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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2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38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6 人，有鑑於現行《原住民身
分法》無法解決收養關係下養子女取得或回復原住民身分之
爭議問題，並配合民法成年年齡之修正，爰擬具「原住民身
分法」第五條、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按現行《原住民身分法》第五條，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雖不喪失原住民身分，但若從
養父母之姓，則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喪失原住民身分。另本法施行前原住民為非原住
民收養者，依現行法無以回復原住民身分，因此，修正明定本法施行前因收養而身分遭撤
銷者，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並溯及本法施行前之收養亦得適用。
二、查司法院釋字第 28 號解釋文略以：「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兄弟姊妹原屬民法第九百六十
七條所定之直系血親與旁系血親。其與養父母之關係，縱因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七條所定，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而成為擬制血親，惟其與本生父母方面之天然血親仍
屬存在。同法第一千零八十三條所稱養子女自收養關係終止時起，回復其與本生父母之關
係。所謂回復者，係指回復其相互間之權利義務，其固有之天然血親自無待於回復。當養
父母與養子女利害相反涉及訴訟時，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八十二條規定，其本生父母得代
為訴訟行為，可見雖在收養期間，本生父母對於養子女之利益，仍得依法加以保護。就本
件而論，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四條後段所稱被害人之血親得獨立告訴，尤無排斥其天然血
親之理由。」從而，養子女與本生父母之天然血親關係仍屬存在，亦即養子女與本生父母
仍屬直系血親。
三、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亦認「人之血統係先於憲法、法律存在之自然事實，與
個人及所屬群體之身分認同密切相關。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保
障原住民族多元文化、地位及其政治參與等，又原住民之文化權利乃個別原住民受憲法第
二十二條保障之基本權之一環，亦經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在案；即原住民之地位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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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其身分原則上係依自我認同原則。是原住民之身分認同權應受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高
度保障，乃原住民特殊人格權利。」從而，身分權係一種與人不可分離而專屬於權利人一
身之人格權，而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及回復，專屬於具原住民血統之個人基本權利，應予以
保障。因此，養子女與本生父母之天然血親關係，於收養關係存續中既仍屬存在，養子女
因與本生父母具有天然血親而可取得或回復原住民身分之權利，係該養子女個人之專屬權
利，故養子女於收養關係存續中，仍應賦予可行使其專屬權利。惟查，原住民出養後，其
本生父母始取得原住民身分者，依政府現行行政行為需先中止收養關係始得申請取得原住
民身分，違背司法院大法官第 28 號解釋及憲法法庭憲判字第 4 號判決意旨。爰修正明定養
子女之本生父母於收養後始取得原住民身分者，養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本生父母或養父母
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已成年者得依個人意願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四、同時，明定養子女得以利害關係人身分，依戶籍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申請本生父母之戶籍資
料或戶籍謄本，以利申請相關行政程序之進行，並修正第七條，將養父母納入規範。
五、修正第九條，配合民法修正降低成年人之年齡至年滿十八歲，爰將現行依修正前民法之成
年年齡「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後」，使成年之相關用法與本法第七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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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第五條、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

一、修正第一項及增訂第五項

養者，除第九條及第七條第
二項規定外，其原住民身分

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
，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及第六項。
二、查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

不喪失；本法施行前收養者
亦同。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
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

者雖不喪失原住民身分，但
若從養父母之姓，則依本法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
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

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
民身分。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喪失原住
民身分。另本法施行前原住

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
民身分。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
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

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本可
依本法修正前第八條第一項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
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

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
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

規定回復原住民身分，但該
項規定業已刪除，因此，爰

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
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

制。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

修正第一項明定本法施行前
因收養而身分遭撤銷者，其

制。

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
喪失。

原住民身分不喪失，並回溯
至本法施行前收養者亦得適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

條

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
喪失。

文

說

明

養子女之本生父母於收
養後取得原住民身分者，養

用。
三、司法院釋字第 28 號解釋
文略以：「養子女與本生父
母及其兄弟姊妹原屬民法第

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本生父
母或養父母申請取得原住民

九百六十七條所定之直系血
親與旁系血親。其與養父母

身分；已成年者得依個人意
願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之關係，縱因民法第一千零
七十七條所定，除法律另有

