親等。  

 第九百七十一條 姻親關係之消滅 

  姻親關係，因離婚而消滅；結婚經撤銷者亦同。 

第二章 婚 姻 

第一節 婚 約 

 第九百七十二條 婚約之要件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第九百七十三條 婚約之要件 

  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九百七十四條 婚約之要件 

  未成年人訂定婚約，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九百七十五條 婚約之效力 

  婚約，不得請求強迫履行。 

 第九百七十六條 婚約解除之事由及方法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約：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者。  

二、故違結婚期約者。  

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者。  

四、有重大不治之病者。  

五、有花柳病或其他惡疾者。  

六、婚約訂定後成為殘廢者。 

七、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姦者。  

八、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者。  

九、有其他重大事由者。  

依前項規定解除婚約者，如事實上不能向他方為解除之意思表示時，無須

為意思表示，自得為解除時起，不受婚約之拘束。  

 第九百七十七條 解除婚約之賠償 

  依前條之規定，婚約解除時，無過失之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

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第九百七十八條 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無第九百七十六條之理由而違反婚約者，對於他方因

此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第九百七十九條 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 

  前條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

害人無過失者為限。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第九百七十九條之一 贈與物之返還 

  因訂定婚約而為贈與者，婚約無效、解除或撤銷時，當事人之一方，得請

求他方返還贈與物。 

 第九百七十九條之二 贈與物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第九百七十七條至第九百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之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 

第二節 結 婚 

 第九百八十條 結婚之實質要件－結婚年齡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 

 第九百八十一條 結婚之實質要件－未成年人結婚之同意 

  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九百八十二條 結婚之形式要件 

  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  

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已結婚。  

 第九百八十三條  結婚之實質要件－須非一定之親屬  

  與左列親屬，不得結婚：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  

二、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

親，輩分相同者，不在此限。  

三、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同者。  

前項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姻親關係消滅後，亦適用之。  

第一項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在收養關係終止後，亦適用之。  

 第九百八十四條 結婚之實質要件－須無監護關係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不得結婚。但經受監護人父母之

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九百八十五條 結婚之實質要件－須非重婚 

  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一人不得與二人以上結婚。  

 第九百八十六條 刪除 

 第九百八十七條 刪除 

 第九百八十八條 結婚之無效 

  結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不具備第九百八十二條第一項之方式者。  

二、違反第九百八十三條或第九百八十五條之規定者。  

 第九百八十九條 結婚之撤銷－未達結婚年齡 

  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條之規定者，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撤

銷之。但當事人已達該條所定年齡或已懷胎者，不得請求撤銷。 

 第九百九十條 結婚之撤銷－未得同意 

  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一條之規定者，法定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

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六個月或結婚後已逾一年，或已懷胎者，不得

請求撤銷。 

 第九百九十一條 結婚之撤銷－有監護關係 

  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四條之規定者，受監護人或其最近親屬得向法院請求

撤銷之。但結婚已逾一年者，不得請求撤銷。 

 第九百九十二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三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四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五條 結婚之撤銷－不能人道 

  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不能人道而不能治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但自知悉其不能治之時起已逾三年者，不得請求撤銷。 

 第九百九十六條 結婚之撤銷－精神不健全 

  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得於常態回復後六

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第九百九十七條 結婚之撤銷－因被詐欺或脅迫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結婚者，得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六個月內向法

院請求撤銷之。 

 第九百九十八條 撤銷之不溯及效力 

  結婚撤銷之效力，不溯及既往。 

 第九百九十九條 婚姻無效或撤銷之損害賠償 

  當事人之一方，因結婚無效或被撤銷而受有損害者，得向他方請求賠償。

但他方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

害人無過失者為限。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 結婚無效或經撤銷準用規定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及第一千零五十八條之規定，於結婚無效時準用之。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第

