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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序 

家事事件法係程序法，惟其乃係具科際整合性質者，而與其他程

序法規有所不同。其所規範之事件性質含括訴訟、非訟及執行者，多

軌而複雜，乃統整於此一單行法之中予以規範，欲求其立法不存在何

等漏洞，體系邏輯得獲完整，並不容易。 

本書自初版以來，已經多次修正，惟因實務上對本法適用之疑

義，迭有新發現及討論，有鑑於本法原本即存在闕漏及爭議，均須賴

接續發崛及闡析，乃得漸次圓滿。因認有改版增補相關章節及內容之

必要。 

與德國家事事件暨非訟事件法相較，該國立法後十年來，已出版

超過十餘種類之註釋書、教科書及手冊等，供實務操作者參考，反觀

我國，學者致力於此領域者乃有限，可開發領域仍多，倘待眾人貢獻

心力及智慧，繼續努力，或其有成。 

學問之道無他，惟其不捨而已，共勉之。 
 
 

姜世明 
2019年8月30日 
於政大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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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家事事件法自今歲中方始施行，緣立法不備，適用時難免偶有

窒礙，疑義難免。本書撰寫時間有限，案牘勞形之餘，勉力行文，

遺漏不足之處仍多，且內容多為整理之作，少有新發現，某程度上係

為實務家提供辦案手冊之補充及為學習者提供進修參考之材料而已。 

家事事件法因具先天性缺陷，亦即法規間未適切協調及體系欠

缺完整性，憑一己之力，誠難以補全。相關問題爭議仍待實務家於

操作時發現、解決，並與學界交流、研討，相互激盪，他日或有體

制相對完善之可能。規範操作者且應有大家風範，不可習古文人相

輕之氣、指東罵西，以自己利害為是非，終日狺狺，而失應有品

味。切不可因法律不周全，而忘卻思考及價值決定乃實務家不可逃

避之任務，即使法律不周全，如實務工作者能於事後認真思考、類

推造法、尋求出路，善盡制度養母之責，如此，即使制度之生父母

有所疏失，仍得藉養母之努力，而使制度發展及成長，而得造福千

萬家庭及兒童。 

書寫此書，多利用半年來早起為之，提才盡之鈍筆，擬繪極盡

複雜之文理，時行時輟，並不容易，且難竟其功。雖在總論部分，

有所發揮，但分則部分，則多不及申論，須待來者。 

生活中，有父母妻兒為伴，平凡中有幸福。感謝神。 
 
 

姜世明 
2012.6.27在評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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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論 

壹、家事事件之意義 

家事事件之意義，並無法律上明文，家事事件法僅於第三條規

定家事事件之類型，但未有對於家事事件之意義為明確之定義。家

事事件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前，對於家事事件之理解，其乃包括民事

訴訟法所規定之人事程序、非訟事件法所規定之家事非訟程序，其

他關於家庭暴力及兒少安置等類程序，亦均為普通法院民事庭或家

事法庭所應辦理之家事事件。而此類事件，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後，

即均歸入家事事件法之適用範圍。 
因而，在形式意義上，家事事件係依家事事件法第三條規定之

由家事法院處理之事件。惟若自實質意義而言，家事事件可定義為

自民法親屬編、繼承編、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他涉家庭成員法律關

係與兒童少年、精神衛生等法規所規定之因親屬、配偶、同性結

合、婚約、同居、監護等類關係之主體間，基於身分或照料保護關

係所產生之身分上請求或財產性請求，或因而衍生之照護、管理、

安置與保護之事件。 
基本上，家庭成員之紛爭，可能係身分性，亦可能係財產性

者，前者，例如離婚、否認子女之訴；後者，因婚姻解除後所生之

贈與物返還請求等類。其中基於身分關係而產生之身分性爭議，其

屬於家事事件較無問題，有疑慮者係對於財產性請求，如何情形乃

得被定性為家事事件，易滋爭議，是否係依請求權在民法中不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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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之歸屬而定之？或得僅係依身分主體關係而定之？若認為其可以

