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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大陸地區於建立政權之後，施行共產極權專制政體，隨著時代的演進，自 2000

年開始，大陸地區進入一股前所未有的熱烈風潮，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所有人民

皆投入修改婚姻法的熱潮之中，將由來已久婚姻家庭中所爭執的焦點、面臨的困

境，對未來的期盼等皆傾注而出，成為大陸地區共同集體活動的一大特殊景象，

掀起一股討論婚姻法修改的高潮。將中國人傳統行為上禁止於公開場合討論的私

事搬上抬面，例如夫妻之間的性生活、子女的探望權、夫妻之間明算帳的需求、

離婚的標準、離婚後的損害賠償……等相關性的私領域，都一一於檯面上公開討

論。 

  事實上，大陸地區自四個現代化開放改革以來，隨著自由市場經濟的侵入，

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促使社會開放大幅提升，經濟大幅開展，人民的思想也隨

之開放而多元，家庭的建立和功能亦隨之受到大幅度的影響，且在不同地區發生

極大的差異。在沿海工商業發達的地區，其生活狀態與西方資本主義並無多大的

差異，相對地，西方資本主義之婚姻家庭問題也相繼在此地區一一地浮現，如：

包二奶、私生子之社會問題日趨嚴重，離婚率上升引發社會價值觀的改變1；未婚

同居、試婚之婚前性關係、重婚納妾、賣淫嫖娼等危及家庭正常發展之現象，更

讓大陸當局不可輕忽。而在偏遠落後農村地區，未經登記之事實婚也造成一個極

需解決的重大問題，而包辦、買賣、換親之婚姻亦時有所聞，嚴重危害大陸地區

國家、社會之進步與發展。 

  值此轉變之際，大陸地區之學者專家紛紛提出道德力量的規範作用。藉由法

律條文的規範來達到婚姻家庭私法道德上的宣示作用，期能有效遏制此種婚姻家

庭道德上的危機。例如：婚姻法第四條規定。 

                                                 
1：據紐約時報 2005 年 9 月 30 日報導，對同年的離婚數字與結婚數字相比較，可以得出目前中國的離婚率大

約是 19%，幾乎五倍於 1979 年的比率。離婚在繁華都市比貧窮鄉村更普遍，例如，在北京的一項研究發現，

北京去年的離婚率是 50%。 
 由於傳統家庭價值觀發生了變化，以前最重要的信念，現在都被個人主義取代了。正因為如此，人們對婚

姻的期望也在改變。 
 一位廣州中山大學經管婦女和性別研究中心的律師說，人們關於婚姻的概念正在改變，結婚不再被認為是

為了尋找一個終身相處的配偶。年輕的夫婦只考慮婚姻質量，如果不能和睦相處，他們寧可結束這個婚姻，

而不像上一代一樣簡單地去忍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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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陸地區 2001 年新婚姻法是否能有效發揮法律在婚姻家庭私法領域上的

