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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陸地區二○○一年婚姻法的分析與建議 

  20 年來的實踐證明，1980 年婚姻法所規定的基本原則以及有關夫妻、家庭成

員間的權利義務的規定是正確和基本可行的。但改革開放以來中國的經濟發展、

社會觀念發生了極大變化，這些變化也必然影響到婚姻家庭領域。儘管期間針對

婚姻家庭關係出現的一些新改變、新問題，也出台了不少行政法規和司法解釋，

然而，行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缺乏法律的公開性和權威性，不利於公民知曉並運用

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益。因此，此次修改婚姻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將多年來行之

有效的行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上升為法律，使一些較原則的法律具體化，以利於實

踐操作。然而在法規上依然有許多受到各方面的討論和提供建議，另一方面則要

對一些不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婚姻家庭關係新變化的條款進行刪改和補正，使

轉型期的婚姻家庭制度更加完善和可行。 

 第一節  婚約與夫妻忠實義務 

 一、解除婚約後彩禮歸屬之爭議 

  在大陸地區的婚姻法制定與修訂當中，對於婚約並未有任何的規定，但在中

國的傳統社會裡，人們普遍認為婚約是雙方在結婚前的必經程序，自古以來就有

婚約成立時男方向女方贈送作為婚約承諾的財物即聘金、聘禮作彩禮。然而，雙

方有了婚約，不代表將來一定會結婚，萬一雙方結不成婚，在沒有良好的結果下，

一定會對此期間所往來的財物形成糾紛，甚至到法院提起訴訟的也必然不再少

數。由於對訂定婚約之後所贈之財物的糾紛之處理，婚姻法沒有明確的法律規定，

加上婚約之間所贈之彩禮為中國自西周以來的傳統風俗，並未因時代的改變而減

少，導致這類訴訟案件的認知差異大，雖有 2004 年 4 月施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

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若干問題的解釋(二)》，對彩禮的歸返作了規定，

但仍有許多法律上適用的爭議。 

  就彩禮的性質，法律上無規定，導致在認知上產生很大的差異，對於彩禮的

返還，也有不同的解讀，在社會上有的認為是贈與行為無須歸還，有的認為是不

當得利必須歸還，更有的認為是借婚姻索取財物的不法行為，（王克先，

2000:43-44），有的認為彩禮應是附加條件的無償贈與行為，如果條件成就（婚約

解除），贈與行為失去法律效力，當事人之間的權利義務關係解除，贈與彩禮應當

恢復到訂立婚約前的狀態，彩禮應當返還贈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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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不同的看法之下，社會上必然產生相對的困擾，在訴訟主體上，起

訴到人民法院的婚約財物糾紛案件，訴訟主體有的列婚約關係的男女本人，有的

列婚約關係男女雙方父母，有的列男女雙方及其父母等，很不統一。導致法院判

決返還的彩禮得不到執行，增加社會上的問題。 

  有關「彩禮」的法律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若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指出：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禮的，如果

查明屬於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一)雙方未辦理結婚登記手續的；(二)

雙方辦理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給付並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

的。 

  就第一款規定，基于一方無正當理由解除婚約的，對方可以請求解除方承擔

違約責任。婚約人雖不得基於婚約強制履行結婚，婚約之真實目的在於最終的結

合，婚約也是為了雙方有更深入的了解，如不合適也有權解除。但如果雙方多認

為彼此合適，有結婚之打算，而一方擅自要求解除婚約，違背了當事人之間達成

的合意。因此有權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當一方擅自解除婚約或因自身過錯而

使他方解除婚約的，受害方可以要求損害賠償。如嚴重損害了對方的名譽，使對

方人格上蒙受損害時，可以請求損害名譽權的賠償。(邱玉梅，2000:63-69) 

  第二款的規定以離婚為前題，但並未規定夫妻結婚的時間，未共同生活不代

表絕對的不相處，如果時間久了，也生兒育女了，當初的彩禮已經在家用上耗盡

了，如何歸返？又彩禮算不算是個人的婚前財產？ 

  第三款的規定應當取消，給予社會大眾一個警惕，避免造成無謂的舖張及做

出自己能力所不及的事，也可避免婚後夫妻雙方因此而造成的破裂，更可避免藉

此索取財物。 

  既然婚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大量存在，又時常發生糾紛，那麼法律上對婚約

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乃是情理之中的事，如果法律對婚約的性質，解除婚約的後果

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那麼人民法院處理這類糾紛將會有法可依，這不僅有利

於保證人民法院判決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更有利於保護婚約當事人的合法權

利，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婚姻家庭關係的建立、鞏固和完善無疑具

有重大推進作用。 

  關於彩禮返還的正當理由大陸地區於下藉修法時可以參照我台灣地區民法第

976 條規定：一是婚約訂立後再與他人訂立婚約或結婚，二是故意違反結婚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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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是生死不明已滿 1 年者，四是有重大不治之病者，五是有花柳病或有其他

惡疾者，六是婚約訂立後成為殘疾人者，七是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奸者，八是婚約

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者，九是有其他重大事由者。（顧肖榮，1999:37-38） 

 二、一夫一妻與夫妻忠實義務 

  大陸地區對夫妻忠實義務的規定符合其社會主義制度和性質，也符合一夫一

妻制的根本要求。一夫一妻制是大陸地區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婚姻家庭

關係的根本制度。(陳鑫，2005:1-7)將違反一夫一妻制的重婚行為、包二奶、非

法同居列為犯罪行為，然而大陸地區刑法對重婚罪有著嚴格的法律界定，認為法

律重婚才是罪，且不宜擴大重婚罪的適用範圍，大陸地區刑法第 258 條規定：「有

配偶而重婚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 2 年以下有期徒行或者拘役。」

根據這一規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行

為。許多包二奶的行為併不符合重婚罪的構成條件。而婚姻法對現實生活中存在

的不以夫妻名義同居的包二奶、姘居、婚外戀……等違反一夫一妻制的行為並無

明確的法律規範及法律責任的條款規定，致使婚姻法在堅持一夫一妻根本婚姻制

度的問題上，缺乏具體的約束力和強制的執行效果
1，更使得一夫一妻原則受到很

大沖擊2。 

  此次修正案除繼續堅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則及禁止重婚之外，在總則中增加了

「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條款和「夫妻應當相互忠實、相互扶助」的內容，

在法律責任中增加了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作為對一夫一妻制度的重要補充3，對

於違背法律基本原則、社會道德主流、從長遠看危害社會文明進步的行為，本次

修改強調從民事制裁的角度，對「包二奶」、婚外同居等其他違反一夫一妻制的行

為予以經濟性懲罰。（王洪，2005:61-74） 

                         

1
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有配偶者公然重婚納妾的越來越少，但姘居、「包二奶」及其它形式的婚外性關係卻日益增加，影

響婚姻庭的穩定，敗壞社會風氣，成為大陸一夫一妻制所面臨的嚴重挑戰。面對婚姻家庭領域中的這一現實問題，僅用

道德規範去教化，用社會輿論去約束，已難以奏效，必須通過法律手段來調整和規範人們的行為，使之適合於社會的共

同準則。參見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的說明，全國人大常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

國婚姻法》修改立法資料選，法律出版社，2001 年，5、16 頁。 
2
 近年來，大陸社生活中出現了婚外戀、第三者插足、重婚、「包德的現象，嚴重挑戰著一夫一妻這個人類婚姻生活的基本

原則。在經濟犯罪分子中，「包二奶」的官員比例高達 95%。據大陸婦聯調離婚案件中有 65%是由於第三者插足造成的。

在本次婚姻法修改中一夫一妻制的行為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3
以前，法律對包二奶這種不正當的行為一點轍都沒有，而新婚姻法的出台，對包二奶者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一旦法律認定，

就逃不掉法律的制裁，在保障原則實施的禁止性條款中，增加了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禁止家庭暴力等規定，這就

從立法上增加了維護一夫一妻制，保護家庭成員人身權的力度，同時也為通過其他法律措施懲治此類違法行為提供了基

本法上的依據。有包二奶行為者，即使離婚後，仍然可以追究其責任，因為新婚姻法規定，如果因抱二奶等行為，將財

產 轉 移 的 ， 離 婚 後 ， 無 過 錯 方 仍 可 以 提 起 訴 訟 ， 追 回 屬 於 自 己 的 財 產 。

http://www.szfzb.com/channel/read.sap?id=7436(2001，專家解演新婚姻法) 



大陸地區二ΟΟ一年婚姻法之研究 

－136－ 

  因為，有些認為，婚姻法律關係屬於民事法律關係。屬於「私法」的範疇，

國家干預的面可以窄一些，力度可以弱一些。應該將民法的基本原則貫穿在婚姻

立法之中，而不是更多地作出行政管理的規定。有關道德規範輔以道德教育、輿

論宣傳等手段正面引導在婚姻法中只能通過倡導性的提法作出規定。 

 (一)由此可以看出新法在一夫一妻制與夫妻忠實義務問題上的法律政策取向

為： 

     1、對於嚴重違反一夫一妻制的重婚行為，將其罪責化且予以民事制裁。 

     2、對於同是破壞一夫一制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行為，未公然顛覆一夫 

一妻婚姻制度，且與重婚有別，予以民事制裁給予婚姻當事人民事制裁。 

     3、關於夫妻忠實義務，主要屬於個人家庭範圍，尊重個人在婚姻家庭中 

的自主選擇和合法權利……宜輔以道教育……而不是法律強制
4。(王洪， 

2005:61-74) 