請求權於民法上編章之歸屬而定，或有其明確性之優點，但體系上

於部分情形，可能仍有不合理情形，例如若因夫通姦或虐待而判決

離婚，其依民法第一○五六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固為家事事件，

但若依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請求，卻可能被歸為非屬家事事

件，如此定性標準是否合理？恐有疑問。另如子女扶養費請求，對

於起訴前已發生之請求權，若以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則是否應納入

家事事件？抑或應認為其為一般訴訟事件？就此，本書認為基於體

系解釋之合理性，避免程序適用之割裂，似應將此類情形，均解為

家事事件，一併交由家事法院管轄。另若以身分主體間關係作為決

定因素，則家屬間之借貸物返還事件可認為係家事事件乎？兄弟間

互毆傷害所生損害賠償請求，可認為係家事事件乎？此類事件若獨

立觀察，實質上似非屬典型家事事件。亦即其區別之標準應為若相

關請求係因具一定家庭身分關係始會發生者，則可納入家事事件，

若相關請求權在不具一定身分關係者間亦能發生者，即使偶而發生

在兩造存在身分關係者，亦不能當然認為係家事事件，例如兄弟間

之借貸事件。較特殊者係，若在程序合併或為攻防方法之情形，例

如關於家庭暴力行為，因有保護令及侵權行為之請求多樣關係，是

否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得解為家事事件，一併處理？在扶養費與其

他債權主張抵銷之情形，其他債權亦於家事事件程序中有一併處理

之情形。但若係在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中，因遺產中某不動產已被移

轉於第三人，則對該第三人請求塗消移轉所有權登記之訴，能否在

分割遺產事件中合併提起，因已涉及第三人，除非與他繼承人有主

觀合併情形，否則似又非可當然是認。 
值得注意者係，在銀行請求債務人及其配偶改宣告為分別財產

制及代位請求剩餘財產之情形，此一涉及第三人之請求，實務原係

將之歸由家事法庭處理，但依新法卻可能被認為係非家事事件。此

等條文均規定在民法親屬編，因涉及第三人卻被排除於家事事件之

外，據此似可知，亦非規定在民法親屬編或繼承編之權利義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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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即當然會被定義為家事事件。 
另實務上易發生疑慮者，包括債權人代位行使遺產分割請求，

配偶對第三人（相姦人）請求損害賠償、親屬間借貸糾紛或配偶一

造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四、十五條對債權人所提異議之訴，均有得否

定性為家事家件之爭議。本書認為原則上涉及第三人之債權代位或

異議之訴，並非家事事件，至於在對相姦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若單獨對該相姦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之訴，應非家事事件，但若係

呈現與配偶（通姦人）間或其請求有主觀或客觀合併之情形，如經

當事人同意或無異議，或有併同處理之空間。而實務上亦有配偶間

因離婚協議中扶養費、贍養費或財產分配等類協議，而交付支票，

原告主張兩願離婚協議不生效力，因而訴請確認系爭票款債權不存

在，另又提預備聲明主張若法院認協議有效，則請求被告依協議中

約定移轉某屋所有權予原告。此類事件似亦有家事事件之性質。此

外，其他非同一原因事實之情形，原則上亦非屬之。至於債權人

（銀行）以債務人及共同繼承人間之分割遺產協議，有害其債權，

而依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訴請撤銷及請求塗銷移轉登記，回復共有

者，有實務認係通常程序之事件（台中地院一○二年訴字第五八六

號民事判決），有依家事程序處分者（台中地院一○二年家訴字第

九十一號、第一五四號民事判決）。 

貳、家事事件法之意義及性質 

家事事件法，就形式意義而言，係指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總

統公布之定名為「家事事件法」之法律。就其實質意義而言，家事

事件法係指規範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之相關法律。形式意義之家事

事件法，區分為六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調解程序、第三編家事

訴訟程序、第四編家事非訟程序、第五編履行之確保及執行、第六

編附則。而德國新法家事事件及非訟事件程序法，係將家事事件程

序及非訟事件法一併統整入單一法規，在立法上與我國法之將非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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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法與家事事件法兩者區別立法，有所不同。因而對於家事事件

法之理解，於學理探討上，可能尚須借助於實質意義者，始得獲得

完整之全貌。所謂實質意義之家事事件法則除形式意義家事事件法

外，尚及於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等可充當其法源者，均屬之。 
至於家事事件法之性質，其應係屬於程序法之性質，較少實體