積極作用，並達到道德上的啟示作用？此次大陸地區婚姻法之修改是否針對懲治

台商「包二奶」而量身訂作之解套條款？是否能有效減少大陸地區違反一夫一妻

制的非法行為？ 

  隨著台商兩岸民間互動的日益頻繁，紛爭也相對地增加，且大陸地區對台灣

地區之法制研究既多且廣，所有台灣地區的學術研究、書籍、文章……等，大陸

地區皆收集完備且研究深入，反觀台灣地區對於彼岸之研究相對性較少，且不發

達，值此兩岸互動之敏感時刻，豈能輕忽大陸地區法制之轉變，婚姻家庭制度為

社會發展之核心，理當由婚姻家庭制度作為探究之起步，而大陸地區婚姻法乃大

陸政權成立後，所公布施行的第一項成文法，其新婚姻法更可謂具有其標竿意義

之法，對大陸地區個人、家庭、社會的發展，都必然存在著相當深且遠的影響。

因此欲瞭解大陸地區社會的變革，研究婚姻法當可收其效。 

  一直以來，大陸地區實施極權專制共有之社會主義制度，由政府掌控人民之

一切行為2，對於婚姻家庭此種私領域理當屬於私法自治的範圍，會以何種方式、

何種程度的公權力介力？是一如過去般地由行政機關、黨來審核人民的結婚許

可？為了人口政策強制實施生育計劃、提倡晚婚晚育、一胎化政策，並強制人民

繳交婚前檢驗證明等？如此一貫地由政府來主導婚姻法的政策？還是順應時代變

遷之下適度的開放人民私法自治？此次婚姻法之修訂，在社會上引起熱烈的反應

與討論。在言論自由大幅受限的政體之下，是一個什麼樣的考量及因緣際會使得

大陸地區政權願意廣開言論自由之門？ 

    以上種種問題，皆為個人所希欲研究探求的課題，遂引發個人之研究動機，

希能對大陸地區之婚姻法做一詳加探究。 

                                                 
2：【大紀元 2005 年 4 月 19 日訊】最近從報紙上讀到伏明霞小姐有關「黨員也有戀愛自由」、「共產黨不干涉

個人婚姻」的談話，一個現今二十五歲的姑娘，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才出生的年輕人，怎麼可以輕率地代

表黨講話？且是打包票似地言之鑿鑿！本人年屆花甲，願意以自己所見所聞所歷的生活經驗，告訴伏明霞

以及和她一樣天真爛漫的年輕一代，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強暴干涉黨員們的家庭婚姻生活的。 
 本人無意說教，只講三個具體且不失生動的事例。相信此類事例，在我們國家汗牛充棟，俯拾即是。 
 第一例：老一輩，離婚復婚由黨安排…… 
 第二例：文化大革命期間、青年幹部，婚意由黨決定，結果生離死別血淋淋……。 
 第三例：文學界名人、四川作家周克芹的婚姻遭遇，結果名作家痛苦至死，離不成離。…… 
  以上三例都是活生生、血淋淋的事實。且這類事例，在神州大地上，比比皆是。你我身旁，俯拾即是。

我們能昧著良心說：共產黨員，有戀愛、婚姻自由？一轉向《動向》200 期。見於秦儒海，2005，中共怎樣

強暴干涉黨員家庭婚姻生活？大紀元網系，http://www.epochtimes.com/gb/2/4/19/n184542.htm，200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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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自兩岸隔絕以來，政治體制的對立，形成敵對的狀態，然文化根源的相同，

