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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婚姻，為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之一，然而，卻非屬於全部人所有。在

我國現行法制上，婚姻適用對象並未包含同性伴侶，主要來自對同性伴侶

是否進入婚姻制度產生了爭議。 

究竟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無論同性婚姻合法與否，各有不同的理論論

述，支持與反對的皆有。有的主張捍衛異性婚姻才是合法，禁止同性婚姻

的理由是維持傳統婚姻制度；有的則以人性尊嚴、平等、自由與個人自主

為基礎主張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其次，美國聯邦層級與州層級的行政部門、

司法部門與歐洲對於同性婚姻的態度與演變可以提供何種制度經驗。最後，

藉由美國行政部門、司法部門經驗來推論未來台灣在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本文旨在討論藉由取徑歐美現行保障同性伴侶合法的法制關係，提供

台灣未來可茲解決的途徑，分別爬梳整理歐美不同國家、不同層級、不同

部門對同性婚姻爭議的軌跡、焦點、權利保障的進程。進一步分析歸納提

供台灣可參酌借鏡之處。 

最後，論述台灣對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同時分析政府、民間對於同

性伴侶提出權利保障訴求的回應。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

否的論辯，民間所提出的「多元成家」方案可行性與否？未來，台灣社會

與政府部門對於同性伴侶應建構的權利與義務上的法制關係，是否會有共

識？以及如何回應認同與賦權之間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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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riage is one of the liberty rights which protected by Constitution, but 

not belongs to all the men. Same-sex couples are not involved in the suitable 

objects of marriage in Taiwan. The big dispute is whether same-sex couples get 

into marriage system. 

First of all, the thesis is same-sex marriage legitimate? There is diversity 

of opinions on the legitimacy same-sex marriage; some claim to defend the 

legitimacy of heterosexual marriage, veto same-sex marriage and stand for 

traditional marriage system. Some claim the legitimacy of same-sex marriage 

base on human dignity, equality, freedom and individual autonomy. Second, 

generalizing the attitude and development of same-sex marriage in America 

and Europe and discuss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they can provide for Taiwan. 

Finally, the thesis assuming the legitimacy of same-sex marriage in future 

Taiwan by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thesis aims to provide Taiwan a solvable approach by collec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focal points on protec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from 

American and European practicalit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tries to 

generalize the frame of reference for Taiwan.   

In the end, expounding the disputes and analyzing responses of 

government and civil group while same-sex marriage groups propose the 

protecting of human rights. Will the public consider same-sex marriage is legal? 

Will the Draft Bill for Diverse Family Formation be feasible? Will Taiwan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future? To sum up, the most important is 



how to response the gap of identity and empowerment. 

 

Keywords: Same-sex marriage, the same-sex couples, American and European 

experienc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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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自由民主為普世價值，保障人權為其核心內涵，在各種不同權利結構

中，依舊會產生不平等的關係，少數群體的權利可能在倡議(advocacy)
1
 權

利過程中無法獲得實質權利，實際上少數群體的權利卻可能成為多元社會

中被忽視的一部分。台灣，是民主自由社會體制下的一員，人權保障也逐

步完善，依然有少數群體無法獲得合法權利的保障。例如同性婚姻權利存

在高度的爭議性，主要原因在其挑戰現有憲法制度與傳統社會價值觀。然

而，台灣同性家庭為已存在的現況，如何保障同性家庭中成員的合法權利，

是為本文研究初始的動機。本章節安排臚下：第一節為研究動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為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第三節為文獻探討與分析；第四節為研究

架構與研究範圍。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人權保障為世界普世價值。在人民權利逐漸受到各國重視的現今社會，

依舊有著倡議人權保障的情況，例如同性婚姻合法。人性尊嚴既是憲法價

值秩序中的根本原則(李震山，2007：3)，同時也提供人權保障正當性的基

石(Kotzur, 2005 : 212)，同性家庭的存在並未涉及到危害國家以及個人自由，

如何被排斥在權利保障的範圍裡？ 

壹、研究動機 

目前世界各國同性伴侶所組成的家庭、同性伴侶生活在一起已成為既

存事實。例如：荷蘭、丹麥、加拿大、美國的麻州、佛蒙特州等都已經承

認同性婚姻權利的保障。婚姻實質權利的保障是建立在合法制度之上，以

我國而言，同性伴侶即使有實際婚姻生活以及公開儀式，卻在「戶口登記」

制度上遭到否決，同性婚姻缺乏無制度上的合法承認，其實質權利將難以

獲得保障與具體的落實。 

第一，在這一個既定的事實現況下，同性伴侶是否應該擁有婚姻權利？

同性伴侶能否擁有婚姻權利，反對與贊成的主張皆有：反對同性伴侶有婚

                                                      
1倡議，是一種源自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之初，並且有別於其他助人專業的重要方法。它的主要目

的在為弱勢者發聲，並藉此尋求有效的變遷。也因此它常常與我們所熟知的消費者保護運動、社

區行動、公民權利運動、和其他種種社會運動一起出現(王篤強，20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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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權利的論述為，傳統婚姻制度有其存在的重要性，一男一女結合而成的

家庭可以繁衍後代，適時的維持社會穩定與社會價值。而，贊成同性伴侶

應有婚姻權的論述基礎在於人性尊嚴所開展的人民基本權利。 

歐美各國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可以維持國家利益與穩定社會，這是現有

婚姻制度的價值觀，Sunstein(2004)提出若由權利最小範圍的概念理解婚姻

權，其定義為一男一女結合，是一種正確的選擇，主要是可以杜絕亂倫、

一夫多妻甚或是人獸結合的情況。但 Sunstein 也提到捍衛傳統婚姻制度會

遭到對婚姻權利解釋的挑戰，即是 Lawrence
2案的判決中，法院明白拒絕

實質正當性的限制，法院不應該僅賦與傳統的權利，而忽略新興權利，進

而主張以自由觀點提供實質保障，那就是在雙方是成年的狀況下，出於自

願下、無關乎性別可以自由進行私人行為(Sunstein, 2004 : 29-30)，國家或

者公權力不能剝奪獨立個人的選擇。 

在憲政主義架構下，憲法的存在主要是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民權利。

政府的權力不及人民的權利，法所不禁止的行為，個人即可行。美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 14 條言明「任何州都不可以制訂或執行剝奪公民權利的法律」。

然而，何者為法所不禁止的行為？憲法中所列舉出人民應享有的權利範圍，

但隨時空環境的變遷，原有憲法保障權利部分逐漸產生涵蓋不足，因此國

家應該在新興人權部分賦與何種保障範圍？同性戀者的權益甚至於同性

婚姻合法是否屬於憲法未列舉權的範圍？ 

近年來，同性配偶開始獲得法律制度的保障，例如：1999 年英國一項

裁決中宣布，關係穩定的同性戀夫婦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家庭，進一步在

2013 年英國承認部分地區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基於婚姻權是憲法所保障的

人民基本權利，任何人不能以「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為由剝奪其進

入婚姻的權利。同性伴侶要求婚姻權，是基於基本公民權利，政府與公權

力是否有權剝奪其婚姻權？因此，主張同性婚姻合法的理論論述為何？ 

第二，各國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與否存在不同的意見。即使主張

同性婚姻權利應受保障，其承認的樣態也呈現多元形式。歐洲國家中，人

權保障概念內化在各國的法律制度中；因此，在處理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

議題相對保持開放態度3。然而，歐洲各國在處理同性婚姻議題上果真如現

                                                      
2
 See.539 U.S. 558( 2003).  

3
 1989 年丹麥成為世界第一個建置法制，提供同性伴侶權利與義務關係的國家，透過公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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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多元寬容？抑或是仍有反對的論述存在？若有爭議，那麼何者是爭議

之處？歐洲各國司法體系對同性婚姻的判決為何？又，歐洲各國政府對同

性婚姻所採取的態度？ 

在美國社會裡，對於同性戀的道德批判是極為普遍，同志曾被普遍視

為是一種威脅，威脅到美國所珍視的傳統價值，針對保護家庭的利益同時

也隱含保障公共道德的利益。國會 1996 年所通過的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4
(以下簡稱 DOMA)就是暗示美國傳統的婚姻價值受到破壞，即異性婚