一千零五十七條及第一千零五十八條之規定，於結婚經撤銷時準用之。  

第三節 婚姻之普通效力 

 第一千條 夫妻之冠姓 

  夫妻各保有其本姓。但得書面約定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並向戶政機關

登記。  

冠姓之一方得隨時回復其本姓。但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為限。  

 第一千零一條 夫妻之同居義務 

  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第一千零二條 夫妻之住所 

  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得聲請法院定

之。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以夫妻共同戶籍地推定為其住所。  

 第一千零三條 日常家務代理權 

  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  

夫妻之一方濫用前項代理權時，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第四節 夫妻財產制 

第一款 通 則 

 第一千零四條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立－約定財產制之選擇 

  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

為其夫妻財產制。 

 第一千零五條 法定財產制之適用 

  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

其夫妻財產制。 

 第一千零六條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要件－訂約之能力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立、變更或廢止，當事人如為未成年人或為禁治產人

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千零七條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要件－要式契約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立、變更或廢止，應以書面為之。 

 第一千零八條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要件－契約之登記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立、變更或廢止非經登記，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前項登記，另以法律定之。  

 第一千零八條之一 除夫妻財產制外，有關夫妻財產其他約定之方法 

  前三條之規定，於有關夫妻財產之其他約定準用之。 

 第一千零九條 分別財產制之原因－夫妻一方破產 

  夫妻之一方受破產宣告時，其夫妻財產制，當然成為分別財產制。 

 第一千零一十條 分別財產制之原因｜法院應夫妻一方之聲請而為宣告 

  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法院因夫妻一方之請求，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一、夫妻之一方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  

二、夫或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或夫妻之總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

時。  

三、夫妻之一方為財產上之處分，依法應得他方之同意，而他方無正當理

由拒絕同意時。  

四、夫妻之一方對於他方之原有財產，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

不改善時。 

五、夫妻難於維持其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時。  

六、有其他重大事由時。  

 第一千零一十一條 分別財產制之原因｜債權人之聲請 

  債權人對於夫妻一方之財產已為扣押，而未得受清償時，法院因債權人之

聲請，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第一千零一十二條 夫妻財產制之變更廢止 

  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得以契約廢止其財產契約，或改用他種約定財產

制。 

 第一千零一十三條 法定特有財產 

  左列財產為特有財產：  

一、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  

二、夫或妻職業上必需之物。  

三、夫或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  

 第一千零一十四條 約定特有財產 



  夫妻得以契約訂定以一定之財產為特有財產。 

 第一千零一十五條 特有財產之效力 

  前二條所定之特有財產，適用關於分別財產制之規定。 

第二款 法定財產制 

 第一千零一十六條 聯合財產之組成 

  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為其聯合

財產。但特有財產，不在其內。 

 第一千零一十七條 聯合財產所有權之歸屬 

  聯合財產中，夫或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

為夫或妻之原有財產，各保有其所有權。  

聯合財產中，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之原有財產。 

 第一千零一十八條 聯合財產之管理 

  聯合財產，由夫管理。但約定由妻管理時，從其約定。其管理費用由有管

理權之一方負擔。  

聯合財產由妻管理時，第一千零十九條至第一千零三十條關於夫權利義務

之規定，適用於妻，關於妻權利義務之規定  

，適用於夫。  

 第一千零一十九條 夫對妻原有財產之用益權 

  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但收取之孳息，於支付家庭生

活費用及聯合財產管理費用後，如有剩餘，  

其所有權仍歸屬於妻。  

 第一千零二十條 夫對妻原有財產之處分權 

  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為處分時，應得妻之同意。但為管理上所必要之處分，

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之欠缺，不得對抗第三人。但第三人已知或可得而知其欠缺，或