  (二)然而在立法規範上： 

    1、立法或司法解釋應該對「違背夫妻忠實義務」之意義作出明確的界定， 

使得這條不可訴條款能具體運用到現實生活中。也需要為「忠實」之意義進行定 

位。除了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之外，通奸行為和賣淫嫖娼行為算不算？所 

以，對「忠實」的定義和適用有了明確的界定，在學理上明確，在法律上更力求 

盡量具體，才能良好的發揮它的功用。讓夫妻之間有一個基本原則可以參照和尊 

循。(Xia﹐2001:42-43) 

    2、關於夫妻忠實義務 

主要屬於個人家庭範圍，尊重個人在婚姻家庭中的自主權，「包二奶」的執法 

懸念還很多，如何才算「包二奶」？婚外情算嗎？偶爾幽會算嗎？（Liu﹐

2000:10-12）。對於社會公眾極為關注的「包二奶」是不是重婚問題，馬憶南解釋

說，新婚姻法通篇沒有出現過一回「包二奶」或者「包二爺」字樣，「包二奶」並

非一個法律概念。婚姻法上確切用語是「重婚」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此次

司法解釋梳理了「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重要概念。「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是

                         

4
 婚姻法修正增訂第 4 條：「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老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

的婚姻家庭關係。」對於該條的規範性質，大陸學者有不同認識，有人認為此為義務性條，通說認為，其屬性而言，既

不是具體的權利義務型規範，也非禁止性規範，而是倡導性、宣示性規範，它為人們處理婚姻家庭關係提出了社會公認

的道德準則；就其規範地位而言，它與第 2、3 條有別，不是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則，只是表明了婚姻家庭法的價值取向。

參見王洪，婚姻家庭法，法律出版社，2003 年，35 頁。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若干問題的解釋(一)

第 3 條明確指出：「當事人僅以姻法第 4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不予受理；已經受理的，裁定駁回起訴。」可見

司法解釋亦採通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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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有配偶者與婚外異性，不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如何界定「同

住──固定長期共同生活」？還是與他人偶爾發生性行為？與「第三者」居住長

時間才叫「同居」？法律又對包二奶給予何種明確的處罰？法律上作出了原則性

的約束，但在具體操作上的定性、定範圍，還需要統一的衡量標準，才不會同樣

的案例，因不同法院對「同居」概念的理解不一，判決不同
5。 

   3、非法同居的界定所引發的疑問 

  「非法同居」即非婚同居，是個敏感的話題。婚姻法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

同居」。對於婚姻法上的同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若干問題的解釋(一)定義為有配偶者與婚外異性不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

居住。馬憶南說，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概念的界定非常重要，它劃清了兩個界限：

與重婚的界限；與通奸的界限，有人認為，法律如此定義，在無形中放鬆了對「非

法同居」者的限制。其實，對於婚外出現的與配偶外的人同居的現象，可供約束

的只有三條：一種是刑法，主要是針對重婚；一種是道德和紀律，主要是婚外戀

和通奸；居於兩種約束力中間的，就是婚姻法的約束，是一種完全的民事效力的

約束。正如人民所說：「重婚要一棒打死，同居要制約，婚外戀應讉責。」（趙中

鵬，2002:版 7） 

  由於重婚者很少到婚姻管理機構登記，很少公開以夫妻名義同居，逃避了現

行法律規定的重婚罪標準。婚外性行為、姘居、明妻暗妾等事實上的重婚現象很

普遍，但真正判決的很少，關鍵是重婚罪的界定標準不具體，法院不易操作。（張

茂明，2000:1-30） 

  4、不利於保護受害方的權益 

  新婚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關於「有配偶者與他人

同居」必須要求「有配偶者與他人長期穩定的生活」的規定過於嚴格，因為實際

生活中大量存在的是那些雖未與第三者在一起長期、穩定同居，但是卻與第三者

以其他方式有婚外情的情況，要受害方本人去取配偶與他人同居的證據是何其的

困難？（張雪萍，2004:84）且為了取證而採取的方式、手段，在法律上無疑義嗎？

                         

5
 同樣的案例，因不同法院對「同居」概念的理解不一，也有未判賠償的。 

 案例一：王某、張某相戀 6 年，由於家庭條件懸殊，雙方家庭極力反對，兩人壓力於前年成婚。婚後，兩人常因瑣事發

生爭吵，今年年初，在一次家庭大戰中，張某負氣回到娘家。王某遂將「三陪小姐」帶回家陪宿，被其妻告上法庭，要

求離婚並給予損害賠償。 

 案例二：家住武昌區的李某在其妻出差之際，與他人發生了性關係。其妻要求損害賠償。然而武昌區法院認為，同居是

指與人固定長期共同生活，與他人偶爾發生性行為，只能說李某對婚姻不忠，不能以與他人同居造成損害為由判賠。後

雙方達成離婚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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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嗎？6造成了法律上有保護受害方和弱者的善意，卻無法在實際上達到確實保

護受害方的權益。 

   （三）建議：大陸地區 2001 年新婚姻法於懲治包二奶之立法上，並無擴大重

婚罪論處，認為此為側重於道德教化上，個人認為宜擴大此一社會問題之嚴重性，

於禁止違反一夫一妻的行為規定上，放寬認定範圍，即非法同居有固定場所、經

濟上有生活來源的包養皆可做為認定的標準，並進一步明確事實上重婚的認定和

處罰。 

                         

6
 就在司法解釋剛剛出台的第二天，因想告丈夫重婚而前往租房處「捉奸」的妻子反被第三者狀告犯有侮辱罪，日前法院

已判決「捉奸」妻子侮辱罪名成立。 

 據《安徽商報》消息，合肥某車站職工董某的丈夫與第三者胡某公然租房非法同居。今年 7 月，董某與第三者胡某的丈

夫一起來到丈夫和胡某的租房處捉奸，胡某免不了遭到一頓辱罵和皮肉之苦。今年 9 月，受到皮肉之苦的胡某向安徽省

合肥東市區法院提起刑事自訴，狀告董某犯侮辱罪。「捉奸成罪犯」，在法侓上並不奇怪。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捉奸就是

為了取證，作為婚姻受害丈的董某，應怎樣採用合法的方式尋求法律的救助。 

 在涉及婚姻糾紛的訴訟中，證據的取得一直比較困難。有的人為了掌握證據，自己盯梢，有的人還不得不請私家偵探來

偷拍取證。婚外情養活了大街上的私人偵探，身份不合法的私人偵探成了替人刺探別人配偶外遇的「特務」。 

 這種方式取得的證據合法嗎？這種行為是不是侵犯了別人隱私權呢？這需要婚姻法的另一個司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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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於家庭暴力 

  家庭暴力問題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共同問題，自古以來人類社多有忽略或

迴避此問題的傾向，由於家庭暴力問題在現代複雜的工商業社會中有更形嚴重的

趨勢，且由於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人們對於家庭生活之品質要求也日益提高，再

加上某些婦女團體的大力宣導，家庭暴力問題近年來在世界各國漸次成為人們關

切的問題，（管安露，2002:137-150） 

  而且，家庭暴力不僅是大陸的問題，也是一種全球性的社會現象，是一種世

界範圍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一九七○年代以來，國際社會通過一系列反家庭暴

力的公約和宣言。大陸是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最早的締約國之一，一九

九五年在北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女大會通過北京宣言和行動綱領，對家庭暴力

深表重視，敦促各國應以一切適當手段儘快採取政策消除家庭暴力。（王洪，

2005:61-74） 

  這次婚姻法修改，順應國際社會人權保護的趨勢，反映廣大民眾反對、制止

家庭暴力的民意，把防治家庭暴力作為增加的重點內容之一。自此，家庭暴力不

再是家務事。也不只是一種社會現象，將作為一個明確的法律概念，納入法律調

整的範圍。 

  婚姻法對於家庭暴力的界定不一。
7婚姻法多次提到家庭暴力，但概念很模糊。

什麼行為算家庭暴力？與日常生活中夫妻發生矛盾而打架，有何不同？新婚姻法

並有明確之規範（劉付斌，2004：31-32）。 

  按其形式應可區分為三類：即身體暴力、語言暴力和性暴力；然而，最高人

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若干問題的解釋(一)上並無明確指出，

造成執行上的問題，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若干問

                         

7
家庭暴力目前尚無統一界定的概念。有人認為家庭暴力是指對家庭成員進行肉體上的折磨、傷害和壓迫等人身強暴签為：

有人認為家庭暴力是家庭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毆打、凌辱、肆虐，使其屈從：有人認為家庭暴力就是家庭中某一成員對其

它家庭成員在肉體上、精神上、言語上、經濟上的虐待。 

 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家庭暴力是指在家庭內部出現的侵犯他人人身、精神、性方面的強暴行為。 

 聯合國在《消除對婦女暴力宣言》中，對家庭暴力的定義是，「在家庭內發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暴力行為，包括毆打、

家庭中對女童的性虐待、強奸配偶和其他有害於婦女的傳統習俗、非配偶的暴力行為和與剝削有關的暴力行為」。我國對

家庭暴力比較權威的定義是，「行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行制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家庭成員造成一定傷害