姻體制正受到同性結合及公開承認的威脅，美國社會重要價值受到同性伴

侶公開的威脅。 

歐洲有許多國家組成，各國在賦予人民合法權利方面可以各國憲法而

制定。美國是聯邦國家，聯邦與各州皆擁有憲法可茲規範，各州可依據州

憲法賦予該州人民合法權利。卻在合法社會福利賦予層面，州憲法無法與

聯邦憲法相抗衡，須依據聯邦憲法的規定而行使。縱使州賦予同性伴侶合

法婚姻權利，仍無法獲得聯邦福利；即便美國現今有麻州等州贊成賦予合

法同性婚姻權，倡議過程卻非一路順利，其主要爭議背景為何？爭取同性

婚姻權利的過程遭遇的挑戰？美國司法體系(聯邦、州)對同性婚姻權利的

主要司法判決？又，聯邦政府對同性婚姻所持的態度為何？ 

第三，歐美國家對於同性婚姻權利採取何種保障模式？歐洲國家中荷

蘭、挪威、西班牙等已賦予同性婚姻合法化，其他如德國、盧森堡分別採

取不同模式賦予同性伴侶合法權利。 

美國因聯邦政府目前對同性婚姻尚未有最終判決，故維持目前聯邦政

府層級不賦予同性伴侶合法婚姻權，同時也不賦予州層級同性伴侶擁有合

                                                                                                                                                        
的方式，使同性伴侶擁有多項實質權利與義務。此後，在 2001年荷蘭成為第一個開放同性伴侶

進入民事婚姻的國家後，緊接著比利時(2003)、西班牙(2005)、挪威(2008)、瑞典(2009)、冰島(2010)

以及葡萄牙(2010). 
4有關於 DOMA的內容說明如下：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of 1996, Pub.L. 104–199, 110 Stat. 2419, 

enacted September 21, 1996, 1 U.S.C. § 7 and 28 U.S.C. § 1738C. Section 1. Short title(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Section 2. Powers reserved to the states(No State, territory, 

or poss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Indian tribe, shall be required to give effect to any public act, 

record, or judicial proceeding of any other State, territory, possession, or tribe respect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s of the same sex that is treated as a marriage under the laws of such other State, 

territory, possession, or tribe, or a right or claim arising from such relationship.). Section 3. Definition 

of marriage (ruled unconstitutional by the Supreme Court)( In determining the meaning of any Act of 

Congress, or of any ruling, regul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rious administrative bureaus an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d 'marriage' means only a legal union between one man and one 

woman as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word 'spouse' refers only to a person of the opposite sex who is a 

husband or a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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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婚姻關係者享有聯邦福利。州層級的部分也區分採取不同的制度模式，

例如麻州等的州層級同性婚姻、州層級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和 Civil 

Union。對美歐各國所實行的同性婚姻模式作一歸納，是否可由其經驗模

式，提供台灣在處理同性婚姻權利爭議上參考的解決途徑？ 

第四，台灣在同性婚姻權利議題處理上，存在著爭議性。是否可以透

過爬梳台灣在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爭議的軌跡，尋找我國對同性婚姻爭議的

背景？爭議的焦點？隨著台灣人權保障觀念的進步，是否可以達到同性婚

姻權利保障的目標？政府對同性婚姻權利採取何種態度？ 

我國政府若持反對態度，則憲法無法賦與同性伴侶合法的婚姻制度，

其基本權上是否受到侵害？若政府堅持憲法中維持傳統婚姻制度，那麼是

否可以尋求美歐非婚姻制度的保障模式？若實行該模式為何無法滿足同

性伴侶的需求？是程序制度上的缺陷？或者僅需實質權利的保障？ 

第五，台灣同性伴侶存在已然成為現實，而憲法中未具體保障同性婚

姻權利亦為司法現況。然而，如何保障同性伴侶既存的關係，同時也賦予

雙方合法關係的承認，可否援引美國的模式？在歸納比較歐美所實行的同

性婚姻模式，為何最後仍取徑美國制度模式的原因？美國不同的模式制度

可提供台灣解決爭議的不同途徑？ 

經由各章節的論述，冀希提供台灣在同性婚姻權利爭議上，找尋符合

法制也適用同性伴侶的途徑。同時，透過撰寫論文的過程，所浮現的研究

限制獲得重視，俾便未來進一步研究相關主題時可參考。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預計達成下列目的 

第一，擬先整理國內外有關「同性婚姻權利」之重要概念架構與研究

趨勢，論述同性婚姻權利的理論基礎。是否應賦與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目前

仍存爭議，故而有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傳統理論；然，同性家庭為既

有事實下，應有共組家庭屬合法的權利與義務，這是基於人性尊嚴之論證、

自由權與個人自主權之論證、平等權之論證檢視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基

礎。 

第二，探究歐美國家在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歐美各國在文化的差異

下，對同性婚姻採取的立場也各有不同。歸納主要原因多為同性婚姻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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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構成威脅、無法繁衍後代而備受爭議，爭取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過程

中，可由回溯歐美國家爭取同性戀者權益的軌跡，嘗試找出爭點，進一步

提供可茲解決之途徑。 

歐洲自 Dudgeon v. U.K.
5同性戀除罪化開始，一系列對於同性戀權議的

判決主張，可以看到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對同性戀者權益的態度，將同性

傾向視為私人行為，國家不應過度介入私人行為。且基於憲法保障個人基

本權利的基礎下，婚姻權屬於基本權利，同性戀者不應被剝奪基本權利。

歐盟的成立對其會員國的影響力，是否會影響同性婚姻權利議題的發展。 

美國由 Bower v. Hardwick 至 Lawrence v. Texas 一連串司法判決代表美

國司法對同性戀者權益的態度。而各州對於同性婚姻在司法判決也各有不

同，加州透過Proposition 8表現出對同性婚姻權利司法判決的反彈。最後，

分析美國聯邦政府在政治部門、司法部門對同性婚姻的態度。 

第三，透過分析美歐國家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的論證上，可以梳理出美

歐國家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模式，在歐洲的荷蘭、比利時、法國、德國、

英國都採取不同程度的承認，賦與合法婚姻權利也有差別。美國則分別有

州層級非同性婚姻保障模式和各州立法承認同性婚姻。藉由取徑目前美國

州層級所實行的同性伴侶保障模式 Domestic Partnerships 或 Civil Union，

以及州所立法承認同性婚姻，已經提供程度不等的制度與實質權利保障，

為什麼仍有多數同志團體要繼續倡議婚姻權利平等。另外，加州等州的最

高法院則認為Civil Unions和Domestic Partnerships無法等同聯邦憲法對異

性婚姻的保障位階，其社會意義不如異性婚姻提出異議(Dorf, 2011 : 1276)，

認為制度將同性伴侶視為次等公民。 

第四，分析台灣對於同性婚姻爭議的軌跡。台灣過去一直將「同性戀」

視為人權議題中較隱晦的一部分。台灣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主要爭論在於破

壞家庭價值與傳宗接代的重要性，大法官解釋對婚姻做出由一男一女組成

的定義，讓司法制度成為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障礙之一；反觀，主張同性

婚姻權利應受保障的論點在於，同性伴侶基於平等保障下，可自由選擇進

入婚姻，這是憲法中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也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另，

分析我國目前在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進程，是否僅在法案上的形式論辯抑

                                                      
5
 Application no. 75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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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實質的進展。最後，可透過我國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對於同性婚姻的

態度，探討未來我國同性婚姻權利的保障。 

第五，台灣在同性婚姻議題上各持不同立場，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者認為在制度上衝擊既存憲法，也引發破壞社會穩定價值的疑問。然，呈

現在台灣社會的現狀是同性家庭確實存在，同性伴侶有要求合法權利的資

格，國家也不該讓同性人權保障出現真空。如何調和兩邊的衝突，取法歐

美國家目前所運作的模式可提供參考，以期調和實質權利與形式制度上的

衝突。 

由歐洲國家眾多，其所實行的制度也各有不同，無法一一詳列。然，

分析歐洲國家過程中，又可以看見在各國之上的歐盟與歐洲人權公約，故，

引用歐盟與歐洲人權公約中對同性婚姻的保障作為台灣可以取法的模式。

援引美國州層級的同性婚姻以及州層級非同性婚姻模式的經驗與制度，藉

以提供我國在現行婚姻制度下，同性婚姻的可行性的參考模式。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目前世界各國婚姻與家庭的型態在改變，同性家庭的存在為傳統的婚

姻與家庭制度帶來各方面新的挑戰。透過憲法中隱含權利的部分，人民權

利隨時間的傳遞逐步獲得保障，國家是否可以因個人性別傾向的不同而將

其視為罪犯？國家不但應該維持正當程序正義，更應保障人民的實質權利；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中說明國家權利外，更重要的是正當程序條款