卻是日後交流所不可滅之事實，隨著時代的變遷，兩岸人民各層面的交流早已熱

絡不可停歇。然兩岸之政治體制的差異，表現於法制方面，二者之法條規範有著

相當大的差異，婚姻家庭法制亦差異懸殊，加以兩岸政治體制造成的關係緊繃又

錯綜複雜不易解，在兩岸之間開放交流聯姻以來，婚姻、親子、財產……等問題

紛至杳來，使得我們對其法律制度有切實了解之需要，下列分述說明之。 

  （一）瞭解大陸地區經由婚姻法之立法變革，在社會上產生的變化， 

    台灣地區對於大陸地區各方面的研究，一直以來處於不明顯的狀態，對於大

陸地區各方面的發展與變化，除了實地了解之外，無法正確得知是否如各方面的

報導一般，婚姻法之改變亦如是。欲借由此文之探討，窺之ㄧ二。 

  （二）瞭解大陸地區經由婚姻法之立法變革，比較兩岸婚姻制度之不同 

  就目前來說，兩岸婚姻之交流所衍生的問題繁雜，本文希以蒐集、分析、比

較研究之方法，分別就大陸地區婚姻法之法律意義與我國親屬篇之相同與相異部

份進行對照、分析、比較，了解大陸地區婚姻法的演變與時代變遷的關連性及透

過婚姻法之改革而進一步了解大陸地區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化。 

   （三）瞭解大陸地區將發展為何種社會模式之法律制度 

  一九八七年政府開放台灣地區人民前往大陸地區探親，繼而許可大陸地區人

民來台探親、奔喪、聯姻，兩岸人民才開始頻繁的接觸。因大陸地區共產體制非

我國傳統的社會制度，於此顛覆傳統變革之下，個人欲探知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影

響之下的人民如何因應共產制度的婚姻法制？人民的生活受到何種程度的影響？

社會制度的改變為何？大陸地區公權力之介入程度為何？畢竟婚姻是社會制度中

最重要的一環，多少的社會生活都根植於婚姻、起於婚姻，欲探求不同的制度之

下，相同的文化背影會有何種結果？ 

   （四）瞭解大陸地區經由婚姻法之變革，發現兩岸立法規範是否可為雙方借鏡

之處 

  在自己的教學上，期能於更加瞭解兩岸間婚姻家庭制度的差異所造成的影響

與引發的問題，於教學時能對於時代變遷下，阻隔四十年之久的兩岸婚姻差異因

交流而衍生的各種社會現象及衝突，能正確且深入地分析及講解，適時地給予學

生們正確的時代觀並能客觀地探討兩岸的婚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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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所謂研究方法，是指實用的實驗、調查、訪問、模擬等應用的技術或方法，

英文多數用”techniques”或”methods”（華力進，1987:27）。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依

其研究設計的性質及資料蒐集的程序,則從實驗與否來看，可分為「非實驗性的方

法」(non-experimental method)、「準實驗性的方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實

驗性的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三種主要類別。非實驗性的研究方法係指在蒐

集事實的資料方法，又分為個案法、文件分析法。準實驗性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樣

調查法、調查訪談法、比較研究法、實地觀察法、參與觀察法、測驗法、長期縱

貫研究法等。實驗性的方法，包括控制群的設計、模擬研究、博奕法法等（朱浤

源，2002:156）。 

  為達研究之目的，本文採取下列之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有關大陸地區歷年來之婚姻法的演變，需參酌其歷年來之法令及相關之立法

資料、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之意見與學者之著作、評析。大陸地區行政機關

本身即有立法權，因而其行政機關之命令、具法律規範效力之裁示等絕不可輕忽，

而其最高人民法院之意見、解釋、規定、條件、批覆、覆函等均具有司法解釋之

效力，亦不可不注意。 

  (二)歷史分析法 

  探究大陸地區歷年之婚姻法沿革，需探源其建黨之初以來歷年之法令及相關

之立法資料與背景，方知其始末與相關性。探討其形成原因及大陸地區從古至今

所演進、採取之相因應政策及審判實務，凡此皆必須採取歷史研究方法，乃能奏

效。 

  (三)比較分析法 

  第六章之「兩岸之結婚立法」、「兩岸之離婚立法」，皆先分別就大陸地區與我

國之結婚、離婚與婚姻制度之法律衝突與處理之立法上規定、實務上處理予以探

討，最後並就二者之相同與相異之處，進行比較分析，乃採取比較分析方法為之。 

  台海兩岸間商業往來互動之頻繁及普遍，身分關係於兩岸之互動中占據極為

重要而不容忽視之地位，本文對大陸地區婚姻法之修訂條文做深入的探究，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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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地區之結婚、離婚與婚姻制度立法上之規定、實務上之處理、學者學說上之

研究，予以深入瞭解、分析，就大陸地區婚姻法的改革來探究對我國社會所造成

的影響與衝突。 

  此外並就二者之相同與相異之處，進行比較分析，乃希冀能對於兩岸之婚姻

制度作一深入之探討、比較與研究，而使台商與台海兩岸人民往來有相當之參考、

借錯並期能提供些許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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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綜上所述，本文研究架構可以圖示簡要說明如下：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大
陸
地
區
2001
年
婚
姻
法
之
變
革 

    

大
陸
地
區
2001
年
婚
姻
法
之
法
律
規
定 

    
大
陸
地
區
2001
年
婚
姻
法
之
司
法
解
釋 

    

大
陸
地
區
2001
年
婚
姻
法
之
分
析
與
建
議 

    

台
灣
地
區
與
大
陸
地
區
結
婚
、
離
婚
立
法
之
比
較 

  ↓ 

結論與展望 
  

圖 1-1 研究架構圖（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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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大陸地區於一九四九年建立政權之前，關於婚姻家庭方面之法律規範，以各