後果的行為。」 

 我國法律對家庭暴力的界定 

 《婚姻法》修正第三條規「禁止家庭暴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若干問題的解釋(一)》

第一條對家庭暴力的範疇作了明確表述：「家庭暴力是指行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行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精神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後果的行為」。 

 家庭暴力基本上是家庭中居於強勢地位的成員對處於弱勢地位的成員實施的。以前受害者主要是婦女、兒童和老人，但

隨著社會的發展，有一個新的趨勢在發展，男性也開始成為家庭暴力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家庭暴力」，主要是指家庭

成員中，夫妻之間即婚姻主體之間的暴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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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解釋(一)，所謂的其他手段，亦無明確規範，在司法執行上，會有爭議。 

  都市裡，由於人口流動性大，單元家庭住戶獨立性強、封閉性高，且核心家

庭（一對夫婦和一個孩子組成的家庭）占主流，因此遭受家庭暴力的婦女很難尋

到來自鄰居的旁證，這就需要受害者強化自我保護意識，注意尋求社會和法律的

救助。 

  大陸地區2001年新婚姻法規定了遭受家庭暴力的受害人可以尋求四種救助途

徑：一是向所在地的居委會（村委會）提出請求；二是向所在單位提出請求；三

是向公安機關提出請求；四是向法院起訴。婚姻法第 43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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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5 條規定：「對重婚的，對實施家庭暴力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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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情節嚴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構成犯罪行為的，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
8。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已有規定「家庭暴力」的刑事責任，因而無需於婚

姻法中再規定，也形成一大爭議，且規定過於抽象，司法解釋的範圍限定過窄，

救助措施的規定過於原則，且機構職責不明，於無法之制裁辦法之下，人民無法

得到適確之保障。（周長軍，2005:76-80） 

  家庭暴力不同於一般的暴力行為，由於它發生在家庭內部，具有手段多樣性，

對象特定，時間上的長期性，受害程度的不可測性及原因的複雜性，雖反覆出現，

但隱蔽性強，被害人防不勝防；加上家醜不可外揚的觀念，而被社會所容忍和忽

視，不但造成受害者身體、精神的痛苦、心理的壓抑，還威脅到家庭的和睦與穩

定，甚至會因家庭暴力導致惡性案件發生，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8
 根據情節和後果，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致人輕傷，可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致人重傷的，

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玫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年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

刑或死刑。或根據《治安管理處罰條例》予以行政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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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暴力長期以來被視為家庭私事，其隱蔽性決定了很少會有相關部門主動

管理。根據大陸地區刑訴訴訟法的規定，家庭暴力行為除殺人和重傷外，司法機

關大多作為自訴案件處理，採取「不告不理」的做法。因此，家庭暴力案件中，

真正由司法機關介入處理的較少。（王麗萍，2005:41-43） 

  特別要提出的是，無論因家庭暴力導致何種案件，檢察機關應依法對家庭暴

力案件提起公訴。在這種方式下，使受害人起訴得到司法機關的支持，給施暴者

一個矯正暴力行為的途徑，使得雙方婚姻有緩衝彌合的機會。（黃慧霞，

2005:42-46） 

  婚姻法修正後對反家庭暴力存在的難題 

 一、反家庭暴力存在的法律問題 

  大陸地區雖然已由婚姻法修訂中基本形成一定的家庭暴力預防、制止和制裁

機制，但並未有一部完整的家庭暴力防治法規的產生，因而在婚姻法修訂後反對

家庭暴力之執行，尚有一些問題： 

  (一)立法過於抽象和法律的可操作性不強，目前，我國《憲法》、《刑法》、《婚

姻法》、《婦女權益保障法》、《治安管理處罰條例》等法律法規，雖然對家庭暴力

行為都有禁止性規定，但缺乏明確的認定和制裁條款。可操作性較差，對家庭暴

力懲治不力。發生家庭暴力時，權益受害方往往得不到及時有效的保護。（馬衛國，

2005:29-31） 

   (二)大陸地區現行法律針對家庭暴力雖有一些具體規定，但這些條款大都是

從宏觀上立論的，如《婦女權益保障法》中規定「禁止歧視、虐待、殘害婦女」、

「婦女生命健康不受侵犯」等條文，在明確提到家庭暴力的《婚姻法》中也只是

籠統的規定「禁止家庭暴力」。只有在人民最高法院的婚姻法司法解釋中明確了家

庭暴力的概念，並且所採用的是嚴格的界定標準，這也導致了法院認定這一事實

的比率低。 

  (三)大陸地區沒有針對家庭暴力的專門證據法規定，導致取證的合法性受到

質疑不易取證，無法落實婚姻法中禁止家庭暴力的作用，家庭暴力具有相當的私

密性，多發生在家庭內部，很少有目擊證人，即使有目擊證人，願意為別人家務

事作證的也不多，致使認定存在家庭暴力比較困難一部分當事人在遭到暴力後，

因缺乏法律常識沒有報案或去醫院開具診斷證明，這樣當對方否認有暴力行為

時，便無據可查。單憑受害人陳述又不能作為定案依據，給法院認定家庭暴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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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帶來困難，使很多家庭暴力案件因缺乏證據無法立案。據不完全統計，在法院

受理的離婚案件中，認定存在家庭暴力案件占主張存在的家庭暴力案件的比例不

足 10%，使受害人合法權益難以得到及時的保護。(馬衛國，2005:29-31) 

  (四)婚姻法修訂後對損害賠償的規定太原則：家庭暴力受害者精神損害賠償

無法可依。《婚姻法》明確規定，家庭暴力的受害方可以提出民事賠償，但受害婦

女請求精神損害賠償仍然困難。因為必須以離婚為前提，導致不想離婚的婦女根

本無法取得賠償。 

  (五)行政系統對夫妻間親權問題缺乏全面、系統的規範：現行法律主要適用

對施暴者進行事後制裁，缺乏對家庭暴力正在發生及持續過程中的救濟措施。大

陸地區法律著重於制裁造成嚴重後果的暴力行為，對於多發性的未造成嚴重後果

的家庭暴力行為缺乏措施。另外，重於行為發生後的制裁，缺乏預防行為發生和

制止行為繼續的手段，因此應完善相關行政法規、加強執法力度、加強社會行為

的干預，位防止和消除夫妻間暴力事件創造良好的處理模式，。（郝秀輝，2005:3-6） 

  (六)司法人員中對大陸地區家庭暴力的定性、定量上認識不一，仍有相當一

部分人因受中國傳統觀念的影響，對家庭暴力存在模糊甚至錯誤的認識，這在一

定程度上影響了司法人員對家庭暴力的法律干預力度。例如：公安人員缺乏社會

性別平等觀念，一些派出所以家庭糾紛不屬其工作範圍為由不予處理，立案不及

時，直接導致鑒定難。派出所對家庭暴力案件不能及時立案偵查，不給受害人出

具委託鑒定函。而沒有醫學鑒定書，就無法追究施暴者的刑事責任。 

  (七)執法機構的干預是制止家庭暴力的最有效手段，而現在因家庭暴力的執

法主體部門雖然多但不夠明確，各個主體部門之間的執法還需進一步整合，加上

執法程度未具體規範，也造成了對家庭暴力的制裁不力，致使家庭暴力總是游離

於法律之外，受虐婦女也得不到有效的保護。 

 二、辦理家庭暴力的實際困難 

  (一)社會公眾對家庭暴力認識不足，導致取證難 

  對於家庭暴力，社會公眾的觀念仍停留在「家務糾紛」層面上，導致律師向

受害婦女親朋鄰居乃至居委會工作人員取證時，他們含糊其詞，甚至拒絕作證，

造成取證困難，受害婦女權利難以保障。 

  (二)執法人員缺乏進步的社會性別觀念，立案不及時，導致家庭暴力案件於

訴訟時鑒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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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數派出所的公安人員對家庭暴力案件不能及時立案偵查，不給受害人出具

委託鑒定函。律師說，因沒有醫學鑒定書，就無法追究施暴的刑事責任。 

  (三)家庭暴力立法不完善，對家庭暴力行為認定難、刑事處罰難 

  目前大陸地區沒有針對家庭暴力的專門證據法規則，通常是適用普通案件的

證據規則。而家庭暴力多發生在家庭內部，很難有願意舉證的目擊證人，單憑受

害人陳述又不能作為定案依據，給法院認定家庭暴力行為帶來困難，使很多家庭

暴力案件因缺乏證據無法立案。 

  (四)對施暴者進行制裁難 

  現行法律主要適用對施暴進行事後制裁，缺乏對家庭暴力正在發生及持續過

程中的救濟措施。一些受害婦女希望，在遭受家庭暴力時法律能對丈夫採取一定

的強制措施。而現在公安機關或居委會能做的只是讓施暴丈夫寫保證書，無法形

成任何約束力，有的丈夫可能前腳寫了保證書，後腳回家繼續施暴。 

  大陸地區婚姻法修訂後，家庭暴力首次在婚姻法中出現，實為一大創舉，顯

現大陸地區愈來愈重視此一問題，由於婚姻法規定的不完備，一部對家庭暴力的

定義、社會救助、行政措施、司法救濟、法律責任都做了具體規定的專門性法律

──《家庭暴力防治法》，可以為家庭暴力受害者提供最大限度的保護，最有效地

預防暴力的再次發生，此法的制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建議 

  （一）司法機關要重視和加強對家庭暴力犯罪案件的打擊力度。為了保護婦

女、兒童、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權益，除加快立法工作外，要重視和加強對施

暴者的打擊力度，使婦女、兒童、老人的合法權益切實得到保護。司法機關的執

法人員直接擔負著保護婦女、兒童、老人合法權益的神聖職責，要轉變觀念把家

庭暴力行為不在當作「家務事」、「夫妻間的私事」等觀念，堅持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違法必究，以維護法律的尊嚴。有條件的地方可設「維護婦女、兒童、老