成為主張確保人民權利重要的依據，並且適用於聯邦與各州(Amar, 2011 : 

1764)，州既然已經賦予同性伴侶合法婚姻權利，理論上就應該獲得聯邦相

關合法權利。 

壹、研究途徑 

有關於本文所使用之研究途徑為法制研究途徑。法制途徑其操作型的

定義為在分析不同時期之體制功能及法制規定時，涉及政、經、社、文、

科環境背景因素，及其對法制建立影響(蔡良文，2008：10)。在比較歐美

所建構之同性婚姻的法制過程中除了對同性伴侶是否進入婚姻制度有所

爭議之外，其次，若主張同性伴侶應有合法權利，那麼是賦予何種制度層

面的保障，婚姻或者另外建構其他專法提供權利？這些都是歐美現行模式



第一章 緒論 

 

7 
 

中曾經遭遇的制度選項。 

再次，也分析歸納整理歐美國家在建立同性伴侶權利與義務關係法制

的軌跡，究竟歐美已實行的制度模式能否提供我國有關問題解決途徑的選

項，抑或是歐美的模式皆不適宜我國社會現況。此外，對於取法歐美國家

的法制做為我國建構保障同性伴侶權利的法制，必須考慮的是歐美法律體

系與社會文化是否與能與我國法制相融，特別在取徑歐美法制過程中，不

能夠忽略我國的社會文化對同性婚姻的觀點。 

本文將法制途徑分別運用在第 3、4 章針對歐美現行同性伴侶關係法制

模式做一分析比較，透過法制制定歷程中的爭議背景、進一步如何爭取社

會共識，最後歸納出歐美實際運作的法制模式的異同之處，而後在第 5、6

章論述我國同性婚姻權利爭議上，作為解決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法制的

選項。另外，不僅比較歐美的在同性婚姻法制制度的相異之處，且將其與

我國現今提案中的多元成家方案做一分析，冀希尋求可以解決對同性伴侶

婚姻權爭議的途徑。 

貳、研究方法 

同性議題相關爭議除了社會觀點、倫理價值之外，另，系爭之處為制

度與實質權益的獲得與保障。在憲法層次架構下開展出保障同性婚姻的研

究，透過法律制度的建立，來達成保障同性婚姻權利。本文旨在探究我國

同性婚姻權利的保障，以借鏡歐美制度經驗為主的情況下，其中將分析歐

美與同性婚姻權利有關的憲法爭訟案件，遂採取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法制

研究途徑」(legal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在撰文過程中除了歐美在同性

婚姻制度理論的靜態分析外，因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仍持續進行與發展中，

故，加入與之相關的立法運作與法律爭訟的動態分析。 

基於上述法制研究途徑，本研究預計採用比較研究法、判決研究法、

文獻分析法、法社會學分析法等方法進行研究。 

一、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使研究者注意到個案之間的差異，針對數個案個(或國家)

進行比較，使研究者得以評估研究主題的可行性。運用在法律制度上，就

是將特定法律問題，比較相關的外國法律，以作為我國法的運用及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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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比較研究法在運用及可能的影響上仍會有其優缺點，優點在於可以

利用爬梳分析其他國家在該議題的法律制度之外，同時藉由建立法律制度

歷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爭議，對我國在制定法律過程中達到預防的效果，

或者提供處理問題的經驗。而比較研究方法的缺點在，儘管梳理出可行模

式，卻不一定與我國法律體系相融合，而產生差異。 

本文大量運用比較研究法在第 3、4、5、6 章中，分別論述的制度比較

上，共分三個層次：首先，說明美國在州與聯邦層級對於同性婚姻議題的

傾向與態度不一致，聯邦層級未明確具體的將同性婚姻入憲，與部分州層

級採取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或者同性伴侶正式關係，作法上出現不一致，

例如麻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加州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者佛蒙特州的

Civil Union 形式，在聯邦層級所面臨的是無法獲得合法的社會福利保障；

其次，援引歐美兩國對同性婚姻制度的比較，歸納出兩者之間權利保障途

徑的不同，歐洲大致上透過立法途徑確認同性伴侶的合法保障；相反地，

美國儘管也有立法途徑，卻在可預見的未來同性婚姻走向司法訟訴的策略

趨勢；最後，歐美在處理同性婚姻的爭議上可提供我國的借鏡之處，綜合

分析美國聯邦憲法、州憲法在同性婚姻的判決論述，到具體的制度、原則

以及概念；同時，取法歐洲倡議同性婚姻權利的政策、制度與原則，作為

我國未來在同性婚姻論述的參考理據。因此，透過歐美對同性戀者權利保

障議題的多元性，提供我國未來在面臨相關議題之際，一個相較完整的論

述系統與權利體系。進一步，我國可以取徑歐美現行的制度，融入我國社

會文化，實現保障同性伴侶權利。 

二、法社會學的分析 

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社會學法學(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和法律社

會學(sociology of law)二詞的含意與關係相當混亂，時而通用，時而有所區

別。茲就社會學法學的涵義做一說明，第一，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

究法律；第二，社會學法學強調法律的「社會化」，強調從「個人本位」

轉向「社會本位」；第三，強調法律的實行、功能和效果(沈宗靈，2007：

243)。由其定義而論，實難與法社會學做出明確區隔。對法律現象由不同

視角進行研究，是一種跨界的研究方法，將法律置於社會背景中，研究法

律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互動，藉由社會不斷演進的過程，發現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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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不足。特別是對新興人權保障的議題，法律無法置身在社會脈絡之

外，同樣的社會也需透過法律制定規範，法社會學是一種活的法律的概

念。 

本研究採用法社會學的用語，法社會學跨學科的研究往往能夠提醒我

們注意到法律對各種社會領域造成的意外的後果，注意到法律現象往往跟

各種政治、文化與社會關係交織在一起，有些法社會學理論甚至把法律看

作是根植於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系統環境。用在綜合歸納同性婚姻權利的

爭議之際，則可置於其中討論。同性婚姻權利涉及多面向，不論是政治、

法律、經濟、生活、風俗、歷史等都是影響其合法與否的因素。政府將透

過何種途徑取得支持與反對之間的最大共識，儘管權利保障須經由法律制

度所提供，然而面對同性婚姻的爭論，跳脫法律框架中，引進多元面向的

論述，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同樣也是運用在 3、4、5、6 章中。例如，

我國目前社會親密網絡的樣態相對維持傳統婚姻與家庭觀之下，同性伴侶

的合法權利就這樣遭到漠視，可援引歐美哪一種模式。 

三、判決研究法 

本文分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同性婚姻的案例，分別選擇 Bowers v. 

Hardwick、Lawrence v. Texas、United States v. Windsor 就案件背景、爭點、

主要判決中的多數意見書、不同意見書以及案件意義等等，逐一加以釐清，

整理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同性婚姻判決態度傾向上的移動(陳文政，2006：

29)，將在第 3 章中運用此研究法。同時，也在論述州層級對同性伴侶正式

關係之際，引用使州做出關鍵立法的判決，同樣是論述案件背景、爭點、

判決多數意見書、不同意見書以及案件意義，可以更清楚州層級決定提供

同性伴侶合法保障的法律脈絡，將於第 4 章進行分析。其中最主要是針對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同性戀者權利的重要判決，這些重要判決不僅影響

同性伴侶是否能夠擁有合法婚姻權，更可經由案件多數意見的判決建構同

性婚姻理論論述基礎。另，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影響同性伴侶是否能獲得

聯邦層級中與婚姻相關的社會福利之外，其判決立論也會對各州造成可預

期的影響，而其後續的影響又可分為兩種，其一，使州主張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陣營加速促成同性婚姻的合法；其二，使州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制度陣

陣營加快速度禁止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達成這兩種後續的成果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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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經由立法機構或者司法判決。 

然，歐洲部分，因國家林立與語言背景限制，遂選擇歐洲人權法院的

判例通說來說明歐洲同性婚姻保障。此外在我國的部分則透過祈家威提出

婚姻的訴訟以及桃園一對女同性伴侶聲請收養子女，分別探討我國目前在

法律上的爭辯，將於第 5 章中進行。檢視我國與同性婚姻權利相關的判決，

可以看見我國司法實務上，對同性伴侶爭取合法婚姻權較傾向消極的立場

與態度，故，嘗試援引歐美的判決的立論基礎作為提供司法層面上可以參

酌的理論。 

四、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透過蒐集、分析、歸納、研究來確認獲取研究資料且進

行客觀有系統的描述的重要研究方法。在文獻蒐集的過程中，由眾多相關

期刊文獻中找出與本文主題有關的關鍵字，藉以汰除過多不必要的文件，

同時可以準確鎖定研究焦點所要閱讀的資料。換言之，文獻分析可以幫助

研究者釐清研究的背景、理論基礎、相關主題的發展脈絡，以及具體的研

究走向。 

文獻分析法與判決研究法相互運用，為構成本文重要研究方法。對同

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的論證基礎(不論是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制度或者支持