依情形可認為該財產屬於妻者，不在此限。  

 第一千零二十一條 妻對夫之原有財產之處分權 

  妻對於夫之原有財產，於第一千零零三條所定代理權限內，得處分之。 

 第一千零二十二條 夫對妻原有財產狀況之報告義務 

  關於妻之原有財產，夫因妻之請求，有隨時報告其狀況之義務。 

 第一千零二十三條 夫負清償責任之債務 

  左列債務，由夫負清償之責：  



一、夫於結婚前所負之債務。  

二、夫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之債務。  

三、妻因第一千零零三條所定代理行為而生之債務。  

 第一千零二十四條 妻就其全部財產負清償責任之債務 

  左列債務，由妻負清償之責：  

一、妻於結婚前所負之債務。  

二、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之債務。  

 第一千零二十五條 妻就其特有財產負清償責任之債務 

  左列債務，由妻僅就其特有財產負清償之責：  

一、妻就其特有財產設定之債務；  

二、妻逾越第一千零零三條代理權限之行為所生之債務。  

 第一千零二十六條 家庭生活費用之負擔 

  家庭生活費用，夫無支付能力時，由妻就其財產之全部負擔之。 

 第一千零二十七條 夫妻間之財產補償請求權 

  妻之原有財產所負債務而以夫之財產清償，或夫之債務而以妻之原有財產

清償者，夫或妻有補償請求權。但在聯合財  

產關係消滅前，不得請求補償。  

妻之特有財產所負債務而以聯合財產清償，或聯合財產所負債務而以妻之

特有財產清償者，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  

得為補償之請求。  

 第一千零二十八條 妻死亡時原有財產之歸屬 

  妻死亡時，妻之原有財產，歸屬於妻之繼承人，如有短少，夫應補償之。

但以其短少，係因可歸責於夫之事由而生者  

為限。  

 第一千零二十九條 夫死亡時妻原有財產之取回權 

  夫死亡時，妻取回其原有財產，如有短少，並得向夫之繼承人請求補償。 

 第一千零三十條 聯合財產之分割 

  聯合財產之分割，除另有規定外，妻取回其原有財產，如有短少，由夫或



其繼承人負擔。但其短少，係由可歸責於妻  

之事由而生者，不在此限。  

 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剩餘財產之分配 

  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

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

產，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減其分配額。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

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聯合財產關係消  

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三款 約定財產制 

第一目 共同財產制 

 第一千零三十一條 共同財產之定義 

  夫妻之財產及所得，除特有財產外，合併為共同財產，屬於夫妻公同共有。 

共同財產，夫妻之一方，不得處分其應用部分。  

 第一千零三十二條 共同財產之管理 

  共同財產，由夫管理，其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擔。 

 第一千零三十三條 共同財產之處分 

  夫妻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為處分時，應得他方之同意。但為管理上所必

要之處分，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之欠缺，不得對抗第三人。但第三人已知或可得而知其欠缺，或

依情形，可認為該財產屬於共同財產者，不  

在此限。  

 第一千零三十四條 夫就共同財產負清償責任之債務 

  左列債務，由夫個人並就共同財產負清償之責：  

一、夫於結婚前所負之債務。  

二、夫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之債務。  



三、妻因第一千零零三條所定代理行為而生之債務。  

四、除前款規定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共同財產為負擔之債務。  

 第一千零三十五條 妻就共同財產負清償責任之債務 

  左列債務，由妻個人並就共同財產負清償之責：  

一、妻於結婚前所負之債務。  

二、妻因職務或營業所生之債務。  

三、妻因繼承財產所負之債務。  

四、妻因侵權行為所生之債務。  

 第一千零三十六條 妻就其特有財產負清償責任之債務 

  左列債務，由妻僅就其特有財產負清償之責：  

一、妻就其特有財產設定之債務。  

二、妻逾越第一千零零三條代理權限之行為所生之債務。  

 第一千零三十七條 家庭生活費用之負擔 

  家庭生活費用，於共同財產不足負擔時，妻個人亦應負責。 

 第一千零三十八條 共同財產制之補償請求權 

  共同財產所負之債務而以共同財產清償者，夫妻間，不生補償請求權。  

共同財產之債務而以特有財產清償，或特有財產之債務而以共同財產清償

者，有補償請求權；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  

亦得請求。  

 第一千零三十九條 共同財產制之消滅｜因其他原因之消滅 

  夫妻之一方死亡時，共同財產之半數，歸屬於死亡者之繼承人，其他半數，

歸屬於生存之他方。  

前項財產之分劃，其數額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一項情形，如該生存之他方，依法不得為繼承人時，其對於共同財產得

