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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150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266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本院刻正審議民法第十二條下修
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與成
年相關之結婚、訂婚規定均應一併修正；又現下國際趨勢以
兒童權利保護及性別平等為要，結婚與訂婚之年齡除不應過
早以免有礙兒童之身心發展，亦不應因性別而有所差異，故
關於結婚年齡及未成年人結婚之相關規定，亦有修正之必要
，爰提出「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邱顯智 陳椒華 王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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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有鑑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人權宣言暨行動綱領》、《兒童權利公約》等國
際公約，均規定防止締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或使該等婚姻生效，而《兒童權利公約》第一
條明定：「為本公約之目的，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人，但其所適用之法律規定未滿十八歲
為成年者，不在此限。」，現行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規定，男未滿十七歲，
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女性未滿十六歲不得結婚，顯然不符國際公約保障男女平
等及兒童權利之意旨，爰將訂婚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男女皆為十八歲。
二、因應民法第十二條、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之修正，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人已結婚而取得行為能力之情形
，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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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正男女最低訂婚年齡均為十八歲。（修正條文第九百七十三條）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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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配合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問
題，民法第九百八十一條及第九百九十條關於未成年人結婚之相關規範，亦應配合刪除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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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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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法第十二條及第九
百八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
結婚年齡既均修正為十八歲
，未成年人之婚姻即因違反
強行規定而屬無效，即無復
有「未成年人已結婚者」，
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第九百七十三條 未滿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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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第十六條第一

訂定婚約。

第九百八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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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委 501

項（a）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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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
；又依據同條第二項規定，
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
效力，並應採取包括規定結
婚最低年齡等一切必要行動
；復參酌《兒童權利公約》
第一條規定，為該公約之目
的，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
人等情，爰將訂定婚約年齡
修正為無論男女均為十八歲
，除消除男女間年齡規定之
差別，以落實性別平等及平
權之真諦，亦充分保障兒童
之權利。
一、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第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成年
男女，不受種族、性別、言
語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
婚嫁和成立家庭。她們在婚
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
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
。」；又依據《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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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a）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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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締結婚約
的權利；復依據同條第二項
規定，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
具法律效力，並應採取包括
規定結婚最低年齡等一切必
要行動；復參酌《兒童權利
公約》第一條規定，為該公
約之目的，兒童係指未滿十
八歲之人等情，爰將結婚年
齡修正為無論男女均為十八
歲，除消除男女間年齡規定
之差別，以落實性別平等及
平權之真諦，亦充分保障兒
童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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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
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
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無
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
人同意之問題，爰刪除本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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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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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第九百八十一條之刪
除，爰刪除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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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
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

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

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本條但
書「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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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
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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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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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同。

子女同。

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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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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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條「且未結婚」、「或
已結婚」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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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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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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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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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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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項之規定。

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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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
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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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
在此限。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
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
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而
已結婚之人，爰刪除本條但書
「但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在此
限」規定。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
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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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
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
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而
已結婚之家屬，爰刪除本條「
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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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
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
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而
已結婚之家屬，爰刪除本條「
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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