同性婚姻合法的人性尊嚴、平等原則、自由權與個人自主權為支撐背景)，

是建構本文寫作的架構；然而，同性婚姻權利的論辯非僅在理論部分，婚

姻與社會制度、文化價值產生一定的聯繫，這些非法律制度的部分也成為

本文論述的另一焦點，有賴文獻蒐羅過程一一釐清、歸納與分析。就以理

論上的梳理，人性尊嚴在歐洲與美國的法律位階上扮演不同的功能，德國

是明確的列入基本法中，而美國則透過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判決中引用，

成為保障人權的重要指標，進一步國際上的國際公約不約而同將人性尊嚴

列入，進入婚姻與否的自由選擇權將主導一個人的人格完整性，正是人性

尊嚴核心價值，也是本文援引人性尊嚴為同性婚姻保障的理論論述，這些

都是透過文獻分析歸納過程中所得，文獻分析法也將貫穿各章節。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名詞解釋 

研究同性婚姻合法爭議的論述，須分析憲法賦予權利的基礎，試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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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台灣的同性權益以及同性婚姻的困境。另外，本文引用歐美制度經驗模

式為建構我國同性婚姻權利的參考模式，因此文獻分析多以歐美經驗制度

為主，茲就文獻探討與文獻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壹、文獻探討 

在文獻部分，配合研究主題同性婚姻權利，其研究主題的對象除了台

灣之外，同時也以歐美同性婚姻制度與經驗為研究對象，因此，文獻選擇

上以歐美與台灣論述同性婚姻權利為主要參考依據。文獻來源的蒐集則是

以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資料庫與美國各大學法律期刊為主，輔

以台師大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所提供的期刊資源。 

中文文獻部分以學術專書、期刊論文方式為主。在英文文獻部分則選

取與研究主體有關的關鍵字 Same-Sex Marriage，另輔以與理論相關的關鍵

字 Human Dignity、Liberty、Equality、Sexual Orientation 進行期刊論文的

蒐集，同時也加入「案件彙編」(case report)期刊論文。 

一、有關同性婚姻權利─中文文獻 

國內有關研究同性婚姻權利議題的專書著作相較歐美部分為數較少，

主要是國內將同性婚姻權利視為新興人權保障部分，具有較大的爭議性，

故目前專書討論同性婚姻權利議題數量有限，且多以分析歐美同性相關議

題的期刊文獻數量較多。是故，在專門探討我國同性婚姻權利的部分，多

選擇以憲法基本權利保障、法律制度的角度切入，此外，同性婚姻權利保

障的議題對台灣不論是政治部門、司法部門，乃至社會大眾而言都屬於一

個新興的人權保障議題，甚至在憲法上亦未有具體文字敘述，而成為憲法

未列舉權的部分，尚未有法界專書研究，僅在書中篇章敘述。 

李震山所著作之專書《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

障為中心》(2007)，以及〈憲法意義下之「家庭權」〉(2004)，作者認為憲

法明文列出的人權保障範圍無法完全符合現代多元社會價值，憲法在其固

定性不易變動的情況下，作者主張人權保障範圍應涵射憲法所未列舉的合

法權利，特別是少數群體的權利保障。書中提及「少數權」以及「集體權」

等第三代人權在我國憲法人權保障中較少被具體提及，這也是憲法未列舉

權中保障的主體。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可能忽略少數群體的權利，透過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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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舉權的保障可彌補權利保障不足之處。憲法未列舉權提供本文寫作我

國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論述的理據，將於第 5、6 章寫作時參考的依據。 

張宏誠著作《同性戀者權利平等保障之憲法基礎》(2002)，與本研究

主題具直接關聯性的專書，為該著作年代稍早，同性婚姻後續的發展與演

變，作者後持續撰寫的如〈爭取彩虹下的權利--臺灣同性戀者平權運動的

策略與展望〉(2004)、〈同性戀者與仇恨犯罪的立法芻議〉(2006)、〈法律人

的同性戀恐懼症－從「晶晶同志書庫」案簡評及其聲請釋憲的現實考量〉

(2006)、〈法律的眼中，「我是誰?」--性別認同障礙與變更性別登記立法芻

議〉(2010)〈雖不獲亦不惑矣--美國同性婚姻平等保障司法判決之回顧與展

望〉(2011)為中文期刊，分別為探討我國同性婚姻權利第 5、6 章重要參考

文獻。本書以法律的角度分析同性戀者婚姻權利合法性的理論論述。作者

主張以平等保障為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基礎，同性戀者不應被禁止行使合

法的權利，其與異性戀者無異，應使其人權獲得保障完整其人性尊嚴，這

也屬於個人自主權的保障範圍。 

另外，其他中文期刊文獻有簡至潔〈從「同性婚姻」到「多元家庭」

─朝向親密關係民主化的立法運動〉(2012)，郭書琴〈從「伴侶」到「父母」

論身分法規範重心之轉變─兼評 96 年度養聲字第 81 號裁定〉(2010)，江崇

源〈論美國紐澤西州性伴侶法制之發展：以 2004 年「家庭伴侶法」及 2007

年「公民聯姻法」為研究重心〉(2010)、傅美惠〈論美國同性戀與平等保

護─兼論我國同性戀人權保障之發展〉(2004)、謝榮堂〈同性伴侶法律關係

與婚姻締結之合憲探討〉(2004)等，分別在論文第 3、4、5、6 章中引用及

分析。進一步，由學者廖元豪〈建構以平等公民權(Equal Citizenship)為基

礎的憲法權利理論途徑─對傳統基本權理論之反省〉(2009)以及〈革命即將

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簡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同性婚姻之判決〉(2014)中

說明建構同性婚姻權利的理論面相以及美國在同性婚姻議題上的脈絡。 

另外，專書論述美國法律對於同性婚姻的中文文獻則有紀欣《美國家

事法》(2009)，楊智傑《聽美國憲法說故事》(2008)，可以由上述專書中對

美國同性婚姻在法律上的屬性，以及權利保障的範圍，筆者將視符合各章

節所需分別引用，俾便深化美國同性婚姻制度經驗的向度。 

筆者在撰寫上，除了取徑美國的同性婚姻經驗制度外，並且也探討歐

洲國家實行同性婚姻的制度。歐洲國家在組成歐盟後，法律制度上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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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除本國法律外，歐盟所制定的法律是否會影響到會員國，專書部分

以顏厥安、林鈺雄所編的《人權之跨國性司法實踐─歐洲人權裁判研究(一)》

(2007)、廖福特《歐洲人權法》(2003)雖非專書論述，卻有一定的篇幅由歐

洲人權法分析同性婚姻權利。至於，期刊文獻部分則有陳宜倩〈性別自主

決定、婚姻自由與跨性別人權─試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1BvL10/05(2008)

判決〉(2011)，許耀明的〈歐盟關於結婚權與組成家庭權之保護：從歐洲

人權法院與歐州法院相關案例談起〉(2008)、陳靜慧〈同性生活伴侶之平

權問題─以歐洲法院、得國憲法法院及德國聯邦行政法院之判決為中〉

(2009)。同性婚姻權利議題對於國內學術界而言相對是一個新興的研究議

題，國內學者針對歐洲同性婚姻的著作，筆者在選取文獻以時間為主僅延

伸至 2003 年，將會在後續各章節引用之。 

二、有關同性婚姻權利─英文文獻 

歐美國家在同性婚姻權利議題的文獻上，可謂汗牛充棟，就寫作時間

的選取上以 Lawrence 案後為主要的研究範圍。主要為 Lawrence 案讓之後

使同性戀相關權利的司法判決逐漸增加，特別是該判決中對 Sodomy 法的

判決，認為該法違憲，同性傾向屬各個人隱私權的一部分，法律不應剝奪

且過度干涉個人隱私。另，同時參酌歐洲國家所實行的同性婚姻制度經驗

模式。歐洲則以歐盟成立後，對同性婚姻權利相關議題論辯軌跡為蒐集文

獻主要範圍。歐洲因為歷史文化背景因素，強調人性尊嚴的重要性，完整

的人格權是成就人性尊嚴重要因素之一，個人有選擇婚姻對象的自由權，

則是屬於人格權的一部分。 

(一)同性婚姻權利理論文獻 

1. 同性婚姻權利理論文獻─美國 

對同性婚姻權利議題的論述理據，蒐集大量文獻後試圖歸納出反對同

性婚姻權合法的傳統理論，以及由人性尊嚴、平等權、自由與個人自主來

分析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學者 Martha C. Nussbaum 以人性觀點出發論