請求之數額，不得超過於離婚時所應得之數  

額。  

 第一千零四十條 共有財產制之消滅｜因其他原因之消滅 



  共同財產關係消滅時，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夫妻各得共同

財產之半數。 

 第一千零四十一條 所得共同財產制 

  夫妻得以契約訂定僅以所得為限為共同財產。  

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因勞力所得之財產及原有財產之孳息，為前項之所

得，適用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  

結婚時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屬於夫妻之原有財產，適用關於法定財產制之

規定。  

第二目 刪除 

 第一千零四十二條 刪除 

 第一千零四十三條 刪除 

第三目 分別財產制 

 第一千零四十四條 分別財產制之意義 

  分別財產，夫妻各保有其財產之所有權、管理權及使用、收益權。 

 第一千零四十五條 妻財產管理權之付與及取回 

  妻以其財產之管理權付與於夫者，推定夫有以該財產之收益供家庭生活費

用之權。  

前項管理權，妻得隨時取回。取回權不得拋棄。  

 第一千零四十六條 夫負清償責任之債務 

  左列債務，由夫負清償之責：  

一、夫於結婚前所負之債務。  

二、夫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之債務。  

三、妻因第一千零零三條所定代理行為而生之債務。  

 第一千零四十七條 妻負清償責任之債務 

  左列債務，由妻負清償之責：  

一、妻於結婚前所負之債務。  

二、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之債務。  

夫妻因家庭生活費用所負之債務，如夫無支付能力時，由妻負擔。  

 第一千零四十八條 家庭生活費用之負擔 



  夫得請求妻對於家庭生活費用，為相當之負擔。 

第五節 離 婚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兩願離婚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千零五十條 離婚之要式性 

  兩願離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離婚

之登記。 

 第一千零五十一條 刪除 

 第一千零五十二條 裁判離婚之原因 

  夫妻之一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  

一、重婚者。  

二、與人通姦者。  

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  

四、夫妻之一方對於他方之直系尊親屬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親屬之

虐待，致不堪為共同生活者。  

五、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  

六、夫妻之一方意圖殺害他方者。  

七、有不治之惡疾者。  

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 

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  

十、被處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譽之罪被處徒刑者。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

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  

離婚。  

 第一千零五十三條 裁判離婚之限制 

  對於前條第一款、第二款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

恕，或知悉已逾六個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  



已逾二年者，不得請求離婚。  

 第一千零五十四條 裁判離婚之限制 

  對於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六款及第十款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自知悉

後已逾一年，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五年者  

，不得請求離婚。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 離婚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權義及變更 