性者。其較為特殊者係此法包括：調解、訴訟、非訟、保全及執行

程序，係具一體性及整合性之程序法。 

參、家事事件法之立法目的及特色 

家事事件法之特色主要包括：其一、在一法律中統整訴訟事件

及非訟事件之程序規定。其二、將家事事件明文規定區分為數種類

型。其三、依事件類型適用不同程序法理，並有程序轉換機制。其

四、程序統合機制之強化。其五、非訟法理之擴大適用。其六、家

事調查官及程序監理人制度之建立。 
另在家事事件法立法總說明中指出： 
我國現行關於家事事件之處理，分別散見於民事訴訟法、非訟

事件法等法律，設有民事訴訟程序、人事訴訟程序、調解程序及非

訟事件程序等不同程序，並無統一適用之法典。此種多元程序併行

之現制，不僅往往導致同一相關家事事件之處理、解決所需勞力、

時間或費用倍增，浪費司法資源，亦易造成前、後裁判之紛歧或牴

觸，以致同一事件之多數關係人難獲明確一致之依循，實不符程序

利益保護、程序經濟維持及法安定性等要求。為免致此，有需設法

將同一家庭所涉多數家事訴訟及非訟事件，盡可能委由同一法官於

同一程序予以處理、解決。再者，家事事件係處理具一定親屬關係

之人因共同生活、血緣親情、繼承等所產生之紛爭，而當事人間之

關係、情感、撫養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通常不會因司法程序結

束而終了，故相較於一般民事財產權紛爭事件，家事事件具有不同

之特性，非僅需求法律專家就實體法上要件事實存否為判斷或為妥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143



 
 

 

5
 第一章 概 論

當裁量，尚需求從社會上、心理上或感情上為妥適處理。 
司法院有鑑於此，並為貫徹憲法保障國民基本人權、維護人格

尊嚴及保障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促進程序經濟，保護關係人之實體

利益與程序利益，兼顧未成年子女及所有家庭成員包含老人之最佳

利益，同時呼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四條：「採取

適當步驟，確保夫妻在婚姻方面，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及在婚

姻關係消滅時，雙方權利責任平等。婚姻關係消滅時，應訂定辦

法，對子女予以必要之保護。」及第二十四‧一條：「所有兒童有

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必需之保護措施，不

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民族本源或社會階段財產、或

出生而受歧視。」等規定，暨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示保障未

成年子女所應有程序主體地位之意旨，特擬具家事事件法，將向來

之家事調解程序、人事訴訟程序、家事非訟程序及家事強制執行程

序合併統整立法，使程序一元化，並依家事事件多種類型所具特

性、需求之不同，於酌採職權探知主義以發現真實之同時，亦重新

調整或採認適用於家事事件審理之程序法理。 
本法先將家事事件大別為甲、乙、丙、丁、戊等五類事件，然

後分款細列具體之事件內容，以便利民眾使用及法官運作，而提升

審判效率，是與長年實務運作成效顯著之日、韓等國立法例相類；

另規定應由專業法院（庭）處理，創設家事調查官、社工陪同、程

序監理人等制度輔助法官，並採認程序權保障、相關事件統合處理

解決原則、紛爭集中審理原則、法庭不公開原則、職權探知主義、

適時提出主義等程序法理，配套訂定合意及適當裁定、職權通知、

醫學檢驗強制、程序參與、暫時處分等程序；另考量家事之強制執

行事務，具有諸如：家庭成員間和諧關係之維持必要性、債權人利

用執行程序之困難性及對程序上不利益之低耐受性、債務人履行債

務有較高可能性、債權人難能規避債務不履行之風險等特性，為

此，訂定履行勸告、預備查封（定期或分期給付之特殊執行）、強

制金等規定，期能從根本上解決家事紛爭、統合處理其他相關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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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藉以增進程序經濟、節省司法資源（合理減輕整體法官負

荷）、平衡保護關係人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並在兼顧未成年子

女最佳利益之同時，亦適當保護老人及其他家庭成員之正當利益，

進而維護家庭和諧、健全社會共同生活，奠定國家發展之根基。 
本法共計二百條，分總則、調解程序、家事訴訟程序、家事非

訟程序、履行之確保及執行、附則六編，其較為重要目的與制度如

下： 
 

一、立法目的 
揭示本法以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

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

同生活為目的。（第一條） 
二、專業處理原則 

明定家事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處理之；

處理家事事件之法官，應遴選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

化，並有相關學識、經驗及熱忱者擔任。（第二條、第八條） 
三、明確家事事件範圍、種類 

依家事事件類型之訟爭性強弱、當事人之處分權限及需求法院

職權裁量程度之不同，將性質相類者分別歸類為甲、乙、丙、

丁、戊等五類，分別適用家事訴訟程序及家事非訟程序。（第

三條、第三十七條、第七十四條） 
四、程序不公開原則 

為保護家庭成員之隱私及名譽，期發現真實並尊重家庭制度，

規定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除有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以不公開

法庭行之。（第九條） 
五、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 

家事事件多與身分關係有關，且涉及公益，審理程序中，為求

法院裁判與事實相符，並保護受裁判效力所及之利害關係第三

人，便於統合處理家事紛爭，宜採行職權探知主義，明定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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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別有規定外，法院得視個案具體情形，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

之事實，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第十條） 
六、社工陪同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於家事事件程序中，時有表