人合法權益法庭」或「家庭暴力案件法庭」，專門審理家庭暴力案件，及時懲治施

暴者，才能有效地遏止家庭暴力的發生。 

  （二）大陸此番將「家庭暴力」概念引入婚姻法，僅係將其當成一需要重視

的社會問題，並非將其當成一個法律概念，故在立法時，對家庭暴力的概念、具

體內容以及構成要件皆未做明確界定，在適用上容易產生歧異。還有家庭暴力與

虐待行為的區別如何，亦引起爭議，有論者主張家庭暴力是虐待的一種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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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即包含家庭暴力行為；另有觀點認為家庭暴力與虐待是各自不同的兩個獨立

行為，一次或數次毆打行為就可以構成家庭暴力，但不一定構成虐待，不管認定

的標準如何，加強社會上對家庭暴力正確的認知及加強婦女對家庭暴力法律的認

知與正確的處理方式。 

  （三）目前英美法系國家，對有關家庭暴力事件，主要是透過公權力介力，

由法院核發「人身保護令」之方式加以遏止防範，我台灣地區在一九九八年六月

間公布施行之「家庭暴力防治法」即屬此種立法方式。而大陸地區新婚姻法有關

此方面之規定，則主要是依靠社會團體即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之力量加以介

入調解家庭糾紛，其是否能有效減低或防止家庭暴力之發生，端視其社會組織之

影力來評斷，其不確定因素頗高；雖然治安機關亦可加以制止，但治安人員素質

之優劣，以及執行之方法如何，皆會影響日後之成效，此點尚待觀察，因此可參

考我台灣地區之立法方式。（管安露，2002:137-150） 

    （三）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且提高社會全體成員的法律意識：建立預防和制止

家庭暴力的社會組織體系，通過設立熱線、婦女庇護所、心理諮詢、法律援助等

形式，及時發現家庭暴力，保護、支持和救助受害者，特別是加強婦女自我意識

及全力維護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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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於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 

  修正前之中共婚姻法，對於違反結婚要件婚姻究屬無效婚或得撤銷之婚姻，

並未明文規定，違法婚姻皆以司法解釋適用之，根據其種類不同，其處理措施及

法律效果也不同，且由於缺乏法律依據，中共實務上多將屬於無效婚姻之訴訟，

按離婚程序處理。（管安露，2002:137-150） 

  《婚姻登記管理條例》(1994)（行政法規）（以下簡稱條例）確定了無效婚姻

制度。該條例第 24 條規定：「未到法定結婚年齡的公民以夫妻名義同居的，或者

符合結婚條件的當事人未經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的，其婚姻關係無效，不受

法律保護。」 

  條例確定了撤銷婚姻登記制度。條例第 25 條規定：「申請婚姻登記的當事人

弄虛作假、騙取婚姻登記的，婚姻登記管理機關應當撤銷婚姻登記，對結婚、復

婚的當事人宣布其婚姻關係無效並收回結婚證，對離婚的當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

關係無效並收回離婚證，並對當事人處以 200 元以下的罰款。」 

    《婚姻登記條例》（2003）第九條一規定受脅迫婚姻之撤銷。 

  為了填補婚姻法此方面規定之缺乏，本次婚姻法修正乃增訂第十、十一、十

二條規定婚姻無效及得撤銷婚姻之情形及其法律效果，此可說是大陸地區婚姻立

法的一大進步。 

  但新婚姻法提起婚姻無效和撤銷婚姻請求的主體範圍、程序、宣布無效的機

關以及宣告無效或撤銷後當事人同居期間所得財產的處理等問題未做進一步明確

規定，且對「脅迫」的定義，一年期間的起算點，以及向有關機關提出婚姻無效

訴訟時，無效事由已消除後，是否仍需宣告無效等問題亦未加以明定，這就很容

易造成認識上的不一致，進而在司法實務上引起操作上的混亂。由於婚姻無效和

撤銷婚姻制度乃是大陸婚姻法史上之首例，在實務適用上所引起的爭議及混亂是

可以想見，故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針對此相關問題，特別詳細加以解釋。（管

安露，2002:137-150） 

 一、區分婚姻無效與可撤銷婚姻的原因 

  婚姻法為私法，它是關於自然人身份生活關係的法律，因而是民法的必要組

成部分。所謂私法，即以規範私人之間基本生活關係、保護當事人民事權益為目

的法律。它是權利之法、平等之法。婚姻法的這一屬性決定了它的基本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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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法一致，即以保障私權，在民事權利體係中確立親屬權的應有位置為目的。

因此，它的各項制度在設計上，要充分體現私法的這一基本屬性。這在婚姻無效

制度的設計中也不例外。否則，勢必使這一制度失去其民事制度的特色，造成私

法與公法不分的後果。雙軌制表明，對違法婚姻，法律應區別對待。對那些違法

性嚴重，有悖于公序良俗或對現行婚姻制度造成衝擊的，應做自始無效處理；對

那些違法性較輕的，應歸於可撤銷婚範疇。 

  儘管修正案草案在婚姻無效制度的基本構成上，採取了自始無效與可撤銷的

二元結構。但是，在具體情形的列舉上，它把可撤銷婚放在了次要位置上。屬於

可撤銷婚的只有違背結婚合意要件中受到脅迫的一種情形。（薛寧蘭，

2001a:210-19） 

  依欠缺結婚要件的程度與瑕疵的輕重及違反公益要件的程度：嚴重違反公益

要件為無效婚；違反結婚自願原則及私益的為可撤銷婚姻。從英美法的發展看，

雖然兩國、甚至一國的不同法域之間，對自始無效婚與可撤銷婚的劃分不盡一致，

但總的趨勢是法律逐漸減少了自始無效婚的種類，相應擴大了可撤銷婚的範圍。

婚姻法將可撤銷婚但列舉脅迫一種情形是不夠的。就缺乏結婚的合意這一私益要

件所成立的婚姻而言，還應包括欺騙婚、誤解婚及虛假婚。再者，未達法定婚齡

的早婚、患有禁止結婚的疾病而結成的婚姻也應劃歸可撤銷婚範圍。 

  擴大可撤銷婚範圍的主要理由是：對事實上已經成立的夫妻關係，在法律上

加以否定時要盡可能地慎重。擴大可撤銷婚的範圍，體現了法律對已經發生的身

份事實的寬容。如果將絕大多數違法婚姻納入無效婚範疇，做自始無效處理，雖

然維護了結婚制度的尊嚴，但並不利於百姓生活的穩定和對公民基本利益的保

護。說到底，婚姻關係作為一類基本的民事生活關係，是私人關係。男女雙方的

結合不符合結婚的私益要件或一般性違反結婚的公益要件，並未因此危害社會、

危及他人的利益時，將撤銷該婚姻的權利賦予相當當事人比一律做自始無效處理

要好得多。它使法律更具有人文關懷的精神，更符合婚姻關係作為基本民事關係

的實質，也符合無效婚姻立法的國際潮流。（薛寧蘭，2001a:210-19） 

  至於嚴重違反公益要件：重婚、近親婚，一個公然挑戰一夫一妻的婚姻制度，

一個嚴重違背社會倫理道德的婚姻，應屬自始無效婚。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懲戒性

的評價。（王洪，2005:61-74）因此，明確自始無效婚與可撤銷婚的劃分標準是必

要的。凡是屬於嚴重違反公益性結婚要件而形成的婚姻，屬自始無效婚；基於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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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私人利益和重視婚姻既成事實的理由，一般性違反公益要件或違反私益要件的

婚姻，應屬可撤銷婚。 

 二、關於無效婚姻的問題： 

  無效婚姻與可撤銷婚姻的區別在於原因、請求權人、除斥期間不同，後者主

要針對因脅迫結婚的情形，權利的行使有時間上的限制，強調行為主體自主決定

婚姻狀態的權利意識和自願選擇能力，更加體現了對婚姻當事人自主權的承認與

尊重。但是，這次婚姻法修正有不妥之處：1.無效婚姻的範圍過於廣泛，顯示出

公益性色彩較濃厚。（王洪，2005:61-74）以下將對相關問題作個別的探討 

  (一)關於結婚年齡： 

  據《今日早報》2001 年 7 月 25 日報導，杭州市桐廬縣人民法院在審理一起離

婚案時發現，這對已結婚 15 年的老夫妻，在 1985 年婚姻登記時虛報了年齡。當

時，男方只有 21 歲，離法定結婚年齡尚差一歲，為了達到登記結婚的目的，男方

虛報了年齡。日前，法院當庭宣告婚姻無效。這是新《婚姻法》實施以來，杭州

市審結的首例婚姻無效案。（陳杰人，2001:版 7） 

  此判決在當時引起爭議，雖然事後於 2001 年 12月出台第一部婚姻法解釋(一)