  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

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酌定之。  

前項協議不利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  

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

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  

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內容及方法。  

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  

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

一 

裁判離婚子女之監護︵一︶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

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  

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

二 

裁判離婚子女之監護︵二︶ 

  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

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  

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  

 第一千零五十六條 損害賠償 

  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

害人無過失者為限。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 贍養費 

  夫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

給與相當之贍養費。 

 第一千零五十八條 財產之取回 

  夫妻離婚時，無論其原用何種夫妻財產制，各取回其固有財產，如有短少，

由有管理權之一方負擔。但其短少係由非  

可歸責於有管理權之一方之事由而生者，不在此限。  

第三章 父母子女 

 第一千零五十九條 子女之姓 

  子女從父姓。但母無兄弟，約定其子女從母姓者，從其約定。  

贅夫之子女從母姓。但約定其子女從父姓者，從其約定。  

 第一千零六十條 未成年子女之住所 

  未成年之子女，以其父母之住所為住所。 

 第一千零六十一條 婚生子女之定義 

  稱婚生子女者，謂由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 

 第一千零六十二條 受胎期間 

  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一百八十一日起至第三百零二日止，為受胎期間。  

能證明受胎回溯在前項第三百零二日以前者，以其期間為受胎期間。  



 第一千零六十三條 婚生子女之推定及否認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

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  

 第一千零六十四條 準正 

  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女。 

 第一千零六十五條 認領之效力及認領之擬制及非婚生子女與生母之關係 

  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其經生父撫育者，視為認領。 

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  

 第一千零六十六條 認領之否認 

  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對於生父之認領，得否認之。 

 第一千零六十七條 認領之請求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其生

父認領為生父之子女：  

一、受胎期間生父與生母有同居之事實者。  

二、由生父所作之文書可證明其為生父者。  

三、生母為生父強姦或略誘成姦者。  

四、生母因生父濫用權勢成姦者。  

前項請求權，非婚生子女自成年後二年間或生母及其他法定代理人自子女

出生後七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一千零六十八條 請求認領之限制 

  生母於受胎期間內，曾與他人通姦或為放蕩之生活者，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第一千零六十九條 認領之效力｜溯及效力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但第三人已得之權利，不因此而

受影響。 

 第一千零六十九條之

一 

認領非婚生未成年子女權義之準用規定 

  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一

千零五十五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及第  

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之規定。  



 第一千零七十條 認領之效力｜絕對效力 

  生父認領非婚生子女後，不得撤銷其認領。 

 第一千零七十一條 刪除 

 第一千零七十二條 收養之定義 

  收養他人之子女為子女時，其收養者為養父或養母，被收養者為養子或養

女。 

 第一千零七十三條 收養要件｜年齡 

  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 

 第一千零七十三條之

一 

不得收養為養子女 

  左列親屬不得收養為養子女：  

一、直系血親。  

二、直系姻親。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者，不在此限。  

三、旁系血親及旁系姻親之輩分不相當者。但旁系血親在八親等之外，旁

系姻親在五親等之外者，不在此限。  

 第一千零七十四條 夫妻應為共同收養 

  有配偶者收養子女時，應與其配偶共同為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

子女者，不在此限。 

 第一千零七十五條 同時為二人養子女之禁止 

  除前條規定外，一人不得同時為二人之養子女。 

 第一千零七十六條 被收養人配偶之同意 

  有配偶者被收養時，應得其配偶之同意。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收養之效力｜養父母子女之關係 

  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第一千零七十八條 收養之效力｜養子女之姓氏 

  養子女從收養者之姓。  

有配偶者收養子女時，養子女之姓適用第一千零五十九條之規定。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 收養之方法 

  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之。但被收養者未滿七歲而無法定代理人時，不在

此限。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



示。但無法定代理人時，不在此限。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無法定代理

人時，不在此限。  

收養子女應聲請法院認可。  

收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認可：  

一、收養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  

二、有事實足認收養於養子女不利者。  

三、成年人被收養時，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者。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

一 

收養之無效 

  收養子女，違反第一千零七十三條、第一千零七十三條之一及第一千零七

十五條之規定者，無效。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

二 

收養之撤銷及其行使期間 

  收養子女，違反第一千零七十四條之規定者，收養者之配偶得請求法院撤

銷之。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六個月  

，或自法院認可之日起已逾一年者，不得請求撤銷。  

收養子女，違反第一千零七十六條或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者，

被收養者之配偶或法定代理人得請求法院撤  

銷之。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六個月，或自法院認可之日起已逾一

年者，不得請求撤銷。  

依前二項之規定，經法院判決撤銷收養者，準用第一千零八十二條及第一

千零八十三條之規定。  

 第一千零八十條 收養之終止｜合意終止 

  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由雙方同意終止之。  

前項終止，應以書面為之。  

養子女未滿七歲者，其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表示，由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