地區自行立法居多；建立政權之後，則分別於一九五○年、一九八○年及二○○

一年制定、修訂三部婚姻法，本文研究大陸地區之婚姻法自以現仍有效施行之二

○○一年新婚姻法為研究之重點。 

  大陸地區新婚姻法強調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女平等之基本原則，進而保

護婦女、兒童和老人的合法權益、於社會快速變遷之後，禁止重婚、禁止家庭成

員間的虐待和遺棄等相應於社會需要之原則。據許多學者於論著中評論，此次修

訂具相當之可操作性、廣泛性、針對性，突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之特點3。從而使

中國大陸婚姻法於制度層面實現相當之進步與現代化。其修訂的要點，可以呈現

出此次到底新在何處，也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範圍： 

  (一)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 

  近年來在社會上引起較大爭議的「包二奶」問題，今後可以通過法律手段加

以遏制。針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此次修改的婚姻法在總則中增加規

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將法律第三條第二款修改為：禁止重婚。禁

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 

  在法律責任一章，修改後的婚姻法規定，對重婚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

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自訴；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偵查，

                                                 
3 法制日報記者於 2001 年 5 月 11 日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胡康生。法制日報記者：這次

婚姻法修改有一個爭議比較多的問題，是婚姻家庭關係的哪些方面需要通過道德調整，哪些方面需要通過

法律來規範，如通奸問題，沒有在這次修改中加以規定： 
 胡康生：這次修改婚姻法有四個特點：一是群眾性、廣泛性，更好地體現了群眾利益；二是堅持了我國社

會主義婚姻家庭制度。三是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針對這些年來出現的新問題，對原婚姻法比較原則的

規定，此次作了修改和補充。四是與其他法律修改相比較為明顯的特點是堅持了法治和德治相結合。通過

道德來調整婚姻家庭關係，是為了幫助人們樹立正確的婚姻觀和家庭觀，繼承優良傳統和宏揚時代精神相

結合，維護個人合法權益和承擔社會現任相統一，使社會主義家庭美德蔚然成風。 
 在修改中大家對「包二奶」現象比較關注。「包二奶」的形成原因是比較複雜的，它嚴重地破壞了一夫一妻

制，敗壞了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破壞了婚姻家庭。如何遏制包二奶現象，此次修改時考慮到一是凡是構成

重婚的，按重婚罪處理。現行刑法規定的是，有配偶者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司

法解釋是，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明知他人有配偶與其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屬於重婚。

草案規定，禁止重婚和其他違反一夫一妻制的行為，有的委員認為對保障我國的一夫一妻制的行為是非常

好的，也有的認為違反一夫一妻制的行為涵意太廣泛，提出要把這些行為列舉清楚，便於操作。有的建議，

將通奸、姘居、嫖娼，乃至婚外情等，都應納入違反一夫一妻制的行為。大家在討論中認為，這種社會現

象很複雜，一定要把握好法律和道德的界限。經過反複的審議，在規定禁止重婚的基礎上，規定禁止有配

偶者與他人同居。對於其他違反一夫一妻制行為，應當通過黨紀政紀和道德教育以及輿論來解決這一問題。 
  見大陸法制日報，2001 年 5 月 11 日，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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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公訴。 

  修改後的婚姻法在離婚一章中明確規定，因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

男女一方要求離婚的，調解無效，應准予離婚。 

  修改後的婚姻法還規定，因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而導致離婚的，無過

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二)增設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制度 

  新修改的婚姻法與以前的婚姻法相比，增設了許多新的婚姻家庭法律原則和

制度，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制度便是其中的一個。 

  修改後的婚姻法明確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的，婚姻無效：(1)重婚的；(2)有

禁止結婚的親屬關係的；(3)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不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後尚未治

癒的；(4)未到法定婚齡的。 

  法律明確規定：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自始無效。當事人不具有夫妻的權利

和義務。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由當事人協辦處理；協議不成時，由人民法院根

據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判決。對重婚導致的婚姻無效的財產處理，不得侵害合法

婚姻當事人的財產權益。當事人所生的子女，適用本法有關父母子女的規定。 

 (三)離婚時夫妻財產分割更明晰 

  夫妻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取得的財產如工資、獎金，生產、經營的收益，

知識產權的收益，除婚姻法另有規定以外的繼承或贈予所得的財產等，歸夫妻共

同所有。 

  新修改的婚姻法同時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醫療

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遺囑或贈予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的財產，一方專