述同性婚姻權利，其著作《From Disgust to Humanity：Sexual Orientation & 

Constitutional Law》(2010)，以人性觀點出發討論憲法法律與性別傾向，時

代與人權保障觀念的轉變，過去在政策上對同性戀者總帶著負面評價與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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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性，除了涉及政策外，同時也涵蓋了美國社會觀點。作者指出，性別傾

向是個人自主的選擇，憲法能否過度干涉個人自主範圍，憲法應予以尊重

個人選擇，不能任由政治來主導法律對人權的保障的範圍。此外，特別在

電子資料庫中蒐羅與美國同性婚姻權利議題相關性的文章，無法一一列出，

故目前僅就選取近五到八年的期刊文獻作為參考，臚列如下： 

 

【表 1-1】同性權益相關外文文獻 

 理論選擇 研究議題 同性婚姻關

係 

相關法律

條文 

作者 年份 人

性

尊

嚴 

平

等

權 

自

由

權 

個

人

權 

同性

戀者

權利 

隱

私

權 

婚

姻

權 

家

庭

權 

性

別

傾

向 

優

惠

性

待

遇 

  

Farrior 2009  o       o  Domestic 

Partnerships 

 

Bonauo 2007  o o    o    Marriage DOMA 

Dubler 2006  o          Federal 

Con 

Franke 2008  o           

Dubler 2006  o          Fourteenth 

Amendmen 

Franke 2006  o     o    Civil Unions DOMA 

Forbes 2007 o     o o    New family 

units 

Federal 

Con 

Hammerl

e 

2006  o    o     Civil Unions Full Faith 

and Credit 

Clause 

Cooter 2010          o  Proposition 

8 

Yoshino 2002         o   Don’t ask, 

Don’t tell 

Hawkins 2006  o  o     o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

ts 

Emens 2009    o   o      

Brewer 2005  o     o      

Dubler 2010   o    o      

Kaplan 2008  o          Common 

law 

Case 2010  o o      o   Family law 

Smith 2006   o   o   o   Fourteenth 

Amendmen

t 

Smith 2010   o o   o  o    

Duncan 2004  o     o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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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Beresford 2009    o   o     Civil 

Partnership 

Act 

Poirier 2009  o     o    Civil unions Connecticu

t Con 

Eskridge 2009  o    o o      

Richards 2010   o o  o o  o   Fourteenth 

Amendmen

t 

Chemerin

sky 

2009    o o  o    DP California 

Constitutio

n 

Gebhardt 2009    o     o   Full Faith 

and Credit 

Clause 

Wilkinson 2006   o o  o   o   Federal 

Constitutio

n 

Eskridge 2010(a) o   o   o     California 

Con 

Waner 2010 o o o    o      

Novak 2010 o o  o    o o    

Karlan 2010  o  o    o  o  First 

Amendmen

t 

Nussbau

m 

2010 o   o    o  o   

Gill 2009  o o o     o   First 

Amendmen

t 

Colby 2008 o o     o  o   Federal 

Marriage 

Amendmen

t 

Cohen 2010 o  o o     o   Due 

Process 

Clause 

Harvey 2010   o  o o   o   Due 

Process 

Clause 

Yoshino 2011 o o o o o    o   Fourteenth 

Amendmen

t 

Anderson 2011  o  o   o     First 

Amendmen

t 

Schacter 2011  o  o   o o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Chemerin

sky 

2010  o o o   o o     

Eskridge 2008 o    o        

Cumming 2010  o     o     Pr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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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artrum 2009  o o      o   First 

Amendmen

t 

Nicolas 2011  o o o o  o o    Common 

Law 

Glazer 2009  o      o o   First 

Amendmen

t 

Eskridge 2010(b) o o o  o o o o o    

Glaze 2011  o   o    o    

Goldberg 2010  o o   o o  o   Family law 

Yoshino 2010  o  o o    o    

Buchanan 2010  o o o    o o    

Devins 2010 o    o    o    

Willets 2011  o o    o  o   Domestic 

Partnership

s 

Redding 2010 o o   o   o    Pro8 

Levin 2011  o     o      

Strasser 2010    o   o     DOMA 

Powers 2010  o o      o o  Pro8 

Aloni 2010  o o o  o o     Antidiscrim

ination 

laws 

Croyle 2010  o o  o    o   Pro8 

Saze 2011  o  o         

Forde-Ma

zrui 

2011  o         Tradition 

marriage 

 

Tebbe 2010  o o    o      

Girgis 2010  o   o  o      

Epstein 2011   o o   o     Fourteenth 

Amendmen

t 

Rosky 2011  o o    o  o   Fourteenth 

Amendmen

t 

Stirnitzke 2011  o     o  o    

Farrell 2011  o     o      

Dent 2011  o   o    o    

Dorf 2011  o   o o       

Baude 2012    o o    o   DOMA 

Green 2011 o    o        

Widiss 2007   o    o  o    

Murray 2009  o     o      

Kosbie 2011    o     o    

Candeub 2011  o  o   o     DOMA 

Redding 2009 o      o     Pro8 

Lupu 2010  o o    o      

Turner 2007  o       o    

Gedicks 2010 o  o    o     Pro8 

March 2010   o o   o      

Berg 2010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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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Jaime 2012  o o  o    o    

Franke 2012 o    o        

Busch 2011  o     o    Tradition 

Marriage 

 

Sant'Amb

rogio 

2011  o o  o  o  o    

Koppelma

n 

2010         o   DOMA 

Koppelma

n 

2005 o    o o o    Civil unions  

Murray 2012   o    o      

Failinger 2009 o o o    o      

Glaze 2012 o        o    

Wardle 2008   o   o o      

Sunstein 2004  o o  o  o  o    

Sunstein 2003   o o o    o    

Rao 2011 o o o    o      

Henry 2011 o o o o o  o  o    

Yoshino 2013 o o o o o        

Archibald 2014 o o o o o    o    

McClain 2013 o o o o o    o    
NeJaime 2013 o o o o o        
Widiss 2014 o o o o o o   o   DOMA 
Aloni 2010 o o o o o        
Bribosia 2014 o o o o o    o    
Tobian 2009 o o o o o        
Nicola 2011 o o o o o  o      

資料來源：表格自製，參閱 Farrior(2009)；Bonauto(2007)；Dubler(2006)；Franke(2008)；Dubler(2006)；
Franke(2006)；Forbes(2007)；Hammerle(2006)；Cooter& Gilbert(2010)；Yoshino(2002)；
Hawkins(2006)；Emens(2009)；Wilcox(2005)；Dubler(2010)；Kaplan(2008)；Case(2010)；Smith(2006)；
Smith(2010)；Duncan(2004)；Beresford& Falkus(2009)；Poirier(2009)；Eskridge(2009)；Richards(2010)；
Chemerinsky(2009)；Gebhardt(2009)；Wilkinson(2006)；Eskridge(2010)(a)；Warner(2010)；
Novak(2010)；Karlan(2010)；Nussbaum(2010)；Gill(2009)；Colby(2008)；Cohen(2010)；Harvey(2009)；
Yoshino(2011)；Anderson(2011)；Schacter(2011)；Chemerinsky(2010)；Eskridge(2008)；Cummings& 

NeJaime(2010)；Bartrum(2009)；Nicolas(2011)；Glazer(2009)；Eskridge,(2010)(b)；Glazer(2011)；
Goldberg(2010)；Yoshino(2010)；Buchanan(2010)；Devins(2010)；Willetts(2011)；Redding(2010)；
Levin(2011)；Strasser(2010)；Powers(2010)；Aloni(2010)；Croyle(2010) ；Saez(2011)；Kim(2011)；
Tebbe&Widiss(2010)；Girgis&George&Anderson(2010)；Epstein(2011)；Rosky(2011)；Stirnitzke(2011)；
Farrell(2011)；Dent(2011)；Dorf(2011)；Baude(2012)；Green(2011)；Widiss& Rosenblatt& 

NeJaime(2007)；Murray(2009)；Kosbie(2010)；Candeub& Kuykendall(2011)；Redding(2009)；
Lupu&Tuttle(2010)；Turner(2007)；Gedicks(2010)；March(2010)；Berg(2010)；NeJaime(2012)； 

Murray(2012)；Franke(2012)；Busch(2011)；Sant'Ambrogio& Sylvia(2011)；Koppelman(2010)；
Koppelman(2005)；Failinger(2009)；Glazer(2012)；Wardle(2008)；Sunstein(2004)；Sunstein(2003)；
Rao(2011)；Henry(2011); Yoshino(2013); Archibald(2014); McClain(2013); NeJaime(2013); 
Widiss(2014); Aloni(2010); Bribosia(2014); Tobian(2009); Nicola(2011). 