代理人之人代為之。  



養子女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者，其終止收養關係，應得收養終止後為

其法定代理人之人之同意。  

養父母死亡後，養子女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得聲請法院許可，

終止收養關係。  

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於前項聲請準用之。  

 第一千零八十一條 收養之終止｜判決終止 

  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因他方之請求，得

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  

一、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時。  

二、惡意遺棄他方時。  

三、養子女被處二年以上之徒刑時。  

四、養子女有浪費財產之情事時。  

五、養子女生死不明已逾三年時。  

六、有其他重大事由時。  

 第一千零八十二條 終止之效果｜給與金額之請求 

  收養關係經判決終止時，無過失之一方，因而陷於生活困難者，得請求他

方給與相當之金額。 

 第一千零八十三條 終止之效果｜復姓 

  養子女自收養關係終止時起，回復其本姓，並回復其與本生父母之關係。

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因此而受影響。 

 第一千零八十四條 親權｜孝親、保護及教養 

  子女應孝敬父母。  

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第一千零八十五條 親權｜懲戒 

  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 

 第一千零八十六條 親權｜代理 

  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 

 第一千零八十七條 子女之特有財產 

  未成年子女，因繼承、贈與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為其特有財產。 



 第一千零八十八條 親權｜子女特有財產之管理 

  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由父母共同管理。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但非為子女之利益，

不得處分之。  

 第一千零八十九條 裁判未成年子女權義之行使及變更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

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  

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得請求法院依子

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  

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聽取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 

 第一千零九十條 親權濫用之禁止 

  父母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其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得糾正之；糾

正無效時，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  

部或一部。  

第四章 監 護 

第一節 未成年人之監護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監護人之設置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時，應置監護人。但未成年人已結婚者，  

不在此限。  

 第一千零九十二條 委託監護人 

  父母對其未成年之子女，得因特定事項，於一定期限內，委託他人行使監

護之職務。 

 第一千零九十三條 遺囑指定監護人 

  後死之父或母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 

 第一千零九十四條 法定監護人 

  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

囑指定監護時，依左列順序定其監護人：  

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二、家長。  

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四、伯父或叔父。  

五、由親屬會議選定之人。  

 第一千零九十五條 監護人之辭職 

  依前條規定為監護人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辭其職務。 

 第一千零九十六條 監護人資格之限制 

  未成年人及禁治產人，不得為監護人。 

 第一千零九十七條 監護人之職務 

  除另有規定外，監護人於保護、增進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內，行使、負擔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但由父  

母暫時委託者，以所委託之職務為限。  

 第一千零九十八條 監護人之法定代理權 

  監護人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第一千零九十九條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財產之權義｜開具財產清冊 

  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會同親屬會議所指定之人，

開具財產清冊。 

 第一千一百條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財產之權義｜管理權及注意義務 

  受監護人之財產，由監護人管理，其管理費用，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

監護人管理受監護人之財產，應與處理自己  

事務為同一之注意。  

 第一千一百零一條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財產之權義｜限制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或處分。為不

動產之處分時，並應得親屬會議之允許。 

 第一千一百零二條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財產之權義｜受讓之禁止 

  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財產之權義｜財產狀況之報告 

  監護人應將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向親屬會議每年至少詳細報告一次。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之

一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財產之權義｜賠償 

  監護人因執行財產上之監護職務有過失所生之損害，對於受監護人應負賠



償之責。 

 第一千一百零四條 監護人之報酬請求權 

  監護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親屬會議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財產收益之狀

況酌定之。 

 第一千一百零五條 祖父母為監護人時財產管理方法及報酬之特別規定 

  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為監護人時，不適用第一千零九十九條、第一千

一百零一條後段、第一千一百零三條、第一  

千一百零三條之一及第一千一百零四條之規定。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 監護人之撤退 