用的生活用品，其他應當歸一方的財產等，為夫妻一方的財產。 

  修改後的婚姻法規定，離婚時，夫妻的共同財產由雙方協議處理；協議不成

時，由人民法院根據財產的具體情況，照顧子女和女方權益的原則判決。 

  修改後的婚姻法還對夫妻約定財產作出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

有。約定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夫妻對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

的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力。 

  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女、

照料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離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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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離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

共同財產不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不成時，由

人民法院判決。 

  此外，修改後的婚姻法還規定，離婚時，一方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夫妻

共同財產，或偽造債務企圖侵占另一方財產的，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對隱藏、

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或偽造債務的一方，可以少分或不分。離婚後，

另一方發現有上述行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財

產。 

 (四)追究家庭暴力犯罪者的刑事責任 

  實施家庭暴力構成犯罪者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修改後的婚姻法對實施家

庭暴力構成犯罪者作出明確規定。 

  修改後的婚姻法在總則中明確規定，禁止家庭暴力。禁止家庭成員間的虐待

和遺棄。實施家庭暴力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有權提出請求，居民委員會、村

民委員會以及所在單位應當予以勸阻、調解。對正在實施的家庭暴力，受害人有

權提出請求，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予以勸阻；公安機關應當予以制止。

實施家庭暴力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提出請求的，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治安管理

處罰的法律規定予以行政處罰。修改後的婚姻法規定，對實施家庭暴力構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自

訴；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偵查，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公訴。實施家庭暴力導致

離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五)明定離婚過錯賠償原則 

  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修改婚姻法的決定，確立了

離婚的過錯賠償原則此為制定婚姻法之一大創舉。今後因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

同居，實施家庭暴力，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等原因導致離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

求損害賠償。 

  全國人大法律委員會有關人員表示，為了更好地體現在離婚時照顧女方和子

女權益的原則，並且考慮到因一方重婚、虐待、遺棄等原因導致離婚，應當確立

離婚的過錯賠償原則。 

  修改後的婚姻法明確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

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女、照料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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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 