 

【表 1-1】所呈現的是與本文有關的期刊，礙於篇幅，遂將期刊篇名部

分將臚列於參考書目中。在本文參閱的文獻中，試圖分析期刊中所可能涉

及與同性相關研究議題與權利，並且爬梳與議題相關的法律。參閱的文獻

中，非僅僅以主張同性婚姻合法的期刊為主，同時以也包括反對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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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期刊。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議題非只在制度上的論辯，同時也涉及社會價值、

生活、政治、經濟、法律等各種面向；在多元社會價值體系中，需要傾聽

不同的意見，取得多數共識。特別是在公民倡議的過程，會出現不同的意

見，如何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減少衝突，則必須要採納多元意見。 

2. 同性婚姻權利理論文獻─歐洲 

歐洲國家在處理同性婚姻議題上，其所依據的理論是由人權保障的觀

點切入，Angelique Devaux(2013)的〈Same-Sex Marriage : A Human Right ? 

American View v. European View〉由人權理論分析同性婚姻可行與否，同

時比較歐美兩國的觀點，對於本文在歸納分析歐美國家之際，進一步可提

供較完整性的論述。Ian Curry-Sumner 的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 Europe: 

Trends Toward Tolerance?(2011)、Kees Waaldijk 的 Others May Follow: The 

Introduction of Marriage, Quasi-Marriage and Semi-Marriage for Same-Sex 

Couples in European Countries(2005)、Dimitry Kochenov 的 On Options of 

Citizens and Moral Choices of States: Gays and European(2009)、Fernanda G. 

Nicola 的 Family Law Excep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Law(2011)、Patrick 

Wautelet 的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spects of same-sex marriages and 

partnerships in Europe Divided we stand?(2012)皆為近期撰寫有關歐洲同性

婚姻權利的期刊論文，因筆者寫作背景無法直接閱讀法文、德文等歐洲語

系文獻；故選擇性較少僅以英文發表之文獻為分析歐洲部分。 

(二)同性婚姻制度模式文獻 

論文借鑑美國、歐洲國家在同性婚姻制度上的經驗，冀希由歐美已實

行的制度經驗提供台灣在同性婚姻權利爭議上解決的參考依據。此外，加

入案件彙編的期刊論文，透過法院對同性婚姻案件判決，得知州或聯邦層

級對同性婚姻的態度，例如 United States v. Windsor , 570 U.S. 12 (2013)是指

2013 年著名的 United States v. Windsor 有關 DOMA 違憲與否的案子，係被

編入「美國判決彙編」(United States Reports)第 570 卷第 12 頁起，本研究

事涉案件為數較多了些，所以引用「美國判決彙編」為主， 

針對美國同性婚姻制度模式，在 Attorney Frederick Hertz with Atto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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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Doskow 共同著作的《Making It Legal: A Guide to Same-Sex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s & Civil Unions》(2009)中詳細羅列美國同性婚姻權利

的歷史軌跡，藉由主張同性婚姻合法的倡議活動過程中，論述同性婚姻權

利合法的理論基礎以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的主張。 

同性婚姻權利為一持續發展的議題，寫作過程中在須持續更新美國對

此議題的狀態，然而基本的美國政治部門(行政、立法)以及司法部門對於

同性婚姻權利和的主張與立場也會有所差異。而各州實行的現狀，包括州

層級的同性婚姻、Civil Unions、Domestic Partnerships 的運作模式、權利保

障範圍內容，在基本權利框架上變動性較低，因此具有高度可參閱性。點

出美國同性婚姻未來的發展與挑戰，特別是聯邦層級的部分，聯邦憲法如

何面對主張同性婚姻合法的呼聲，是聯邦所要面對的議題，這部分成為台

灣未來解決途徑的藍圖，筆者將具體的運用在第 3、4、6 章中。 

貳、名詞解釋 

在撰寫有關同性婚姻相關議題之際，必須對於部分名詞作一界定與解

釋。在蒐羅文獻過程中，會因不同學者對於相同名詞用法不同而產生疑惑，

特別是在外國文獻的運用上，因作者學術背景、研究方法等不同，而出現

差異，這也是在書寫之初須先確認名詞定義，俾便以下各章節書寫。故此，

本論文試將界定主要名詞之意涵，同時也提供閱讀便利。茲就本論文重要

名詞意涵界定如下： 

一、婚姻 

婚姻關係包含著多元的面向。以社會學的面向解釋婚姻，是被界定為

兩個成年個體之間為社會所承認許可的性的結合。當兩人結婚時，即成為

彼此的「親屬」，婚姻的領域擴大將兩人所屬的親屬聯繫起來，透過婚姻

關係形成一個綿密的親屬網絡(趙旭東等譯，2003：165)，而使婚姻中包括

家庭權、親子權等相關權利。 

以法律的面向而言，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的基礎，受憲法制

度性保障。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

育子女等社會功能…這是我國大法官釋字 554 號中對婚姻的解釋，也承載

著社會價值。婚姻是一種法律結構，傳統上被視為規範家庭和提供社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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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公共利益，也肩負著提供子女穩定的成長環境。 

以社會面向來說，婚姻長期以來被定義包含社會和文化的期望、宗教

定義、個人意願；社會傳統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彼此有親密的關係，

且型塑男女在婚姻中的角色(Widiss, 2012 : 730)。婚姻制度伴隨著法律關係，

而法律關係中包含著權利與義務，我國民法中列舉婚姻的權利與義務，伴

隨兩人婚姻關係的建立，同時也建構雙方在法律上的關係。婚姻的權利與

義務隨各國法律不同亦有所差別，婚姻制度對於社會穩定提供一定程度的

助益，例如生養後代、組織家庭、穩定關係的建立以及繼承權等。 

就文化面向而言，婚姻也內含文化元素。各國建構婚姻制度的過程雖

各有不同，在西方國家不論是神父或者是牧師公開的證婚儀式，其所呈現

出婚姻的神聖性。在東方國家透過婚禮宴客的公開儀式，連繫起夫婦間廣

大的親屬關係。公開儀式確認兩人彼此間的關係，則是一種對彼此的認同，

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的象徵意義。 

我國憲法中雖未明文規範有關婚姻的權利與義務，而是透過民法第

972 條至 1058 條做出與婚姻相關的規定，其權利與義務項目大約有夫妻住

所、夫妻財產制、家務分工、子女姓氏、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等。

學者陳昭如(2010)一文中詳細說明「婚姻」其所涉及的法制層面除了民法

之外，分別有衛生福利法規、訴訟法規、稅法、勞動法規、內政法規、銓

敘法規、社會福利相關法規、家事事件法、優生保健法、刑法等。兩人一

旦決定進入婚姻制度，伴隨而來的是權利與義務關係，除了形式上的認同

之外，實質的權利保障也是婚姻制度中重要的部分。 

綜合上述面向，本文對婚姻的操作性定義所採取是較廣泛的解釋，由

適用對象而言，過去不曾探討的同性伴侶組合，因人權保障意識抬頭與同

性戀者自我意識權利保障的重要性，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無異，有權享有

合法的婚姻；另外，就現實狀況而言，同性伴侶組成家庭甚至收養子女的

事實各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卻因為礙於傳統婚姻制度而無法獲得合法權

利，違反人權保障，而將婚姻適用對象擴展至同性伴侶，不再限於過去的

一男一女。 

二、同性戀 

論文聚焦同性婚姻之外，須先對「同性戀」(homosexuality)一詞作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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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說明。18 世紀之前，同性戀的概念幾乎不存在，同性間的親密性行為

