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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版序 

家事事件法雖為一程序法，但涉及之相關法律課題甚多，惜受限

於篇幅，無法在本書中詳予論述。爰著手撰寫另一姊妹書，暫名「家

事事件法之樹與林」，特將若干研究擇要納入。又家事事件法於今年

4月間修正第53條及第167條，亦配合修正，並同時更新重要實務見解
與參考文獻。 
 

 

李太正 
1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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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德國家事法知名學者Dieter Schwarb說道：「即便精研過家庭法
的人，也沒辦法再信賴自己的知識，到處都充滿意外與驚奇」。本書

付梓時，家事事件法施行不過2年，相處或許太短，還來不及熟悉，
多次奉邀演講，常聽到這樣的聲音：「家事事件法施行至今，新舊好

像沒什麼不同」。實不知則不知，知之似不知，反覆探索，則

Schwarb意外與驚奇之言，借用對五代十國花蕊夫人之美讚，適可詩
成：「意外不足充其狀，驚奇差堪顯其實」。 

本書寫作，全國律師公會、台北、桃園、苗栗律師公會、財團 
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等團體之演講邀請，先累以一定研究成果，而獲

聘擔任東吳大學碩乙班家事事件法課程之講座，繼而將早思構想之個

別專題，一一串連，而得完成問世。 

特值一提與感謝的是，若非20幾年前司法官訓練所物權法權威講
座，前司法院副院長謝大法官在全老師之鼓勵，不曾想過會完成此

書，雖然筆者20幾年來之法學雜文或共同著書，也湊數近百萬字。這
段時間以來，千百個家事法問題晨昏相伴，反覆思辨，企求完備。然

家事事件法所涉親屬與繼承等實體法，訴訟與非訟等程序法，既深且

廣，猶待長時耕耘，日新月新，或能所獲，而免大錯。 

撰寫期間，幾度易稿，所幸有我的同事奕臻、媄娟、劉輝、昱程、

慈郁的耐心研讀、校對與討論，讓本書得以把錯漏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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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依家事事件法之編章逐一論述，參考重要學理，並蒐

整法院重要裁判與行政函示，務求理論與實務兼顧。家事事件法雖為

一程序法，但與親屬、繼承實體法關係密切，為求完整，研讀方便，

亦擇要納入。 

蘇格拉底說：「我知道我不知道」，蒙田說：「我知道什麼」，

仿之曰：「什麼我知道！？」驚嘆帶有些絲得意，問號卻是反思再

三。在知道與不知道間，測度法學深淺，在驚嘆與困惑中，計量有限

之知與無涯之學。然而，更深的是，「我們所知道的都是局部的，及

至那完全的來到。」（新約歌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第九節至第十節）。 

希冀本書對有志研究家事事件法者能提供適切的幫助！ 
 

 

李太正 
1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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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施行及立法爭議 

 

 
 

家事事件法之公布時間 
家事事件法之施行時間 
高雄少家法院之成立 
分區舉辦研討教育訓練 
師資難覓與教材貧乏 
全國家事庭庭長願景營 
一、二階段修法委員與小組 
立法公聽與各界意見 
新舊典範理論不同評價 

學習重點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855



 

 

4 
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實務 

壹、法律施行 

家事事件法之研議歷經多年，幾經波折，於民國101年1月11日
公布施行，全法計200條，最後一條規定：「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