  現行大陸地區並無統一之民法典，多數大陸學者於 2001 年婚姻法修訂之後，

建議編制一部統一之民法典，將目前有關婚姻、家庭之相關法規彙編於整。對於

婚姻家庭之法律規範於其專法（婚姻法）中規定之，其現行婚姻法共分六章，即

總則、結婚、家庭關係、離婚、救助措施與法律責任、附則等章；將以大陸地區

2001 年新婚姻法及對台灣地區關於民事方面之法律關係有統一之民法典規範之，

對於婚姻家庭之法律規範於民法親屬編中規定之，共分為七章，係通則、婚姻、

父母子女、監護、扶養、家、親屬會議等章，且對於繼承之法律規範另於民法第

五編中規定之，兩岸於法制層面上有所不同，於法律規範內容上亦有差異，本文

就兩岸結婚與離婚為探究之議題，就其相關問題於兩岸之規定上進行分析，分別

就大陸地區婚姻法與台灣民法親屬編中之規定分別探討，再就兩岸規定上之異同

進行研究與比較。 

二、研究限制 

本文研究的主題為探討大陸地區 2001 年婚姻法，在研究資料的取得上，受限於大

陸書刊在台灣地區的流通並不普遍，走訪於台大、師大週遭的特殊書店也不多見

於大陸地區法律方面的專書，本文之研究遂有不足之處。 

  （一）資料的限制 

  大陸地區的社會狀態已不似過去般地封閉與敏感，於網路上可以搜尋到相當

多的資料，然而依然有許多的資料是無法一窺堂奧，且一般公開性由政府各部委

的出版品，仍不免宣導其政治思想與政治路線的正確，不能對其政府、社會有廣

泛深入的批判。 

  （二）時間的限制 

  相關的資訊、文章及專題報導，在時間上，筆者本身無法親至大陸地區做實

地的資料收集，無法取得第一手資料，只能就第二手資料做主要法律層面之探討，

無法就當地執行面做深入之分析與探討，實感不足，唯有在廣收資料相互參照之

下，希望能力求完整與深入。 

  本文所引用的資料，多來自於網路上、政大社資館、國家圖書館、書局及向

大陸地區購置之書籍，乍看之下尚屬豐富，但仍感捉襟見肘，恐有疏漏。 

  （三）能力的限制 

  筆者資質駑鈍，才學不足，對於相關專業的法令、條例分析上，可能有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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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素養不足之缺憾，單憑一腔求知之欲，在各方面條件都不俱足的情況下，

就選此議題為文，相信疏漏與錯失之處必多，惟筆者諸多同窗多有法律系、所出

身者，當向其多加請益，以求更加專精與深入。每思及此，惶惶不安，自惴難以

達成師長之所期。 

第四節 文獻探討、相關說明與基本名詞釋義 

一、文獻探討 

  海峽兩岸自大陸地區建立政權之後，一直處於敵對狀態，自開放探親之後，

兩岸的資訊始進入交流之互動中。也衍生出許相關於國家政治面、經濟面、社會

面、教育面等多層相關的議題，促使許多學者對大陸地區與台灣地區之法制做深

入之研究。但由於研究之主題，範圍不同，著墨之重點亦有所不同，以下僅以十

篇相關之文章，作探討與研究成果之分享。 

  (一)尹蓉先在「兩岸婚姻法、親屬法比較研究」一書於 1999 年台北五南出版，

作者就大陸婚姻法及我國親屬法相同、相異之部分對照、分析，並在比較中評論

其優劣及得失之所在，但該書之研究係以大陸婚姻法為主，以我國親屬法為輔，

故對於大陸特有的，如計劃生育則加以討論，對我國獨有的，如家、親屬會議等，

則予以略去，且對兩岸間之法律衝突亦未加以探究，如何適用「台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則仍值探討，但該書對於立法上之參考則甚具價值。 

  (二)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出版「大陸婚姻法與繼承法之研究」，於 1993 年 9 月出

版，係由大法官戴東雄為研究計劃之主持人，書中分中共婚姻法之研究及中共繼

承法之研究二部分，在婚姻法部分，書中就社會主義婚姻法思想、立法沿革、基

本原則、結婚要件、效力、離婚、父母子女及扶養等作深入之研究，就現實所發

生之問題予以分析之，並就其法律制度之內容在比較的觀點上提出評論。由於該

書於 1993 年出版，而大陸地區婚姻法之修訂於 2001 年，因而未能對大陸地區修

訂後之婚姻法做完全之探索與評論。 

  (三)陳榮傳著「兩岸法律衝突的現況與實務」，於 2003 年，台北學林文化出版，

就涉及兩岸的民事問題，在台灣地區已有兩岸條例作為「涉陸」問題的基本規範，

在大陸地區也相應地做出「涉台」問題的規範。本書以兩岸條例作為討論的主軸，

先觀察兩岸的實體法關於各種民事法律關係規定的差異，再比較兩岸的立法者對

於這些區際法律衝突問題，所採取的法律政策及具體規定，希望從兩岸法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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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臨的訟案，去發掘兩岸現行法律所存在的漏洞，從法院已經審理裁判的具體案

例，來省思既有規定的修正空間，以達到實用、導向的目的。 

  (四)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著「民法親屬新論」，於 2004 年，台北三民出版，

本書是著者三人通力合作之產物，而此類社會科學之參考書為現今所罕見。本書

著重比較法的考察，並敘述外國立法之立法趨勢，揭示外國立法例，從法律上之

實際運用，有關之解釋例、判例、判決等，依其需要，皆予以摘錄與評釋。本書

由人倫秩序說明親屬的身分法關係，從法律社會學的立場予以考察，不作概念法

學單一的解釋與適用。且於 1992 年我國民法之修正部份亦詳加個述、整理，是一

部非常內容充實，體系完整的著作。 

  (五)《新婚姻法讀本》編寫組編著「新婚姻法讀本」於 2001 年，北京：中國

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本書由大陸地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了直