被教會與法律所斥責，甚至可能招致死刑。同性戀一詞要到 1860 年才開

始使用，逐漸被視為具有特殊性戀態的人們(趙旭東等譯，2003：203)。以

社會學的觀點而言，同性戀是指對其他同性表現出性愛情感或者性行為，

它存在所有文化當中，甚至在某些文化與群體中，同性戀關係是被接受且

是受到鼓勵的6
(趙旭東等譯，2003：123)。然而，卻非所有社會對同性戀

都持友善態度，多數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疾病，是一種受精神困擾的疾病。 

區分同性傾性的過程隱含著不確定性，主要在於有些同性戀者以前曾

是異性戀者或是雙性戀者。一個人是否為同性戀取決於無論是心裡或生理

上，會對同性存在興奮感，至於是否有同性間的親密關係，並非主要關鍵

因素(莊慧秋等著，1991：3-5)。本文所指涉的同性戀非僅以「完全同性戀

7」為主，而是以個人是否有意願與同性註冊同性伴侶關係甚至建立婚姻關

係為撰寫範圍。LGBT(Lesbians、Gays、Bisexuals、Transgender)也有用來

指涉同志群體，1988 年首度出現在美國，當時同性戀社群的用詞無法涵蓋

相關性傾向者，故 LGBT 被引用說明這四個群體，且為較中立的用語，發

展至今加入其他說法例如 LGBTQ，Q 代表 Queer 酷兒或者 Questioning 表

示對自我性傾向認同存有疑慮者等等的變體加入 LGBT。且 LGBT 並未獲

得所有該群體的認同，因此為避免寫作之際產生混淆狀況，故不採取 LGBT

的用語。亦即，除了「完全的異性戀」之外，同性戀與雙性戀皆包含在本

文同性戀概念。此外，對於「同性戀」的用語或存有貶抑的負面觀點，而

部分研究者會主張以「同志」的用語作為敘述，卻非所有人皆認同使用「同

志」。故，行文過程中，則將兩者交互使用。 

                                                      
6
 例如：北蘇門答臘島的巴塔克人允許男性婚前的同性戀關係。 

7
 根據金賽(Alfred C. Kinsey)從心理反應與外顯行為進行分析，根據其性研究報告，大致上可以

將人類的性行為傾向分成七個等級，分別為： 

0：完全異性戀，無任何同性戀行為 

1：大部分異性戀，只有偶發的同性戀 

2：大部分異性戀，略多於偶發的同性戀 

3：異性戀與同性戀傾向約略相同 

4：大部分同性戀，多於偶爾異性戀 

5：大部分同性戀，只偶爾異性戀 

6：完全同性戀 

完全同性戀，則是指終身只對同性別的人有愛戀及發生性行為的渴望，或實際發生了親密關係。

對異性不僅不會衝動，甚至會對異性的親密觸碰產生懼怕的感受(賈紅鶯，199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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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性婚姻 

同性戀與同性婚姻不是同義詞。一男一女組成關係，兩人之間有可能

會是同性戀者也可能是異性戀者，因此在文字使用上多以同性婚姻

(same-sex marriage)的稱謂而較少使用同性戀婚姻(gay marriage)。同性婚姻

則是專指同樣性別的人建立合法的婚姻關係。此外，本文在撰文上主要將

同性婚姻視為憲法權利，在我國主要援引憲法第 22 條未列舉權的概念為

保障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權利。 

現今許多同性戀的男性與女性，多數希望建立穩定關係在雙方都有保

障之下共同生活。但因大多數國家仍舊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所以不論

是出於自願或者迫於無奈的情況下，同性伴侶間的關係更多是建立在個人

彼此相互承諾與信任，而非透過法律制度獲得穩定關係。同性戀群體對於

是否應該進入「婚姻」制度中，也未有一致的看法。部分同性戀者團體認

為，同性伴侶進入異性主流價值社會下的婚姻制度，恐會讓同性戀者的獨

特性被主流價值給吸收，減少寶貴的差異性。社會應該保持多元價值並存，

而非單一價值體系的存在(Hull, 2006 : 78-84)。現實上，婚姻的存在影響社

會許多的面向，是一種社會關係，在這個制度下政府會提供權利與義務，

Wolfson(2005)強調婚姻是一種法律制度，它本身建構出與其相關的各種權

利面向8，這些權利面向構築出綿密的社會關係。 

當前社會中，同性伴侶的生活開始如同異性夫婦般建立穩定關係中，

北歐國家已經賦與同性夫婦合法婚姻權利；法院在孩童監護權的判決上也

出現女同性戀者取得孩童監護權，生物科技進步讓同性夫婦可以藉由人工

受精方式獲得下一代。這些現象意味著，過去同性伴侶在爭取合法婚姻權

利過程中受到質疑的繁衍下一代問題，可以透過這些方式解決。這些反對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因素，或許可以藉由科技途徑解決，卻不表示沒有反

對的論述。即使是荷蘭同性婚姻已經合法化的國家，仍存在歧視同性戀者

的情況，主要因為文化、宗教、社會價值認知的不同，這也讓同性婚姻權

利合法備受爭議。 

                                                      
8
 婚姻所建構出的面向包含債務、死亡繼承、離婚、家庭照顧假、醫療探視、申請公共住宅、移

民、健康保險、訴訟、親子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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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州層級非婚姻模式 

本文在論述過程中在美國的經驗制度上，聯邦層級僅在婚姻上有所論

述，而州層級的部分則因為各州對同性伴侶究竟應以何種模式保障其婚姻

權，各有不同傾向與立場，反對同性婚姻的州已明確表達其立場。然而，

有部分的州卻認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一樣，都應擁有與婚姻相關的權利

與義務，惟應使用婚姻或者其他模式名稱而個別有差異。 

故，針對美國所實行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者 Civil Union 試圖做一

操作性上的中文譯名定義，俾便對該制度有較清晰的概念；然，在行文過

程中為了寫作便利，遂以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書寫。 

Domestic Partnership，對於美國州所實行的Domestic Partnership制度，

我國學術期刊上有關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中文翻譯，戴瑀如(2012)的家

事夥伴，江崇源(2010)、(2012)的家庭伴侶，故本文嘗試將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中文譯名傾向翻譯為「家庭伴侶」主要是 Domestic Partnership

提供適用對象非僅有同性伴侶，也符合我國社會發展與家庭組成型態多元

化的趨勢。 

Civil Union，對於美國州所實行的 Civil Union制度，我國在撰文與 Civil 

Union 上的翻譯方式有傅美惠(2004)的民事姻合、江崇源(2010)、(2012)的

公民結合、張宏誠(2011)的同性伴侶法定準婚姻關係，戴瑀如(2012)的民事

伴侶，其餘的尚有民事結合的用法。以，張宏誠對 Civil Union 中文譯名的

說明為，我國國內一般以「公民結合關係」為主，然張宏誠認為，現今關

於同性伴侶關係以法律予以保障之制度規範，概以形式與實質兩面向，以

同性伴侶締結關係後，實質上與異性戀者締結婚姻關係所得享有之法律上

的權利種類與範圍不同，以權利保障多寡的光譜分布，以及同性伴侶關係

於形式上所稱之名稱是否得為「婚姻」二字來區分，因此張宏誠認為直譯

公民結合關係，並無法反映此種立法上形式與實質差異內涵之意義，而將

Civil Union 中文譯名翻譯為「同性伴侶法定準婚姻關係」。本文嘗試綜合

各種中文譯名以及就 Civil Union 性質與內容則傾向翻譯為「民事法定準婚

姻關係」，主要以美國 Civil Union 在婚姻權利關係上光譜的分類屬於法定

準關係(Quasi-Marriage)性質與內容都近似婚姻，雖原制度的規劃僅提供同

性伴侶適用，隨時間推移也提供異性伴侶在合法關係上的另一種選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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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別強調同性伴侶的用詞而使用「民事」一語為 Civil Union 譯名。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架構與範圍分別為下： 

壹、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寫作架構共分七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對研究主題的

動機、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同時也藉由蒐集文獻與分析文獻釐清

研究主題，以及研究過程中所可能的限制。第二章主要是分析同性婚姻權

利保障的理論基礎。當然，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賦予並非只有贊成，同時

也存在著反對的論述。本章在理論探討中，首先將就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的

主張做一分析，爾後的理論撰述則透過爬梳眾多文獻中提到保障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可憑藉的理論綜合列出人性尊嚴、自由權與個人自主、平等理論，