  監護人有左列情形之一時，親屬會議得撤退之：  

一、違反法定義務時。  

二、無支付能力時。  

三、由親屬會議選定之監護人，違反親屬會議之指示時。  

 第一千一百零七條 監護終止時受監護人財產之清算 

  監護人於監護關係終止時，應即會同親屬會議所指定之人，為財產之清算，

並將財產移交於新監護人；如受監護人已  

成年時，交還於受監護人；如受監護人死亡時，交還於其繼承人。  

親屬會議對於前項清算之結果未為承認前，監護人不得免其責任。  

 第一千一百零八條 清算義務之繼承 

  監護人死亡時，前條清算，由其繼承人為之。 

 第一千一百零九條 監護人賠償責任之短期時效 

  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財產所致之損害，其賠償請求權，自親屬會議對於清

算結果拒絕承認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  

第二節 禁治產人之監護 

 第一千一百一十條 監護人之設置 

  禁治產人應置監護人。 

 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條 監護人之順序及選定 

  禁治產人之監護人，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配偶。  

二、父母。  

三、與禁治產人同居之祖父母。  

四、家長。  

五、後死之父或母以遺囑指定之人。  

不能依前項規定其監護人時，由法院徵求親屬會議之意見選定之。  

 第一千一百一十二條 監護人之職務 

  監護人為受監護人之利益，應按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護養療治其身體。 

監護人如將受監護人送入精神病醫院或監禁於私宅者，應得親屬會議之同

意。但父母或與禁治產人同居之祖父母為監  

護人時，不在此限。  

 第一千一百一十三條 未成年人監護規定之準用 

  禁治產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  

第一千一百零五條之規定，於父母為監護人時，亦準用之。  

第五章 扶 養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條 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 

  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  

一、直系血親相互間。  

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  

三、兄、弟、姊、妹相互間。  

四、家長、家屬相互間。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條 扶養義務人之順序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  



三、家長。  

四、兄弟姊妹。  

五、家屬。  

六、子婦、女婿。  

七、夫妻之父母。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條 扶養權利人之順序 

  受扶養權利者有數人，而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不足扶養其全體時，

依左列順序定其受扶養之人：  

一、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家屬。  

四、兄弟姊妹。  

五、家長。  

六、夫妻之父母。  

七、子婦、女婿。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  

受扶養權利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人時，應按其需要之狀況，酌為扶養。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條

之一 

夫妻與其他人扶養權利義務之順位 

  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

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條

之二 

結婚經撤銷或離婚子女之扶養義務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第一千一百一十七條 受扶養之要件 

  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條 扶養義務之免除 

  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

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 

 第一千一百一十九條 扶養程序 

  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

分定之。 

 第一千一百二十條 扶養方法之決定 

  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條 扶養程度及方法之變更 

  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請求變更之。 

第六章 家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 家之定義 

  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 家長與家屬 

  家置家長。  

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條 家長之選定 

  家長由親屬團體中推定之；無推定時，以家中之最尊輩者為之；尊輩同者，

以年長者為之；最尊或最長者不能或不願  

管理家務時，由其指定家屬一人代理之。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條 管理家務之注意義務 

  家務由家長管理。但家長得以家務之一部，委託家屬處理。 

 第一千一百二十六條 管理家務之注意義務 

  家長管理家務，應注意於家屬全體之利益。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之分離｜請求分離 

  家屬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屬之分離｜命令分離 

  家長對於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



當理由時為限。 

第七章 親屬會議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 召集人 

  依本法之規定應開親屬會議時，由當事人、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召集之。 

 第一千一百三十條 親屬會議組織 

  親屬會議，以會員五人組織之。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 親屬會議會員之選定順序 

  親屬會議會員，應就未成年人、禁治產人或被繼承人之左列親屬與順序定

之：  

一、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尊親屬。  

三、四親等內之同輩血親。  

前項同一順序之人，以親等近者為先；親等同者，以同居親屬為先，無同

居親屬者，以年長者為先。  

依前二項順序所定之親屬會議會員，不能出席會議或難於出席時，由次順

序之親屬充任之。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 指定會員 

  無前條規定之親屬，或親屬不足法定人數時，法院得因有召集權人之聲請，

於其他親屬中指定之。  

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依法應經親屬會議處理之事項，由有

召集權人聲請法院處理之。親屬會議經召開  

而不為或不能決議時，亦同。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 會員資格之限制 

  監護人、未成年人及禁治產人，不得為親屬會議會員。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條 會員辭職之限制 

  依法應為親屬會議會員之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辭其職務。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條 會議之召開及決議 

  親屬會議，非有三人以上之出席，不得開會；非有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

不得為決議。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條 決議之限制 



  親屬會議會員，於所議事件有個人利害關係者，不得加入決議。 

  不服決議之聲訴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所定有召集權之人，對於親屬會議之決議有不服者，

得於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