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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民法親屬編施
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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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函送「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3 條之 1 修正草案暨「民法親屬編
施行法」第 4 條之 2 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 109 年 8 月 13 日行政院第 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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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3 條之 1 修正草案暨「民法親屬
編施行法」第 4 條之 2 修正草案（含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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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會、公共關係處、外交國防法務處（均含附件）

院

長

蘇

貞

昌

院

長

許

宗

力

政 1

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民法總則編自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自同年十月十日施行，民法親屬編自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自二十年五月五日施行。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
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查現行民法第十二條有關成年年齡為二十歲之規定，係自十八年五月二十三
日公布，迄今已逾九十一年。而成年年齡制度，攸關自然人完全行為能力之取得，對於社會生活影
響深遠，鑑於現今世界主要各國立法例（如英國、法國及德國等）率多以十八歲作為成年年齡，與
我國鄰近之日本亦於西元二○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修正民法，將成年年齡自二十歲下修為十八歲（預
計於西元二○二二年四月一日施行），以及社會各界亦迭有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倡議，茲
考量當今我國青年身心發展現況，且為積極回應社會需求、與國際接軌，爰有修正民法第十二條成
年年齡規定之必要。
又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締約各國應給予男女
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第十六條第一項（a）款及第二項規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
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
上：（a）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力，並應採取一切必要
行動，包括制訂法律，規定結婚最低年齡，並規定婚姻必須向正式機構登記。」復依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二十一號一般性建議「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第三十六段至第三十八段「西
元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於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會議，通過《人權宣言暨行動綱領》
，敦促締約國廢止歧視女童和對女童造成傷害的現行法律、條例、習俗和慣例。第十六條第二項和
《兒童權利公約》均規定防止締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或使該等婚姻生效。根據《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係指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低於十八歲』。儘管已有定
義與《維也納宣言》，委員會仍認為男女結婚的最低年齡皆應為十八歲。男女結婚時承擔重要的責
任，因此不應准許其達到成年和取得充分行為能力之前結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觀點，未成年人
，尤指少女結婚生育，對其健康會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妨礙其學業，導致其經濟自立也受到侷限。
」、「這不僅影響婦女本身，還限制其能力發展和獨立性，減少其就業機會，從而對家庭和社區皆
造成不利影響。」、「部分國家規定男女不同的最低結婚年齡。其不正確地假定婦女的心智發展速
度與男性不同，或她們結婚時的身心發展無關緊要，該等規定應予廢除。」是以，現行民法第九百
八十條規定女性未滿十六歲不得結婚，且對男女之最低結婚年齡作不同規定，有違前揭公約保障兒
童權益及男女平等之意旨，為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之規定，爰修
正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規定，將男女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調整為一致，分別修正為
十七歲及十八歲。
另與我國鄰近之日本除將成年年齡自二十歲下修為十八歲外，亦將結婚年齡由男十八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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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歲修正為男女均為十八歲。爰參酌外國立法例及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之修正，擬具「
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成年年齡由二十歲修正為十八歲。（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二、配合成年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刪除未成年人已結婚而取得行為能力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三、修正男女最低訂婚年齡均為十七歲。（修正條文第九百七十三條）
四、修正男女最低結婚年齡均為十八歲。（修正條文第九百八十條）
五、配合成年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
條。
六、配合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修正「未成年人離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收養效力僅及於被收養人未成年且未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成年人已結婚者如無父
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親權亦無須設置監護人」、「未成年已結婚者得請求由家分離或其家長
得令其由家分離」等規定。（修正條文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
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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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現
第十二條

行

條

文

滿二十歲為成年。

說

明

現行有關成年年齡之規定乃於
十八年間制定並施行，迄今已
施行約九十一年，鑑於現今社
會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
體普及、資訊大量流通，青年
之身心發展及建構自我意識之
能力已不同以往，本條對於成
年之定義，似已不符合社會當
今現況；又世界多數國家就成
年多定為十八歲，與我國鄰近
之日本亦於二○一八年將成年
年齡自二十歲下修為十八歲；
另現行法制上，有關應負刑事
責任及行政罰責任之完全責任
年齡，亦均規定為十八歲（刑
法第十八條、行政罰法第九條
），與民法成年年齡有異，使
外界產生權責不相符之感，是
為符合當今社會青年身心發展
現況，保障其權益，並與國際
接軌，爰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
八歲。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
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
，有限制行為能力。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
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
，有限制行為能力。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
行為能力。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因應修正條文第十二條將
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以
及修正條文第九百八十條將
男、女最低結婚年齡修正均
為十八歲後，民法成年年齡
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一致
，爰配合刪除第三項有關未
成年人已結婚而取得行為能
力之規定。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女未滿十
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未滿十七
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
訂定婚約。

修正條文第九百八十條修正男
女最低結婚年齡均為十八歲，
爰修正男女最低訂婚年齡均為
十七歲。

第九百八十條 男女未滿十八
歲者，不得結婚。

第九百八十條 男未滿十八歲
，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

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EDAW）第十五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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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項規定：「締約各國應給予男
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
第十六條第一項（a）款及第
二項規定：「締約各國應採取
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
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
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
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a
）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
」、「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
法律效力，並應採取一切必要
行動，包括制訂法律，規定結
婚最低年齡，並規定婚姻必須
向正式機構登記。」復依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二十一號一般性
建議，該公約第十六條第二項
和兒童權利公約均規定防止締
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或使該
等婚姻生效。根據兒童權利公
約，兒童係指十八歲以下的任
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
定成年年齡低於十八歲。又未
成年人，尤指少女結婚生育，
對其健康會造成不利影響，同
時妨礙其學業，導致其經濟自
立也受到侷限。不僅影響婦女
本身，還限制其能力發展和獨
立性，減少其就業機會，從而
對家庭和社區皆造成不利影響
。是為保障兒童權益及男女平
等，以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第十五條、第十六
條規定，爰修正男女最低結婚
年齡為十八歲。