第八條解釋此種情況為有效婚姻，避免這個判決被仿效，連帶產生嚴重的社會問

題，因為大陸地區，在廣大農村，在我國農村，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如為了早日

承包責任田而盡早結婚），存在大量虛報年齡騙取結婚登記的夫妻。如果按照桐廬

縣法院的判決，這些夫妻即使現在已經達到了法定結婚條件，其婚姻也是無效的。

這種邏輯可能導致的後果是，一方面宣告了很多和睦家庭的非法存在，另一方面

會促使大量夫妻關係不很穩固的家庭產生「法律上的分裂」，他們會以此為由主張

婚姻無效。這於社會的穩定是極為不利的。 

  另一方面，也不會成為重婚者的重婚藉口，設想一下：如果有一對夫妻因為

結婚登記時有瑕疵，按照「這樣的婚姻永遠無效」的觀點，他們中的任何一方就

可以與第三人結婚而不構成重婚罪。這樣的後果，難道不可怕嗎？ 

  婚姻屬於身份關係的一種，這樣的關係是否存在，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在於當

事人雙方的「私意」。只要不違背法律的禁止性規定，就應當認定這種基於「私意」

的關係成立。 

  因此，應該建議可以將「未達法定結婚年齡」的規定視為可撤銷婚姻。 

  (二)關於法定禁止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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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姻法》增設了婚姻無效制度和婚姻撤銷制度，有利於制止違法婚姻的

存續，減少婚姻糾紛。其中，重婚的、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係、因脅迫結婚的認

定和處理，司法實踐中尚無多大爭議，但對不宜結婚疾病引發的無效婚姻存在較

大分歧。因為新《婚姻法》有規定：「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不應當結婚的疾病、婚

後尚未治癒的應作無效婚姻。」法官們也很為難，因新《婚姻法》並未細分哪些

疾病屬不應當結婚的疾病。（余皓‧楊斌，2001:版 7） 

  試想，如果一方明知對方患有不宜結婚的疾病，並且願意與之結婚，願意照

顧其日常生活，甚至，表明決不生小孩，也不在乎他人看法。法律為什麼要強行

解除他們之間的婚姻呢？甚至有表兄妹結婚的，願意切結不生小孩，避免法律上

血緣過近，易生畸形兒的顧慮，難道也不可以結婚嗎？成都律師金興趣、彭商建

認為修正案中關於禁止結婚的規定，可能會剝奪有些患疾病的人的性愛權利，這

一點顯得不人道。看來不僅在無效婚姻種類的劃分上，需保護某些疾病患者的利

益，在結婚要件方面，也需重新審視大陸地區法規的現行規定。 

  有關專家認為，因衛生部也未明確劃分不宜結婚的疾病，再加上新《婚姻法》

又未得以體現，人們亟待其明晰化，以維護家庭幸福。 

  (三)限制結婚條件不完備，引發的問題： 

  最近發生在高郵的一樁婚姻引起全國各大媒體的關注。 

  59 歲的丁老漢和 30 出頭的占某「喜結連理」。這樁婚姻引起爭議，並非因為

雙方年齡的差距，而是雙方本是公公和兒媳。據報導，丁老漢的兒子丁某 1994 年

經人介紹，與女青年占某結婚，次年生下一男孩。因感情破裂，小兩口於 2004 年

離婚，經法院判決，讀小學二年級的男孩隨母生活。丁老漢的老伴 2004 年 5 月病

逝，兒媳占某也是孤身一人，2005 年上半年，兩人在該市民部門登記領取了結婚

證。 

  這個婚姻被家人、鄰里、社會認為是有悖倫理的事情，身份、稱謂的轉變使

得家人皆無法接受，整個家庭倫理大亂。當地群眾也對此議論紛紛；發放結婚證

的當地婚姻登記處表示，當時兩人符合結婚條件，應當發證。 

  根據新《婚姻法》的規定，只要雙方自願，條件符合，你能不發給他們嗎？

丁老漢和莊某的婚姻究竟是合法不合理，還是既不合法又不合理，大多數的人認

為合法不合理，理由是婚姻法並不禁止兩人的婚姻。 

  從新《婚姻法》禁止結婚的內容可以看出這一點：直系血親，三代以內旁系



第五章 大陸地區二○○一年婚姻法的分析與建議 

－149－ 

血親；患有醫學上禁止結婚的疾病；未達到婚齡；重婚。新《婚姻法》規定的禁

止條件，不僅有生理上的原因，更有倫理上的原因。新《婚姻法》之所以規定「直

系血親、三代以內旁系血親」不能結婚，主要是基於倫理上的考慮。儘管公公與

前兒媳結婚不屬於《婚姻法》禁止之列，但他們結婚違反了重大的倫理道德與公

序良俗。 

  大陸地區新《婚姻法》規定：父母與子女之間的關係不因父母的婚姻關係發

生變化而變化，血親關係，無論是當事人還是法律都無法改變的。如果法律認同

丁全仁與占小東的婚姻關係，會引起一系列重大的倫理關係的錯亂，侵犯公序良

俗。（李富成，2005:1-4） 

  大陸地區婚姻法在禁止結婚的親屬問題上，只規定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

系血親不能結婚，實際上把自古以來及外國普遍禁止的某些亂倫婚姻合法化。繼

父母和繼子女結婚、養父母和養子女結婚、養子女和親子女結婚、公公和兒媳結

婚、女婿和丈母娘結婚、外甥和舅媽結婚、姑夫和侄女結婚都成為可能。這樣的

婚姻法在世界上少見，不像是個文明國家的法律。 

  直系姻親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卻是除直系血親和兄弟姊妹外最親近的親

屬。直系姻親發生性關係或婚姻關係，直接、間接破壞了直系血親之間的合諧關

係，對一個家庭的破壞是無法想像，將使得家庭成員的關係完全呈現錯亂狀態。 

  在刑法上，把直系姻親發生性關係列入亂倫罪的國家已經不多，但是，直系

姻親發生性關係不構成犯罪，並不意味著直系姻親可以結婚。法國、德國、日本

和台灣地區的民法典，無一例外都禁止直系姻親結婚。 

  台灣地區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三條規定：直系姻親和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

輩分不相同者，不得結婚。大陸地區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姻親關係消滅後，

亦適用之。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因收養而成立之直系親屬間，在收養關係終

止後，亦適用之。對直系姻親結婚的禁止不因姻親關係的消滅而終止，較能符合

文明社會的需求。 

  台灣地區寬泛的禁婚範圍，固然考慮到倫理要求，但同時也使得法律嚴格無

情，台灣學者對此不無看法（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2004：105）。大陸禁婚

範圍相對較窄，因此也有學者提出應擴大禁止結婚的範圍，將直系姻親的婚姻列

入禁止之列，以預防再次類似亂倫的現象發生。 

  而直系姻親的關係，不直接存在血緣方面的阻隔。直系姻親的亂倫禁忌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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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的基礎，它的堅持是需要外力的作用的。因而，對直系姻親婚姻的禁止，應

當是婚姻法的一個重要內容。 

 三、關於宣告婚姻無效、撤銷婚姻機關之疑義： 

  根據《婚姻法解釋(一)》及《婚姻法解釋(二)》的規定，宣告婚姻無效的機

關，限於人民法院，其他任何機關均沒有宣告婚姻無效的權力。以訴訟方式，由

法院判決宣告，如此通例，（薛寧蘭，2001a:210-19）較無爭議。 

  新婚姻法第八條規定，受理撤銷婚姻機關有二個：一個婚姻登記機關，一是

人民法院。請求人可以向任何一個機關請求撤銷，在大陸地區，婚姻登記機關是

各級民政部門，作為國家行政機關，對各種已成立的婚姻關係是否符合法定結婚

要件，應否予以確認撤銷，是難以作出判斷的。再者，婚姻關係是民事法律關係

而非行政法律關係，對民事關係效力的判斷是司法機關的職權，非屬行政機關的

權限。而且，撤銷婚姻不單純限於依法解除雙方的婚姻關系，還必然涉及到共同

財產分割、子女撫養、經濟供養、損害賠償等一系列事關當事人及子女的基本民

事權益的事項，這些均超出了婚姻登記機關的職權範圍。如果通過行政機關宣告

身份關係無效，難免會造成行政權力過分干預私人生活的後果，不利於對當事人

民事權益的保護。早在 1993 年，大陸地區對經濟合同法修改時，就刪除了合同管

理機關可以確認合同無效的規定，在新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繼

續堅持了這一原則。法律對確認財產契約效力的機關的規定尚且如此，何況對婚

姻這種身份的契約呢？！婚姻登記機關的職能，應限於對公民結婚或離婚登記予

以形式上的審查。只有人民法院才能代表國家，行使審判權，依法對當事人的婚

姻效力作出實質性判定，並對相關法律後果作出判決。（薛寧蘭，2001a:210-19）

如此才能確保人民在婚姻法上的權益保障。 

 四、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的法律後果 

  新婚姻法第 12 條規定：「無效或撤銷的婚姻，自始無效。當事人不具有夫妻

的權利和義務，但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除重婚的以外，按照共同財產分割：對

有過錯的一方，可以少分或不分。」 

  具體來說，自始無效婚與可撤銷婚的法律後果應當有所區別。前者因其違法

程度比較嚴重，事關社會的公共利益與善良風俗，應當自始無效。可撤銷婚應從

法院判決之日起無效，法院的判決不應具有溯及力。因為在民法中，民事行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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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與「可撤銷」，其法律後果都是自始無效。但是，婚姻關係不同於合同關