達意願、陳述意見或出庭作證之情形，為緩和其情緒及心理壓

力，訂定法院必要時應通知主管機關指派社工或其他適當專業

人員陪同出庭，法院並得採取適當必要措施，以保護其等隱私

及安全之規定。（第十一條） 
七、程序監理人制度 

為促進程序經濟、更加保護關係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於

家事事件程序中設計程序監理人制度，代當事人為程序（包括

訴訟事件及非訟事件）行為，保護其利益，並作為當事人與法

院間溝通之橋樑，協助法院迅速妥適處理家事事件，訂定程序

監理人之選任、撤銷、變更及其資格、權限、酬金等規定。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八、有關機關及個人之協助調查義務 

為統合處理家事事件，並迅速澄清事實、促進程序，須加強法

院職權探知功能，明定其得囑託有關機關、團體或適當人士為

必要之調查及查明當事人之財產狀況。（第十七條） 
九、家事調查官 

為瞭解家事紛爭背後隱藏之真正問題，輔助法院釐清事實，圓

融解決家庭紛爭，乃參考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調查官之設，明

定家事調查官承法官之命，以其專業社工、教育、心理、輔導

等學識知能就特定事項而為調查，並協助法官分析家事事件個

案所需之專業輔助，進而引入社會資源，妥適處理家事事件。

（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 
十、調解前置主義 

為促進當事人自主解決紛爭，重建或調整和諧的身分及財產關

係，建構替代裁判之紛爭解決機制，明定家事事件除丁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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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於請求裁判前，應經法院調解。（第二十三條） 
十一、合併調解  

為統合處理家事事件，並尊重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明定相牽

連之數家事事件，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合併調解；兩造亦得

合意聲請將相牽連之民事事件合併於家事事件調解。（第二十

六條） 
十二、調解程序之轉換 

為尊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兼顧司法資源，規定處理調解事件

之法官認該事件進行調解無實益時，應向聲請人發問或曉諭，

依其意願改用應行之裁判程序；其不願改用者，以裁定駁回其

聲請。（第二十八條） 
十三、合意裁定制度 

為使當事人之紛爭能迅速解決，保護其實體及程序利益，並節

省法院之勞力、時間、費用，明定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

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時，

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且規定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得

參與該程序，以保障其程序權，並明定法院所為裁定之效力及

其救濟程序。（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五條） 
十四、適當裁定制度 

就得處分之事項，或併與不得處分之牽連、合併或附帶請求事

項，兩造雖無法成立調解，然已合意委由法官裁定者；抑或當

事人解決事件之意思甚接近，僅就其他牽連、合併或附帶請求

事項有爭執，法院認有統合處理必要，徵詢兩造同意者，宜由

法院基於兩造權益之平衡，而為適當之本案裁定，以減省當事

人及法院之勞力、時間、費用。（第三十六條） 
十五、合併審判制度之擴大 

為維持家庭之平和安寧，避免家事紛爭迭次興訟，並符合程序

經濟，免生裁判牴觸，乃擴大合併審判制度，明定就數家事訴

訟事件或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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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當事人得選擇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

請求，而不受民事訴訟法有關共同訴訟及客觀合併訴訟要件之

限制。未合併請求者，准許當事人在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

終結前，仍得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並規定合併審理

時應適用之程序法理、程序停止、裁判方式及聲明不符之救濟

程序。（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四條） 
十六、身分關係確定判決效力之主觀範圍 

為使家事紛爭能一次解決，避免在不同關係人間發生歧異，明

定就甲、乙類之身分關係所為確定終局判決，原則上對第三人

亦有效力。但為加強對該第三人權益及程序權之保護，使其程

序選擇權獲得充分保障，並能徹底解決紛爭，應准其得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五編之一第三人撤銷訴訟之規定，請求撤銷對其不

利部分之確定終局判決。（第四十八條） 
十七、別訴禁止主義及確定判決之失權效 

為統合處理家事事件並兼顧程序之迅速及經濟之要求，採別訴

禁止主義，明定婚姻事件繫屬中，得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反

請求者，不得另行起訴請求。其另行起訴請求者，法院應以裁

定移送於訴訟繫屬中之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合併裁判。又為全

面解決有關同一婚姻關係之紛爭，以儘早使婚姻關係趨於安

定，避免因訴訟反覆而造成程序上不經濟，明定有關婚姻關係

之訴訟，經判決確定後，不論該判決結果有無理由，原則上當

事人均不得援以前訴訟程序，依請求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

請求所得主張之事實，就同一婚姻關係提起獨立之訴，而使其

發生失權效。（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 
十八、親子關係訴訟之確認利益 

為因應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使紛爭當事人有得以利用訴

訟程序之機會，明定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關係或收養關係

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第六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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