接參加婚姻法修改工作的部分專家所編著。該書在全面介紹婚姻家庭制度的基礎

上，對婚姻法修改過程中涉及的諸多問題做了較詳細的分析，說明了立法者採納

不採納某種意見的理由。該書具有簡明性、實用性、準確性的特點，便於掌握婚

姻法的內容，又便於大陸地區廣大人民有選擇、有重點地運用婚姻法維護自身的

合法權益。 

  (六)楊大文主編「新婚姻法問答」，於 2001 年,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由大陸地區中國人民大學組織部份專家、學者、博士研究生編寫了這本問答，

便於大陸地區廣大人民學習婚姻法的基本知識。書中對於婚姻法在原則、結婚制

度、家庭關係制度、離婚制度、救助措施和法律責任等方面藉由 100 個問題做制

度面、條文精義及日常生活之需求做簡明、精要的說明，對於一般廣大人民來說，

不失為入問之基礎。 

  (七)楊大文主編「新婚姻法釋義」，於 2001 年，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

版，本書將 2001 年婚姻法之條文做法詮解、司法審判時的適用須知、相關的法律

規定等都有非常詳細的闡釋。本書是由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者專家共同編著，側重

在法條的詮釋，雖然宣示的意義重於法律知識之研討，在人民婚姻法學習之路上，

依然有著一定的作用在。尤其是書中的名詞解釋對於大陸地區法律素養較差的廣

大人民來說，也是一個入門的基礎。 

  (八)蔣月、洪志堅主編，於 2004 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最新司法案

例精解叢書「婚姻法與繼承法」案例精解，本書的案例是從多家法院近年來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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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千上萬個案件中精選出來的，不但內容新穎，而且具有典型意義，能夠充分

反映當前大陸地區社會變遷中法律關係和司法實踐的最新發展。本書的內容不但

對於法律學習生有所幫助，而且對於一般讀者了解有關的法律知識和當前法院對

一些法律問題的處理方法也有益處。 

  (九)游蕙菁撰(2002)《大陸新婚姻法之研究─兼論兩岸婚姻法上關於「結婚」

與「離婚」規定之比較》，東吳大學法學院法律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未出版。此

論文對於大陸地區制定婚姻法前後的爭論、特色、立法過程、結果皆有詳細的說

明。文中對於兩岸婚姻法制之比較，從法之依據至司法審判實務上討皆顧及至統

整性、一貫性。文中第六章探討大陸地區婚姻法對兩岸人民往來之影響，值此之

際，應該是非常具有時代上的需要。 

  (十)高鳳仙著「親屬法─理論與實務」，於 2005 年，台北：五南出版，本書係

作者從事親屬法之學術研究、案件審判、學校教學、修法運動之成果，依親屬法

之章節，分章論述。全書理論與實務並重，對親屬法之歷次修正均有詳實記載，

並掌握最新之立法趨勢及修法動向。且於相關章節析論親屬法之相關法規，使親

屬編與其相關法規之整體規範情形與具體案件之分別適用情況清晰易辨、方便一

般人民深入了解親屬法之規範精神與實際運用。 

二、相關說明 

  (一)文中對於海峽兩岸之稱謂，盡量求其立場客觀、用詞中性，遂以台灣地區、

大陸地區做為我國與中共的代名詞。 

  (二)關於法律文件名稱的表述：大陸地區歷經 1950、1980、2001 三個階段的

婚姻立法，而 2001 年並非全面制定新婚姻法，是根據 1980 年之婚姻法做修訂與

補充，為了明確區別 1980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改前後兩個不同法律文

本，對原文本採用 1980 年《婚姻法》原第×條，把 2001 年修正案表述為 2001 年

新婚姻法第×條。關於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適用婚姻法的各種司法解釋或文件，使用

時，原則上均使用該文件之全稱，以方便閱讀與理解。 

  (三)文中所用人名、地名均用「某某」或者符號「××」代替，是在引用時，引

用原文為避免法律糾紛，也是為尊重涉案當事人個人隱私的用意。 

三、名詞釋義 

  下列之名詞釋義，主要是大陸地區婚姻法上之相關名詞，做為兩岸相關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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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探討。 