係（財產契約），它是身份關係，是男女兩性自由且合意結合的持續性關係。對財

產關係而言，因其有瑕疵而無效或者撤銷後，當事人之間可以相互返還原物，使

財產恢復原狀是可能的，而男女身心上的結合以及結合期間所生子女，這樣的身

份事實，是不可能恢復原狀的。再說，可撤銷婚在依法撤銷之前是實際存在的。

對撤銷以前所發生的事實，如，子女的出生、雙方所為的財產贈與、家事勞動的

提供等，如果按照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則，顯然會造成非常不公平的後果，不利於

對當事人（尤其是女方）及子女利益的保護。因此，民法總則關於無效或可撤銷

的民事行為自始無效的規定，不適合用於婚姻關係（薛寧蘭，2001b:版 3），台灣

地區學者亦有論述，「撤銷的效力具溯及效力，乃一般原則。但法律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如民法第九九八條規定：『結婚撤銷之效力，不溯及既往。』以顧及身

份關係的安全，俾免所生子女成為非婚生子女，徒然增加其他複雜的社會問題。」

（王澤鑒，2000:532） 

  其次，在宣告無效婚姻與撤銷婚姻的法律後果上，簡單地宣告「當事人不具

有夫妻的權利和義務」，雖然維護了法律的尊嚴，卻嚴重地忽視了已經發生的具體

事實，甚對此婚姻中生活困難一方及無過錯一方的利益保護的遺漏。可參考英美

法中的相關規定，結合實際立法需要，增加規定：（一）宣告婚姻無效及撤銷婚姻

時，生活困難的一方可以請求另一方提供適當的經濟補助；（二）無過錯一方在婚

姻被宣告無效、撤銷婚姻時，可以向有過錯方請求損害賠償。以達到保護弱者的

功能，（三）作用有兩方面：第一是保護善意當事人的利益。新婚姻法於分割共同

財產時，「對有過錯的一方，可以少分或不分。」的做法，對無過錯方保護的力度

不夠。應在此基礎上，增加損害賠償的規定；第二經由經濟上的制裁，希望能夠

扼制此類違法行為的再發生。畢竟此類婚姻的發生，不管是對個人、家庭、社會

都會造成相當程度的傷害。 

 五、對子女的特別保護，應建立以「兒童優先」的立法概念 

  對於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中子女的法律地位，婚姻法第 12 條規定：當事人

所生的子女，適用本法有關父母子女的規定。這一規定存在著模糊的界定問題，

對此情況中子女地位的態度不負責任，不符合大陸地區婚姻法對子女的一貫保

護、優先的具體作為，應該本著「兒童優先」的一貫立法精神，給予此種情形的

子女一個明確的法律地位。避免落入此種婚姻自始無效的推論中否定了子女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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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基本權益而淪為非婚生子女的不公平現象裡，徒然增加不必要的社會問題。 

  對於婚姻的無效，子女是無辜的，父母的婚姻過錯不應累及子女。英美法對

此問題的規定，具有很大的參考價值。為使子女健康成長，保障他們的基本民事

權利，應增加規定：當事人所生子女視同婚生子女，法院在作出婚姻無效判決時，

應當對子女的撫養作出裁決。（薛寧蘭，2001a:210-19）以達到立法之精神。 

 六、關於婚姻法第八條之疑義 

  這次婚姻法的修訂增加第八條規定：未辦理結婚登記的，應當補辦登記。這

種對事實婚姻的效力之補正態度，有補辦就合法，沒有補辦就不合法。（宋豫，

2002:139）其意指經由手續的補辦，使得原本欠缺形式要件婚姻再度為合法且有

效，（黃彤，2002:121-23）有為法律之公平正義。 

  但對於未補辦結婚登記算是無效婚嗎？而起訴到法院要求離婚的應當做如何

處理，未作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附 9項內容）2001:1-4），

而按此法條的規定，有效日期是補辦後還是追溯其力呢？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若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對此做出規定，其婚姻

效力不是從登記時起算，而是從雙方符合結婚實質要件時起算。 

  此種對先同居後登記具有溯及力，實際上是保護了履行法定登記手續之前，

那一段未婚而非法同居的關係。特別是當前不重視結婚登記的現象日益增多的情

況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若干問題的解釋(一)中

的第四條規定，在客觀上會助長非法現象的進一步泛濫。（廖紀源，2001:1-6）個

人認為此疑慮不無道理。 

  新《婚姻法》第 8條規定「應當補辦」，使得曾經一度遭受否定的事實婚姻再

次的被提起。該規定對以往法律對事實婚姻的定性與以更改，是為不妥。 

  既然欠缺形式要件的婚姻可通過補辦登記手續而變為合法有效，那麼，對於

欠缺形式要件的婚姻，在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前提下，應給其定性為事實婚姻；

一方若啟事「離婚」的，就應以離婚關係定性，而不應以非法同居關係定性。從

而使得以不為承認的事實婚姻再一次提出並再一次取得合法的地位。這是法律的

穩定性受到影響。針對同一問題，朝令夕改、左右搖擺，會直接影響立法的權威

性，使執法的法官陷入尷尬的地步。 

  不論是無效婚姻也好，還是應當補辦結婚登記也好；不論是非法同居關係也

好，還是事實婚姻也好，法律衝突的存在是事實。這也並不是說針對同一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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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一定要強於原有的法律規定。然而法律應有其延續性，為確保婚姻的有效性，

對待婚姻成立上的事實要件和形式要件法律上應當一視同仁，不應厚此薄彼，適

時行事，而擴大事實婚姻的效力。理應將第八條刪除，將未經結婚登記的情形歸

於可撤銷婚姻中，已促進社會的合諧穩定。（黃彤，2002:121-23） 

  若要貫徹第八條的補正制度，可以建議參考《澳門民法典》，設專節規定事實

婚姻問題，同時刪去第 8條增加的內容。（宋豫，2002:140）因為：首先結婚登記

是確立夫妻關係的唯一法律依據，是結婚的必經法定程序，對任何結婚雙方都不

例外。且，這樣規定可能會給今後執法帶來雙重標準，即可以到指定部門登記結

婚，也可以先以夫妻名義同居後再補辦登記手續。增加社會不必要的成本支出及

困擾。 

  對結婚補辦結婚手續問題，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或修改婚姻登記條例加以解

決，因為目前的司法解釋或婚姻登記條例便已全面的解釋並做相關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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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於離婚損害賠償 

  與他人同居的配偶在依法應當承擔離婚損害賠償責任─就劉某與郭某離婚案

為分析之（蔣月、洪志堅，2004:86） 

  案情： 

  原告：劉某，男，1954 年×月×日出生，漢族，住××省××市××鎮。 

  被告：郭某，女，1958 年×月×日出生，漢族，住××省××市××鎮。 

  原被告于 1980 年 9 月 9 日登記結婚。1981 年和 1982 年相繼生育兩子；長子

劉×天現在某大學學習；次子劉×地已參加工作。1991 年 7 月，原被告收養一名出

生僅一個月餘的女嬰，取名劉×玉，現在劉×玉已讀小學。1993 年間，原告與他人

同居，後被發現。原被告因此經常吵鬧。1999 年起，雙方開始分居。原告曾於 1999

年 12 月、2000 年 11 月先後兩次提起離婚之訴，均被法院判決駁回起訴。2001 年

12 月，原告再次起訴離婚。法院受理後，分別於 2002 年 1 月至 6月間先後 4次公

開開庭進行了審理。那麼，郭某的訴訟請求權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嗎？追索精神損

害賠償應當注意那些事項？ 

  案情評斷： 

 一、離婚損害賠償事由 

劉某曾於 1993 年被現有婚外情，引發夫妻衝突。然而，被告郭某的答辯詞清

楚地表明了她「可以原諒原告與他人同居的過錯」。儘管被告如此表述可能基於「不

同意離婚」的需要，但被寬恕的過錯是否仍能成為索賠的理由，值得討論。 

 二、離婚損害賠償制度，必須具備以下構成要件 

第一方的行為具有違法性，就是以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暴力、

虐待遺棄的方式，致使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身份利益受到損害，明顯違反上述法

定的義務。第二請求權人有損害事實。這是離婚損害賠償的客觀後果要件，受損

害的事實包括財產損失與精神損害。第三是侵害配偶的過錯行為與配偶身份利益

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即配偶一方的損害行為是導致離婚的根本原因，而不

是當事人所提出的離婚理由。第四夫妻一方對離婚具有主觀、行為上過錯，即侵

害配偶權的故意，該「過錯」必須是導致離婚的過錯。具備以上 4 個要件，即構

成侵害配偶權民事責任。 

 三、離婚損害賠償制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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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離婚損害賠償制度是大陸地區的立法創舉，離婚損害賠償制度之所以引