第九百八十一條 （刪除）

第九百八十一條 未成年人結
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

一、本條刪除。
二、因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
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已無
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
人同意之情形，爰予刪除。

第九百九十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條 結婚違反第九
百八十一條之規定者，法定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現行第九百八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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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規定刪除，爰刪除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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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
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
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

一、因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
齡均修正為十八歲，刪除但

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

書所定未成年人離婚應得法
定代理人同意之規定。
二、又於本次修正條文施行前
結婚之未成年人，於修正條
文施行後仍未滿十八歲而欲
兩願離婚者，因其於離婚時
修正條文業已施行，應直接
適用修正條文，無須再得其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併此敘
明。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
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
子女同。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
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
子女同。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
未修正。
二、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
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
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
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
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
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
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
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
，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
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
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
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
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
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之直
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
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
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
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
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
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
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
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
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
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
，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
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
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
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
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
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且未
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
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或已
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
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
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

第四項「且未結婚」、「或
已結婚」等文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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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之規定。

三項之規定。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
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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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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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
成年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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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對
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其由
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
為限。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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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7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
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但書規
定刪除。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
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或雖
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刪除
。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
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或雖
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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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民法總則施行法自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十月十日施行，其後歷經三次修
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六月十日。為配合本次修正民法第十二條，調降成年年齡
為十八歲規定之施行及適用，爰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對於現行整體法制具有相當之影響，蓋現行法律中，多有參考民法成年年齡
，而將「年滿二十歲」設定為相關涉及資格或要件等法定門檻，衡酌我國國情，為利政府機
關及社會大眾因應新制實施之衝擊，允宜設有緩衝期間二年，另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
將其施行日期訂於一月一日，俾利稅捐稽徵作業，爰訂定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施行日期
為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修正條文第三條之一第一項）
二、新法施行前已滿十八歲，而於新法施行日未滿二十歲者，明定其於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為成
年，以資周全。（修正條文第三條之一第二項）
三、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於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未滿二十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
、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
十歲。（修正條文第三條之一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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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之一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民法第十二條
及第十三條，自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前滿十八歲而於同
日未滿二十歲者，自同日起
為成年。

一、本條新增。
二、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涉及社
會重要制度之變革，無論對
於人民或政府機關均有所影
響，參酌日本於二○一八年
六月十三日修正民法調降成
年年齡，為減緩對社會之影
響與衝擊，乃訂於二○二二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未滿二十歲者，於
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
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
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
，自同日起，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
或利益至二十歲。

年四月一日始施行，即設有
將近四年之緩衝期。鑑此，
本次調降成年年齡，允宜設
有緩衝期間二年，以利政府
機關及社會大眾因應新制之
實施；並配合所得稅採年度
申報制，將其施行日期訂於
一月一日，俾利稅捐稽徵作
業，爰增訂第一項，將施行
日期訂為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
三、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十八
歲而於施行後仍未滿二十歲
者，其應於何時起成年，允
宜明確規範，以杜爭議，例
如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若無法定代理人時之
權利或其等對於其法定代理
人之權利，即應先確定其成
年之日，始得據以計算其權
利時效不完成之期間（民法
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
十二條參照），爰增訂第二
項，以期明確。
四、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自然人在第一項所定之施
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
、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
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
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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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至二十歲，例如夫妻兩
願離婚或經裁判離婚時，有
關扶養費之約定或裁判，應
按月支付至子女成年時，於
法院裁判或約定時民法成年
年齡為二十歲，因本次修正
調降為十八歲，其子女之權
利仍不受影響，即仍得受領
扶養費至二十歲；又如於新
法施行前依公務人員退休資
遣撫卹法、軍人撫卹條例及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
卹條例等規定，已取得撫卹
請領資格或其他給付行政事
項之未成年子女，其於新法
施行前已依法令取得之權利
或利益均不受影響，仍得享
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爰增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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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四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自二十年一月二十四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五月五日施行，其後歷經八次
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本次修正民法親屬編有關訂婚、結婚
年齡之相關規定，直接影響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女性結婚之權利，且間接影響未成年人因結婚而
具行為能力之年齡，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會觀念之改變，宜設有緩衝期間二年，以維護法安定性
及人民之信賴利益，另配合民法總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及其施行法第三條之
一修正草案，爰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四條之二修正草案，明定本次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
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之施行日期為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另考量於上開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之情形，有關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十八
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於滿十八歲前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
者之規定，爰增訂過渡規定，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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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四條之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
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
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
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
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
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
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訂婚、結婚年齡相關
規定之修正，直接影響十六
歲以上未滿十八歲女性結婚
之權利，且間接影響未成年
人因結婚而具行為能力之年
齡，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
會觀念之改變，宜設有緩衝

，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
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九十條、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
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
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
條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
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
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

期間二年，以維護法安定性
及人民之信賴利益，另配合
民法總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
條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及其
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
，將本次修正規定之施行日
期訂於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施行，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本次民法修正成年年齡與
最低結婚年齡均為十八歲，
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後
即無未成年已結婚之情形，
惟考量於本次修正施行日前
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
歲之情形，其婚姻之要件及
於滿十八歲成年前之身分事
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
爰有關結婚未得法定代理人
同意時之撤銷、是否為收養
認可效力所及、是否置監護
人、得否請求或令其由家分
離等情形，於修正施行後至
其滿十八歲之期間，仍宜適
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
結婚者之規定，爰於第二項
增訂過渡規定，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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