  1.結婚：亦稱婚姻的成立，是指男女雙方按照法律規定的條件和程序，確立夫

妻關係的法律行為。結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結婚，僅指夫妻關係的確立；

廣義的結婚，包括婚姻的成立和訂立婚約兩個方面。近現代各國的親屬立法，大

多都將婚姻的成立作狹義上的規定，訂婚已不再是結婚的必經程序。 

  2.包辦婚姻：是指婚姻關係以外的第三人（包括父母）違反婚姻自由原則，在

完全違背婚姻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強迫其締結的婚姻。 

  3.買賣婚姻：是指婚姻關係以外的第三人（包括父母）以索取大量的財物為目

的，包辦、強迫他人締結的婚姻。 

  4.直系姻親：是指配偶的直系血親，即為自己的直系姻親。包括兩種：一種是

直系血親的配偶；另一種是配偶的直系血親。 

  5.婚姻成立的實質要件：是指婚姻當事人以及雙方之間的關係，必須符合法律

規定的結婚條件，包括結婚必須具備的條件和結婚禁止的條件。 

  6.婚姻成立的形式要件：是指婚姻成立的方式或程序必須符合法律規定的條

件。 

  7.無效婚姻：亦稱違法婚姻，即不具有法律效力的婚姻，是指男女兩性的結合

因違反了法定的結婚要件而不具有法律效力的一種婚姻形式。無效婚姻不是婚姻

的一個種類，它只是一種不具有法律效力的民事行為，是婚姻立法和婚姻法學研

究中用來說明當事人違法結合的一個特定的概念。 

  8.撤銷權的行使：是撤銷權人單方的行為，無須經相對人同意。 

  9.除斥期間，是指法定的權利存續期間，因該期間經過而發生權利消滅的法律

效果。 

  10.禁婚親：是指法律規定的禁止結婚的親屬。從各國的親屬立法上看，廣義

上的禁婚親，不僅包括一定範圍的自然血親，還包括了一定範圍的擬制血親和姻

親。 

  11.配偶身份權：是指夫妻之間在配偶身份狀態下相互享有和承擔的權利義務

的統稱。就其法律屬性分析，配偶身份權一般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基於對歷史上

家長權；夫權的否定，在夫妻之間進一步強化的配偶人格權，如姓名權、人身自

由權、生育權等；二是嚴格意義上的配偶身份權，即夫妻間互動對等的人身上的

權利義務關係，一般被稱為夫妻人身關係，如夫妻同居的權利和義務，夫妻互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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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義務等；三是以配偶身份為前提而派生的財產性權利，如扶養權、繼承權、

共同財產權等，一般被稱為夫妻財產關係。配偶身份權是近代、現代法律文明、

進步的產物。 

  12.探望權：是指父母離婚後，不與未成年子女共同生活的一方，享有對該未

成年子女進行看望以及接待的權利。 

  13.生育權：指公民共於合法的婚姻關係而依法享有的生育子女和不生育子女

的權利，是夫妻人身權利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公民決定並實施生育子女的權

利和公民決定並實施不生育子女的權利兩個方面。當公民決定並實施生育子女的

權利時，必須履行相應的義務，必須符合計劃生育的規定。 

  14.親權：是指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的身體的養育、管教和對未成年子女的財

產的保護、管理的權利義務制度。現代親權以保護撫育未成年子女為中心，不僅

表現為權利，而且更多地表現為義務。各國親權制度的內容不儘相同。台灣地區

的親權制度比較全面地規定了親權人、親權的對象、親權的內容、親權的終止和

親權的消滅。 

  15.共有：是指某項財產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權利主體共同享有所有權。共有

又可以分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又稱分別共有，是指兩個或者兩個

以上的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額分別對共有財產享有權利和承擔義務的一種共有關

係。共同共有，是指兩個或者兩個以上的共有人，根據某種共有關係而對某項財

產不分份額地共同享有權利並承擔義務的一種共有關係。共同共有主要有兩種基

本形式，即夫妻共同財產和家庭共同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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