起人們關注，是因為該制度體現了懲罰、保護、填補損害、精神撫慰、制裁、預

防違法行為的功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蔣月，2004:127）顯示著： 

  (一)離婚損害損償制度的建立，實踐婚姻關係中法定義務規範的必然法律後

果。 

  (二)確立離婚損害賠償制度，能有效彌補社會道德功能之缺失和現有刑法制

度無懲治包二奶行為的法律空白，達到了對加害方實行懲罰，對受害方實行撫慰

的目的。 

   (三)實施離婚損害賠償制度，對婚姻法修改前對夫妻雙方忠實義務未做規

定，致使過錯方因同居、重婚使雙方離婚，無過錯方的物質、精神損害也無法得

到撫慰、補償，帶給審判實踐上不少的困惑與麻煩，無法通過審判消除，此次制

度的建立，回應了婚姻審判實踐的呼喚。（楊乃茹，2004:22-23） 

 四、離婚損害賠償制度的缺失 

  (一)舉證困難 

  本案清楚地顯示，司法訴訟過程中，關於離婚損害賠償爭議的關鍵在於證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64 條第 1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

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理人因客觀原因不能自行收集證據，或者人

民法院認為審理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主張離婚損害賠償的

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只有該當事人完成了舉證責任，證明對方有與他人同居的

行為或事實存在，離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才能得到法院支持；反之，如果主張者不

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對方有過錯，則離婚損害賠償請求依法必然被法院駁回。（蔣

月，2004:311） 

  中國法學會關於《婚姻法執行中的問題》課題組的調查表明，離婚時的損害

賠償在實踐中之所以受到冷落，原告舉證困難和可提起損害賠償的法定事由過

窄，是兩項離婚救濟方式適用的兩個重要障礙。（薛寧蘭，2004:14-16） 

  新《婚姻法》明確規定了有權請求損害賠償的一方應為「無過錯方」。如果受

害人對導致離婚也有過錯，那麼，該方當事人就不能請求損害賠償。但是，上述

規定極不具有操作性。從現實社會生活和審判實務上講，一方無過錯的情況很少。

在絕大多數家庭，夫妻間發生衝突，不存在無過一方。夫妻關係的惡化甚至破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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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不是一方所致，存在多方原因和互為因果。如女方婚外戀是男方長期家庭暴

力所致，男方婚外戀是女方長期不關心男方的生活所致。同時，有無過錯自己很

難證明。相反，過錯方反而很容易證明另一方不是無過錯，即使其真的無過錯，

夫妻之間的事誰來證明？加害方則可以輕易逃避法律制裁。如此一來，極易導致

應該獲得法律救濟的人敗訴，法律的規定豈不落空？這方面，台灣地區《民法典》

第 1056 條的規定值得我們借鑒。根據該法第 1056 條的規定，在配偶一方請求對

方予以財產上損害賠償時，並不要求其主觀上無過錯，若其離婚原因之發生也有

其過失，僅發生過失相抵之效力。（陳棋責，1980:252）因此，筆者認為，在審判

實踐中不應拘泥於該條所限制的「無過錯者」，而應依照婚姻法的立法精神和民法

原則，採取區別過錯、過錯相抵的原則來裁判案件。只要一方存在第 46 條所規定

的賠償情形，另一方不論有無過錯及過錯大小，都應允許其提出賠償請求，同樣，

也應允許另一方提出相應的抗辯，並在審理中查明過錯的有無、大小和程度，在

過錯相抵之後，由過錯大的一方予以賠償，以體現審判的公平和公正。（楊乃茹，

2004:22-23） 

  (二)損害賠償必須以離婚為前提的限制 

  不僅如此，實踐中反映出的另一個更為重要的問題是，無過錯方損害賠償請

求權的發生必須以雙方離婚為前提的規定，限制了配偶一方對婚姻中的違法行

為，基於其作為民事權利主體依法產生的賠償請求權的行使。這使得許多婚姻當

事人不離婚只要求配偶給予損害賠償的願望得不到司法支持，也使得受害人在不

離婚的情況下，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成為不可能。（薛寧蘭，2004:14-16） 

  現在無過錯方必須在離婚時或者離婚後法定期間內提起損害賠償要求。就必

然使其為了達到對過錯方的民事制裁，在離婚訴訟之始，就收集各種證據證明對

方過錯的存在，難免使離婚雙方在法庭上關注和追究一方的「婚姻過錯」，從而忽

視對婚姻關係實體是否已經死亡的判斷，也就難免給大陸地區無過錯離婚原則罩

上強調「過錯」的陰影，客觀上不利於個人離婚自由權的行使。 

 五、離婚損害賠償制度的疑義 

  (一)過錯責任之界定難 

  具體言之，婚姻家庭生活中，哪些情形屬於過錯難以判斷，當事人請求損害

賠償時，難以舉證。又婚姻家庭生活中產生過錯之原因極為複雜，例如，女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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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外戀是由於男方長期虐待、毆打所造成的，如何認定為一方過錯或為雙方過錯。

再者，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很難以找出一方是絕對無過錯的，只不過是雙方過錯

之大小區別之分，法院難以確定離婚雙方中，誰是過錯方以及過錯的程度。 

  另有認為，婚姻衝突總是由雙方非完美的人互動產生的，且無過錯舉證困難，

只規定無過錯方請求損害賠償，司法中無法真正保護婦女的利益。實際上離婚中

能力、經濟上處於弱勢之女方，無論從精神上或物質上遭受的損失均大於男方，

要真正保護女方，應當在婚姻法中規定，因婚姻破裂使一方生活水平（與婚姻生

活水平相比）下降，另一方應補償所造成的損失。此一規定既保護婦女，亦使在

婚姻中地位、能力較弱的男性受到保護，從某種程度亦導引人們對離婚慎思。甚

至有認為，關於離婚的過失賠償問題，婚姻失敗，不必興師動眾指責何人之過失，

愛與不愛都是自己之權利，無所謂過失與否，若把合同法的機制引入婚姻法，則

婚姻變成買方和賣方之關係，說穿了，便是買賣婚姻。（林秀雄，2004:209-225） 

  (二)離婚之損害賠償或離因之損害賠償不明確 

  婚姻法第 46 條規定「無過錯」的配偶有離婚損害賠償請求權。這裡所說的「無

過錯」指的是對什麼無過錯，需要進一步明確。多數學者認為，這裡的「無過錯」

應指該方配偶沒有實施《婚姻法》第 46 條規定的 4種法定違法行為。有兩種解釋

可以符合條文中「無過錯」的字面意思：第一，對離婚的發生雙方沒有過錯；第

二雙方對侵害行為的發生沒有過錯。這兩種解釋哪一種更符合立法的本意，需要

依據規範目的繼續解釋。由於大陸地區婚姻法第 46 條規定離婚損害賠償制度，屬

一大突破，惟所謂離婚之損害賠償9，究屬因離婚所受之損害,或因離婚原因之侵權

行為所受之損害,並不明確。因而，此處的無過錯，尚要法律上更明確之界定。沒

有在立法中為定性，必然使得無過錯方有要求損害賠償的法定情形，卻無請求損

害賠償的訴因。因而有必要梳理和完善大陸地區配偶權的實現與保護體系。 

                         

9
 林秀雄先生認為，離婚之損害有兩種，一種是離因損害；另一種是離婚損害。離因損害，「即夫妻之一方之行為是構成離

婚原因之侵權行為時，他方可請求因侵權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例如，因殺害而侵犯對方之生命、身體或人格，或因重

婚、通奸等貞操義務之違反而侵害到對方之配偶權等都屬於離因損害。」而離婚損害與離因損害不同，它不具備侵權行

為的要件，離婚本身就是「構成損害賠償之直接原因。」它是離婚本身所生之損害，不限於夫妻一方的過錯行為。按照

台灣學者的理解，「離因損害」概念中的「因」，就是導致婚姻關係破裂的原因，即配偶一方的過錯行為。它不僅侵害到

一方的權利，而且是導致婚姻破裂的原因。因此，用「離因損害」概括導致夫妻離婚的侵權行為是恰當的，這恰恰與大

陸《婚姻法》中離婚損害賠償的含義相吻合。而大陸學者所說的「離因補償」又與台灣學者所言「離婚損害」的內涵相

同。不過，這種損害是客觀存在的，非因一方過錯行為所致。既然在這種情形下不存在具體的侵權行為，也沒有承擔賠

償責任的行為人，當然無所謂「賠償」，只是「補償」的問題。所以，在法律上「離因損害」的後果是賠償，「離婚損害」

的後果是「補償」。為此，建議吸收兩岸學者觀點的長處，避其短處，將大陸學者倡導的「離因補償」改稱「離婚補償」，

以便與台灣學者所論述的「離婚損害」相一致，避免不在同一語境下的討論。（薛寧蘭載于《法律適用》雜誌 2004 年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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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離婚損害賠償性質的界定 

  於修法過程中，就有認為離婚時的過錯賠償是種何種性質的賠償，究竟是違

反合同的違約賠償或是侵權賠償。若確立為違約賠償，則是否可推出婚姻關係乃

合同關係、契約關係，這與婚姻法確立的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家庭關係，是否吻

合？事實上，大陸地區的離婚損害賠償不同於一般的民事損害賠償，它是發生在

特定民事主體之間（即夫妻之間），且基於法定事由及特定時間，並不適用契約的

違約賠償。（薛寧蘭，2004:14-16）若將離婚過錯賠償，確立為侵權賠償，則一方

有過錯，對另一方侵犯的是何種權利？特別是一方有婚姻外性行為時，侵犯了對

方何種權利？若不能確立離婚過錯損害賠償屬於何種性質之賠償，司法實踐中將

依據何種原理，何種原則，確立當事人之賠償責任？由此可知離婚過錯賠償制度

缺乏理論依據。此外婚姻法第 46 條所列情形，重婚或婚外同居，實施家庭暴力，

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等，均可能構成侵權行為。學者薛寧蘭認為，依照《民法通

則》第 104 條，將這兩種行為歸為侵害對方合法的婚姻家庭權，即婚姻家庭關係

不受非法侵害的權利。若該條所定之離婚損害賠償，係指此種侵權行為之損害賠

償，（林秀雄，2004:209-225）則何以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當事人不起訴離婚，

而單獨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人民法院不予受理？又於民法通則136條第一款（一）

項規定：身體傷害之賠償為期一年，於此時間之限制，似有鼓勵人们及時離婚以

求權益之行使，此為立法上一大缺失。何以，無過錯方於提起離婚訴訟之同時，

必須合併請求損害賠償？置婚內侵權之賠償於何處。  

 六、完善離婚損害賠償制度的建議 

  (一)需要擴大它的適用範圍，增加如下情形作為無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的理

由：1.他人發生婚外性行為未達到同居程度的；2.使他方欺詐性撫養子女的；3.

