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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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貣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155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我國將通姦除罪化後，為保護配偶權
受侵害人逸失的生活利益，有效貫徹損害賠償法預防損害的
目的，並於程序面上減化立證困難、案件之爭點，促進訴訟
進行之功能，爰擬具「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九十五條之一
及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現行民法第十八條就「慰撫金」如何檢選特定之事實，作為酌定慰撫金之參考，並未有明
確規定，為使法院就慰撫金之算定，有明確的量定標準，並就其進行妥當說理，爰將現行
實務及學理所支持之量定因子明文增訂入法。
二、鑑於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已宣告通姦罪違憲，配偶權受侵害一方僅能依《民法》請求
損害賠償，而慰撫金所具有的功能，首應保護被害人逸失的生活利益，並有效貫徹損害賠
償法預防損害的目的，在我國將通姦除罪化後，民事損害賠償的功能是否得以貫徹，對配
偶權受侵害的被害人益形重要，惟現行司法實務對於慰撫金之量定尚無定型定額化的標定
標準，常受有「金額量定的不確定性」、「參酌因素的空洞性」等質疑，此於家事事件普
遍有背景事實複雜、情感關係錯綜、請求權基礎多元等情況下，使得法院就此類案件的慰
撫金量定，更為困難，為相對完整填補被害人的損害，並於程序面上減化立證困難、案件
之爭點，促進訴訟進行之功能，應有必要提高慰撫金請求金額的可預見性。
三、目前司法實務就侵害配偶權的撫慰金賠償數額大多不高，約在 10 萬元至 60 萬元不等，顯
屬過低，實難撫慰配偶之精神損害，侵害配偶權的傷害對配偶而言，絕對是長時間的精神
折磨，因此，為完善民事救濟美意、維護配偶權權益，並撫慰配偶之精神損害，法界人士
及民間團體均認為應以立法方式提高賠償金額，填補通姦罪除罪化後對配偶所生之侵害，
並訂定侵害配偶權的慰撫金最低賠償金額，給予配偶最低保障額度，若法院於審理時發現
個案適用出現有失公平之情形，亦宜賦予法院有酌減之權利，以資衡平；此一原則亦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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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離婚所生的非財產之損害（慰撫金），惟請求權人所逸失的生活利益，除有離婚的原
因事實外，尚有離婚本身所致的損害，故應適度增加得請求之最低金額。
四、學者及民間團體在討論刑法廢除通姦罪後，關於保障配偶權利之配套措施時，均有提及關
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應予調整，以落實配偶權利之保障，若在剩餘財產計算後，侵害配
偶權行為人可向他方請求分配時，法院應調整其分配額，減少分配至少二分之一，或不得
向他方請求；若在婚後剩餘財產計算後，他方可向侵害配偶權行為人請求分配時，法院應
調整分配額，增加分配至少二分之一。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邱臣遠

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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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九十五條之一及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八條

條

文

人格權受侵害時，

現

行

第十八條

條

文

人格權受侵害時，

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
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

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
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

之。

之。

說

明

一、新增第三項。
二、現行民法第十八條就「慰
撫金」如何檢選特定之事實

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

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

，作為酌定慰撫金之參考，
並未有明確規定，為使法院

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
賠償或慰撫金。

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
賠償或慰撫金。

就慰撫金之算定，有明確的
量定標準，並就其進行妥當

法院為前項之慰撫金裁
判時，應斟酌雙方之身分、

說理，爰就現行實務及學理
所支持之量定因子明文增訂

職業、社會地位、教育程度
、財產、經濟狀況、被害人

於第三項。

精神痛苦程度、侵害情節輕
重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
相當之金額。
第一百九十五條之一

法院為

一、本條新增。

關於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
裁判時，不得低於行為人行

二、鑑於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
解釋已宣告通姦罪違憲，也

為時總資產三分之一；行為
人行為時前五年之年平均收

就是說，有配偶者與第三人
間發生性行為，此縱有損及

入較高者，不得低於年平均
收入半數。

婚姻關係中原應信守的忠誠
義務，並有害對方感情與對

法院為關於民法第一千
零五十六條第二項之損害賠

婚姻期待，國家將不再施以
刑罰制裁，配偶權受侵害一

償裁判時，賠償數金額不得
低於行為人行為時總資產二

方也不能以刑事通姦貣訴提
貣附帶民事訴訟，僅能依《

分之一；行為人行為時前五
年之年平均收入金額較高者

民法》請求損害賠償。
三、慰撫金所具有的功能，首

，不得低於年平均收入。
法院依前二項規定核定

應保護被害人逸失的生活利
益，並有效貫徹損害賠償法

損害賠償金額有失公平者，
法院得減至相當數額。

預防損害的目的，而在我國
將通姦除罪化後，民事損害
賠償的功能是否得以貫徹，
對配偶權受侵害的被害人益
形重要。
四、現行司法實務對於慰撫金
之量定尚無定型定額化的標
定標準，常受有「金額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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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確定性」、「參酌因素
的空洞性」等質疑，此於家
事事件普遍有背景事實複雜
、情感關係錯綜、請求權基
礎多元等情況下，使得法院
就此類案件的慰撫金量定，
更為困難，為相對完整填補
被害人的損害，並於程序面
上減化立證困難、案件之爭
點，促進訴訟進行之功能，
應有必要提高慰撫金請求金
額的可預見性。
五、目前司法實務就侵害配偶
權的撫慰金賠償數額大多不
高，約在 10 萬元至 60 萬元
不等，顯屬過低，實難撫慰
配偶之精神損害。因侵害配
偶權的傷害對配偶而言，絕
對是長時間的精神折磨，因
此，為完善民事救濟美意、
維護配偶權權益，並撫慰配
偶之精神損害，法界人士及
民間團體均認為應以立法方
式提高賠償金額，以衡平通
姦罪除罪化後對配偶所生之
侵害，爰新增本條文第一項
，訂定侵害配偶權的慰撫金
最低賠償金額，給予配偶最
低保障額度，亦使法院有判
決較高損害賠償金額之法律
依據。
六、於離婚所生的非財產之損
害（慰撫金），請求權人所
逸失的生活利益，除有離婚
的原因事實外，尚有離婚本
身所致的損害，爰依本增訂
條文第一項之立法方式，於
第二項規定適度增加得請求
之最低金額。
七、法院在審理時若發現個案
適用出現有失公平之情形，
宜賦予法院有酌減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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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於增訂條條文第三項規定
之，以資衡平。
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

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

一、學者及民間團體在討論刑
法廢除通姦罪後，關於保障

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配偶權利之配套措施時，均
有提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分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

配，應予調整，以落實配偶
權利之保障。

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

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

二、若在婚後剩餘財產計算後
，侵害配偶權行為人可向他

之財產。
二、慰撫金。

之財產。
二、慰撫金。

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
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

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
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

之一，或不得向他方請求。
三、若在婚後剩餘財產計算後

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
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

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
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

，他方可向侵害配偶權行為
人請求分配時，法院應調整

配額；夫妻之一方侵害配偶
權者，法院應調整分配額，

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

分配額，增加分配至少二分
之一。

增加或減少分配額至少二分
之一，或不得向他方請求。

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
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
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

、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
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

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
、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

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
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
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
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

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

，或已貣訴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

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
，或已貣訴者，不在此限。

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
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貣，二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
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
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貣，逾五

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貣，二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

年者，亦同。

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貣，逾五
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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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請求分配時，法院應調整
分配額，減少分配至少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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