之」，司法院在同年2月29日發布命令，決定在同年6月1日施行，同

日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揭牌運作（原來為高雄少年法院）
1
。因教育

訓練不及，相關配套均未到位，引起全國家事庭法官之抱怨與質  
疑

2
。司法院主管廳即少年及家事廳（以下簡稱少家廳）連忙在同年

3、4月間，分北、中、南三區舉辦研究會，調訓法官以下各級承辦

業務人員，但由於師資難覓，教材貧乏，有法官當場質疑講師適格

性，甚而指名勿再續聘，要求暫緩施行之呼聲不斷。立法委員在同

年4月間於立法院質詢司法院秘書長時，要求在家事法官紛紛表明尚

不瞭解新法之法理基礎，相關子法尤其是審理細則又尚未公告完

備，家事法官還未能瞭解如何適用新法情況下，希望司法院能延緩

施行。秘書長準備好且訓練足之答覆，引來法官反彈
3
。少家廳臨時

於4月30日至5月4日邀集全國各地家事法庭庭長舉辦「庭長願景

營」，在司法人員研習所集訓討論了5天4
，就提案問題詳為討論、

表決，作成類似法律座談會結論，希望統一作法，減少衝擊。少家

廳廳長更於施行前幾天，親自到各法院少家庭一一說明拜訪，聽取

意見，態度誠懇，希冀得到法官們的體諒與支持。直到6月1日施

行，包括「家事事件法施行細則」等相關子法，各法院才正式收到

司法院函頒之公文，快速立法，倉促施行，在法制史上也算少見。

                                                      
1  其實在101年6月1日前，高雄地方法院之家事法庭，已先入駐於高雄少年法院，

借用該院區辦理家事業務。 
2 相對於日本之家事事件手續法（譯為家事事件程序法），於2011年5月25日公

布，約1年半後之2013年1月1日施行，而本國家事事件法從公布至施行不到半

年。 
3 有法官指責秘書長之答覆是公然說謊者。見自由時報，2012年6月1日報導，司

法政績？還是詐欺所得？家事事件法倉卒立法、倉卒施行 法官抗議中。 
4 由呂所長太郎主持（按司法人員研習所現已改為法官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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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編 第一章 法律施行及立法爭議

而由是引發不同典範理論者之評價，更是引人注目，有稱頌為法制

史上的里程碑，創程序法制史先河；也有認為，制定過程過於匆

促，相關配套不周全，如對民事訴訟法之配套修正部分，予以草率

刪減，可能增加法理適用上困難；或認法之陳義雖良善，如執行困

難，自非良法；或以如此粗糙之手段完成立法程序，實為法制史所

罕見，其缺失不勝枚舉，新舊法比較，舊法較為嚴謹，新法失之簡

略，對於人之生命極不尊重，其立法之內涵及品質，不進反退等

語
5
。 

貳、立法爭議 

家事事件法草案自89年成立第一階段研修會以來，歷經10多年

未能定案，各方意見不一。100年1月18日司法院以99年11月19日立

法院三讀通過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時附帶決議，要求司法院在1年
內將家事事件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為由，致函參與委員，表示於最

後一次會議即100年1月25日第215次會議結束後解散該委員會任務，

隨即重新另聘少數幾位法官及法官出身學者，組成第二階段委員

會，從100年2月14日至同年7月4日止，以第一階段修正委員會所完

成194條草案初稿為底，擬定191條草案內容，用5個月取代10年研

修，並於同年7月21日開始連續3天密集舉辦公聽會，不顧質疑聲

浪，仍在總統大選前，將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草案提出後，旋遭

學界及婦女團體多方批判，發起「反對司法院『拼裝式』家事事件

法草案」之連署行動，並召開民間團體聯合記者會要求立法院退回

該法草案。經立法院於同年10月31日起連續舉辦三場公聽會，第一

階段委員會於第一次公聽會提出「第一階段委員會草案補足版」，

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協調各方進行協商，最後司法院棄守其

                                                      
5 見許政賢，人事訴訟的典範轉換？！──以家事事件合併審理制度為例，月旦

法學雜誌，第209期，2012年10月，第39頁以下。在第19頁及第40至41頁，引

學者之評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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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實務 

所提版本，而主要以上開「補足版」草案內容作為討論基礎，100年
12月12日三讀通過之現行家事事件法，近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補足

版之內容。通過之法律既不是司法院所要或所熟悉，倉促成軍，受

司法院邀請到各法院演講之講師因之被質疑不適格，也就能理其所

然。多數法官們咸認上課無助於理解新法精神，抱怨聲不斷，這也

促成作者特別邀請第一階段研修委員，也是認識多年的好友，臺灣

大學法律系許士宦教授到苗栗地方法院演講的原因，自此開啟作者

加入家事法研究之路，持續發表撰寫相關文章
6
。此期間多次獲邀至

多處律師公會、法扶基金會演講，並擔任全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律師職前訓練課程講座，更自103年9月起，獲聘在東吳大學法律專

業碩士班開授家事事件法課程。 

 

                                                      
6 家事事件法之繳費與退費（上）、（下），司法周刊，第1620及1621期，2012

年11月16日、22日，第2、3版（見本書第一編第十三章，略加修改）；家事事

件之合併（上）、（下），司法周刊，第1706及1707期，2014年7月25日及8月
1日，第2、3版（見本書第三編第六章，略加修改）；民事事件可否併入家事

事件統合處理──以最高法院一○二年度台抗字第八○二號民事裁定為例，裁

判時報，第28期，2014年8月，第37頁以下；程序監理人──誰都可以當？怎麼

當？，台灣法學雜誌，第255期，2014年9月，第15頁以下；家事事件之定性

（上）、（下），司法周刊，第1740及1741期，2015年3月27日及4月2日，第

2、3版；民事併入家事審理之爭議，裁判時報，第56期，2017年2月，第30頁
以下；家事事件之救濟（上）、（下），司法周刊，第1856及1857期，2017年
6月30日及7月7日，第2、3版。扶養減免裁定之溯及效力，一個橫跨公私法領

域的議題──評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77號判決，裁判時報，第65期，

2017年11月，第31頁以下。約定贍養費事件之實體與程序──評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簡抗字第15號民事裁定，裁判時報，第73期，2018年7月，第29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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