因犯強奸罪被判入獄的。即便增加上述情形，也難免有疏漏，故從立法技術上考

慮，還需在具體情形之設一個兜底條款：「其他導致離婚的重大過錯情形」。（薛寧

蘭，2004:14-16） 

  2001 年修正《婚姻法》第 46 條離婚損害賠償將過錯行為以列舉的方式法定化，

亦即，只有法律規定的過錯行為，屬於可以予以賠償的過錯，其餘過錯則不可要

求賠償。此種列舉方式雖然明確便於操作，但限制較大、範圍過宰且過於刻板。

現實生活包羅萬象，造成離婚的過錯絕不限於這幾種，而且從現實來看，「情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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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艷遇」和單純精神利益造成損害10對家庭、夫妻關係的影響並不比「重婚」、

「同居」所造成的損害小，而且所造成的後果可能也相當嚴重。例如，因一方婚

外戀，造成他方配偶自殺、自殘或精神嚴重崩潰等嚴重後果，並導致離婚的，是

否也應對受害的配偶給與損害賠償。因此，應在列舉性規定後，增加一個概括性

規定，使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自由裁量，以確保受害者實質權利得以維護，

而非法律表面上之涵義。 

  因此如果說引入離婚損害賠償制度的本意是要讓那些輕視、隨意毀損婚姻的

一方付出代價，讓受害方得到基本程度上之補償，並試圖通過此種制度增強婚姻

的穩定性，減少社會上夫妻之間種種的傷害。期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對「持續、穩

定地共同居住」、重婚等方面作相應擴張之司法解釋，以實現引入「離婚損害賠償

制度」的真正立法意圖。 

  (二)舉證責任的放寬 

  適當放寬無過錯方舉證責任的條件，或者在特定情況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

規則。因為，絕大多數婚姻過錯行為發生時多處在隱秘狀態，很難有第三人在場，

無過錯的配偶一方更是不知情。離婚時，當無過錯方提出損害賠償訴求時，按照

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無過錯方要承擔全部舉證責任，而

他們往往難以收集到充分確鑿的證據，但婚姻法對相關證據的採集和使用存在空

白點。使得難以取證之困難，依然無法使受害一方得到法律上的保障。因此，需

從證據規則入手，針對具體情況，作一些變通規定。例如，當無過錯方收集的表

明對方有過錯，但尚不充分時，可以考慮舉證責任倒置。（薛寧蘭，2004:14-16）

以避免社會上導致捉姦成風，而有害於社會上之穩定。 

  (三)損害賠償不能以離婚為條件：如果夫妻之間違法行為不受法律制裁，則

加害人會更加藐視受害方的權利，何況對於「包二奶」的人予以經濟賠償的制裁

方式，更符合大多數受害人的心理需求，對遏制包二奶也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在

（包二奶花費甚巨，如判決高額賠償，則無力再包二奶）審判實踐中還存在一些

無過錯方不要求離婚而只要求損害賠償，如因對婚姻家庭內部侵權行為的法律救

                         

10
 但對單純精神利益造成的損害則不一定使其名譽受損。據報載：有一對配偶都是知識分子，丈夫要與妻子離婚，妻子堅

決反對。兩人平時沒有大聲爭吵過（怕鄰居聽見），也沒有撕打過（二人都文質彬彬）。丈夫問一位法官朋友若起訴離婚

法院能否判離婚，法官朋友聽說兩人既無大聲爭吵又無撕打情況，表示不可能判決離婚，想離婚只有得到女方同意。丈

夫為達離婚目的，花二百元錢在街上請來一個無賴，錄下該人罵其妻子的十分難聽的話。以後每當女方回到家，男方即

放錄音。後來女方不堪折磨，同意離婚。此案例中，女方的精神利益很明顯受到了嚴重的傷害，從法理上講，她完全應

該得到精神賠償，但在目前的法律制度下難以實現。（http://xxdd.open.ha.cn/jg/wj/falvzaixianl.htm 徐平山《夫妻

間過錯賠償責任制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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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需以離婚為代價，那麼，在婚姻家庭法中就強化了婚姻是侵權行為不承擔法律

責任的「豁免地」，從而陷入傳統的「法不入家門」的「公」、「私」領域有別的盲

點。（楊乃茹，2004:22-23） 

  （四）確立精神損害賠償的標準與金額 

  精神損害，也稱非物資損害，是指受害人因非法行為遭致精神損害時依法享

有請求行為人給予適當金錢賠償的制度。通過追究侵權行為人的損害賠償責任，

表達法律對其不法行為的否定，體現社會公認的是非觀念；同時，適度補受害人

以金錢，可以適度慰藉受害人的精神創傷，並可補足婚姻法對賠償範圍模糊不明

確之缺失。 

  2001 年修正《婚姻法》第 46 條確立的離婚損害賠償制度，雖包括物資損害賠

償，但立法側重點在於強調精神損害賠償，賦予受害配偶一方向有過錯配偶一方

請求物質損害和精神損害賠償的權利，以維護該配偶方的合法權益。精神損害賠

償範圍包括地精神利益損害的賠償和精神痛苦的賠償。（蔣月、洪志堅，2004:312） 

  從案例來看，法庭是部份支持了報告的賠償金要求，准許之萬元人民幣的賠

償，仍顯得不盡合理，首先，從 1999 年事發到 2001 年 12 月劉某第三次起離婚，

夫妻之間因劉某有婚外情經歷再也沒有和好。從被告一次次不同意離婚，法院兩

次駁回原告離婚請求書，被告挽救婚姻的努力是真切的。然而，1993～2001 年長

達近 10 年時間，夫妻關係非但沒有好轉，最終於 2002 年 6 月間由法院判決准許

劉某的離婚要求，這給人一個錯覺，這對當事人的婚姻前後近 10 年的存續似乎只

值 2萬元，實在令人悲哀。如果算成天數，是 3000 天左右。法院判決的賠償金額，

對於被告而言，只相當於痛苦一天僅能獲得 6.67 元人民幣的賠償。由此可見，判

決書確定的賠償金額偏低。與此同時，從當事人的經濟條件考慮，判決確定的賠

償金額應屬低額度的。當事人屬於有巨額資產的人，20000 元賠償金的支付難以產

生應有的懲戒作用。 

  增設離婚損害賠償制度，是為區分婚姻關係上重大的是與非，維護婚姻關係

的法律原則，體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既懲治過錯當事人的過錯行為，又撫慰無

過錯當事人一方的心靈。賠償金額過高，當然不合適，但也應防止賠償只有象徵

意義的現象發生。說得嚴重一些，賠償金額過低，可能有損一夫一妻制度的尊嚴。 

  此外，將網絡婚姻帶到現實生活中，將虛擬的婚姻變成現實婚外戀，這些對

於婚姻的另一方來說感情上是無法接受的。夫妻一方就此提出和另一方離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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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種情形不是婚姻法羅列出的婚姻感情確已破裂的情形，但存在網絡婚姻的

著一方當事人的這種行為是對另一方感情的背叛，將本應存在於夫妻間的感情轉

移到虛擬的世界中，一方當事人發生了網絡婚姻的這種情況，網絡婚姻只是婚姻

感情破裂的原因，是一方對另一方感情的背叛。雖然沒有造成另一方實質性的傷

害，必然產生精神上的痛苦。此種情況下網絡婚姻能不能成為要求損害賠償的依

據。但對於因網絡婚姻演變為現實中的婚外戀、同居等的，只要無過錯一方有證

據證明這一點的，另一方當事人已經違反了婚姻法的規定，其行為已經符合了最

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精神損害賠償責任若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無

過錯的一方當事人在要求離婚時可以同時提出精神損害賠償的請求，也有學者表

示不同的意見。（張偉，2005:134-35） 

    網絡婚姻僅是網民們在虛擬世界裡的一種遊戲，但對因此而引發的社會問題

應如何處理，在法律未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相信未來的社會，必然會引起相當

大的影響，值得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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