前項養子女得以利害關
係人身分，依戶籍法第六十

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而
成為擬制血親，惟其與本生

五條規定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本生父母之戶籍資料或戶籍

父母方面之天然血親仍屬存
在。同法第一千零八十三條

謄本。

所稱養子女自收養關係終止
時起，回復其與本生父母之
關係。所謂回復者，係指回
復其相互間之權利義務，其
固有之天然血親自無待於回
復。當養父母與養子女利害
相反涉及訴訟時，依民事訴
訟法第五百八十二條規定，
其本生父母得代為訴訟行為
，可見雖在收養期間，本生
父母對於養子女之利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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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法加以保護。就本件而
論，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四
條後段所稱被害人之血親得
獨立告訴，尤無排斥其天然
血親之理由。」從而，養子
女與本生父母之天然血親關
係仍屬存在，亦即養子女與
本生父母仍屬直系血親。
四、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亦認「人之血統係
先於憲法、法律存在之自然
事實，與個人及所屬群體之
身分認同密切相關。另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
第十二項規定保障原住民族
多元文化、地位及其政治參
與等，又原住民之文化權利
乃個別原住民受憲法第二十
二條保障之基本權之一環，
亦經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
釋在案；即原住民之地位較
特殊，其身分原則上係依自
我認同原則。是原住民之身
分認同權應受憲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高度保障，乃原住民
特殊人格權利。」從而，身
分權係一種與人不可分離而
專屬於權利人一身之人格權
，而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及回
復，專屬於具原住民血統之
個人基本權利，應予以保障
。因此，養子女與本生父母
之天然血親關係，於收養關
係存續中既仍屬存在，養子
女因與本生父母具有天然血
親而可取得或回復原住民身
分之權利，係該養子女個人
之專屬權利，故養子女於收
養關係存續中，仍應賦予可
行使其專屬權利。惟查，原
住民出養後，其本生父母始
取得原住民身分者，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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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行政行為需先中止收養
關係始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
分，違背司法院大法官第
28 號解釋及憲法法庭憲判
字第 4 號判決意旨。
五、綜上，爰修正增訂第五項
明定養子女之本生父母於收
養後始取得原住民身分者，
養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本生
父母或養父母申請取得原住
民身分；已成年者得依個人
意願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六、為配合第五項，爰增訂第
六項，明定養子女得以利害
關係人身分，依戶籍法第六
十五條規定申請本生父母之
戶籍資料或戶籍謄本，以利
申請相關行政程序之進行。
第七條 第四條第二項、第五
條第五項及前條第二項、第

第七條 第四條第二項及前條
第二項、第三項子女從具原

三項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
父、母、養父、養母之姓或

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或原
住民傳統名字，未成年時得

原住民傳統名字，未成年時
得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

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
依個人意願取得或變更，不

後依個人意願取得或變更，
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

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及
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一千零七十八條及姓名條
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之限制。
前項子女嗣後變更為非

。
前項子女嗣後變更為非

原住民父或母之姓者，喪失
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父或母之姓者，喪失
原住民身分。

第一項子女之變更從姓
或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未

第一項子女之變更從姓
或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未

成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為
限。

配合第五條修正第一項，並將
養父母納入規範。

成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為
限。
第九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

第九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

一、修正第一項第三款。
二、為配合民法修正降低成年

分：
一、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分：
一、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人之年齡至年滿十八歲，爰
將現行依修正前民法第十二

者。
二、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

者。
二、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

條之成年年齡「年滿二十歲
」修正為「成年後」，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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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三、成年後，自願拋棄原住

者。
三、年滿二十歲，自願拋棄

民身分者。
依前項規定喪失原住民

原住民身分者。
依前項規定喪失原住民

身分者，除第三款情形外，
得於婚姻關係消滅或收養關

身分者，除第三款情形外，
得於婚姻關係消滅或收養關

係終止後，檢具證明文件申
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係終止後，檢具證明文件申
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依第一項申請喪失原住
民身分者，其申請時之直系

依第一項申請喪失原住
民身分者，其申請時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不
喪失。

血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不
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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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相關用法與本法第七條
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