建構本論文對同性婚姻權利的理論架構。分別透過理論的架構檢驗下列各

章節。 

第三章則探討歐美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爭議。美國的同性婚姻權利獲

得合法保障的過程中，非完全毫無爭議，迄今聯邦層級司法部門對於同性

婚姻上未做出最終的判決，甚至在倡議權利過程中，聯邦的政治部門(行政、

國會)對同性婚姻權利所採取的是消極的態度，而制定了 DOMA 法案與

Don’t Ask, Don’t Say 的政策。一直要到歐巴馬政府執政，對於同性戀者權

益以至同性婚姻相對採取較友善的態度。歐洲，則因為歐盟與各會員國對

於同性婚姻權利所持太度不同，要全面的贊成或反同性婚姻合法都必須顧

及歐盟在該議題的趨向。 

第四章將美國目前各州對於同性婚姻經驗與制度做一分析。美國目前

在聯邦層級上尚未對同性婚姻權利有具體的保障，然而，各州在法律二元

的特性下，建立對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不同模式。各州建立不同的同性關

係保障模式，有州層級同性婚姻以及州層級的非婚姻模式─Civil Union 和

Domestic Partnership。 

歐洲，因已有荷蘭、丹麥等國平行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另有法國、

德國、英國等承認同性關係的模式。歐盟成立後，歐盟對於同性婚姻權利

的態度也影響各國政策走向。此外，歐洲部分尚須考量各國國內法面對同

性婚姻權利是採用平等、降級、升級的承認。最後，嘗試歸納分析歐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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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婚姻制度模式。 

第五章主要探討台灣在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爭議。台灣對於同性戀者

權利的保障相對歐美國家而言進程較慢，且所面對的爭議與情況也與歐美

各國有所差異。將本章分成四個部分來論述，說明台灣同性婚姻爭議的背

景、焦點，以及台灣目前在同性婚姻權利的進程，最後提出台灣政府對於

同性婚姻的態度。第六章則援引歐美同性婚姻制度經驗，試圖為台灣在同

性婚姻上找出可行的途徑，哪一種同性婚姻制度與模式較適合台灣。第七

章結論，則將總結分析與歸納我國同性婚姻爭議可以解決的途徑，同時也

列出研究的限制以及提供未來發展的建議。 

 

【圖 1-1】論文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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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圖 1-1】研究架構圖，說明本文的研究架構，影響婚姻制度變革

的因素，除了內部環境中法律制度與時俱進的演變外，尚且受到政策制定、

社會制度、文化風俗、公眾意見，甚至經濟發展也會造成制度的改變。 

而外部環境則參酌其他國家在相關議題上的經驗與制度，是否會對我國同

性婚姻權利爭議有所影響；若產生影響，是導致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亦或

是禁止同性伴侶有合法的婚姻權利？台灣在社會體系、法律體系、憲法體

系所可以提供同性伴侶的保障為何？是本論文研究的焦點，其研究的發現，

冀希為目前台灣同性婚姻權利爭議提供建議。 

貳、研究範圍 

本研究認為，同性伴侶基於自由權的論述，有權進入婚姻制度。婚姻

與家庭之「制度性保障」本是源自基本權利，不應該成為多數決民主制度

下限制少數人或非主流價值的基本權利的因素，或成為基本權利開展的障

礙。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各界仍存有爭議的情況下，本文研究範圍將分 

一、美國同性婚姻模式 

就本文研究範圍，則以美國同性婚姻制度與經驗為我國提供可行的參

考模式。同性婚姻是否應該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各界仍有爭議，有鑑於此

參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各州對於同性婚姻判決的論述，期望可以成為我

國公共討論中參考的理論依據。然而，取徑美國模式的過程中，聯邦與州

層級對同性婚姻態度與傾向各持不同立場，故取樣以聯邦層級中較具代表

性的案件為探討，因此以 Lawrence v. Texas 以降為撰文範圍。美國同性戀

者平權運動始於1970年代9，倡議初始主要以同性戀者合法的地位與認同，

意識到同性戀者的權益遭受漠視，主張同性戀與異性戀應擁有相同的權利。

                                                      
9
 1969年的石牆運動(Stonewall riots)被認為是現代同性戀運動的出發點。當時所有相關的秘密變

化都達到了轉折點。同性戀者開始大規模的組織起來要求合法的地位、社會認同和平等。石牆騷

動的一個結果是「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建立（Gay Liberation Front，GLF，建立於紐約市）。這個

組織的「一個同性戀者的宣言」（A Gay Manifesto）為剛剛形成的同性戀運動設立了目標。陣線

的分支開始遍及全美。這些組織成為全球各種爭取同性戀平等權利的組織創立的基礎。今天，保

衛同性戀者免受憎恨、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歧視是美國同性戀權利的主要議題，他們把這些描述為

人權的本質。確實，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同性戀權利組織之一就稱為「人權戰線」（Human Rights 

Campaign）。其他的同性戀權利組織包括「全國男女同性戀工作組織」（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NGLTF），「同性戀的雙親和朋友」（Parents and Friends of Lesbians and Gays，PFLAG）

和「反誹謗男女同性戀聯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GLAAD)。見周華山、

趙文宗(1995)，《衣櫃性史》，台灣：香港同志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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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同性戀者權利是經歷過一連串事件，逐步獲得認可，迄今聯邦最高法

院雖判決Sodomy法案違憲，卻仍有部分的州對同性戀者態度仍是不友善；

因此，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不論在州或者聯邦層級都將持續進行論辯。本

研究在時間縱軸上即設定由 Lawrence 案後對同性婚姻爭議有大量期刊論

述開始，對於文獻蒐羅有聚焦性，同時議題也較具有時效性。可將之分成： 

(一)政治部門 

美國政治部門(包含行政體系與國會系統)對於同性婚姻合法與否，會

隨當時的民意走向有產生不同的結果，政治部門有選票的壓力，會傾向支

持多數大眾意見來制訂法案或通過政策。先以國會部分而言，迄今尚未通

過具體支持同性婚姻的法案，僅限制聯邦法院的判決不再以 DOMA 為法

源基礎捍衛傳統婚姻(Smith, 2010 : 32-33)。不論州或者聯邦的立法者在制

定都是集合大眾意見而成，而後必須透過州政府或者總統的簽署，具有一

定的效力。 

政治部門對於未來「婚姻」政策的轉變，就是總統歐巴馬宣布不再捍

衛 DOMA 的正當性，儘管未正面具體的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議案，卻也

替同性婚姻權利爭取更進一步的合法性，問題是，未來執政者在政策上是

否持續，則為成為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不穩定因素。而，聯邦與各州的政

治部門也會有不同的態度。各州行政部門對於同性婚姻合法與否各持有不

同意見。 

(二)司法部門 

在美國，過去數十年間同性伴侶努力爭取改變對同性伴侶不友善的基

本權利條款。美國法院的二元體系，形成州與聯邦對於「婚姻」案件出現

不同的判決，特別是在同性婚姻案件的判決，聯邦法院的判決更成為同性

婚姻權利合法與否的關鍵。未來五到十年間可預見的同性伴侶婚姻的案件

在法院會更活躍：首先，地方家庭法院逐漸面對日益增加同性伴侶關係的

案件，不論是要建立雙方的關係或是結束已存在的關係，其中涉及的是「關

係」與「個人財產」；其次，聯邦法院要面臨的是州法院如承認同性伴侶

雙方的關係，進一步的要求聯邦層級權利保障的訴訟，同時也要面對反對

同性伴侶關係合法的訴訟，例如加州 Proposition 8 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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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利」中具集體屬性的權利地位，在以「個人」為主的憲法人

權體系下，人權通常會被認為自我實現的一種道德預設，要超越個人為主

體而主張「集體人權」(collective human rights)較不易成立(李震山，2007：

293)。婚姻，屬於個人權利，個人應有自由選擇婚姻；事實上，一旦進入

婚姻制度中，就必受法律的保障與約束。傳統上，兩個同性的人不能結婚

即使互訂終身，也是無效的婚姻，近年來，人權保障成為普世價值，同性

人權相關議題也受到各國關注，特別是同性婚姻。同性伴侶爭取進入婚姻

制度，若係在自由意願之下自我決定，屬於一般人格權保障範圍，不具體

侵害他人權利，亦與緊急危難無關，是否應長期受道德限制，實有討論空

間。 

人的自由及權利應是具有多元價值，這些多元的價值是可以共存共生

的。但隨社會的多樣化以及進步，其所追求的價值經常無法和諧共存，因

為社會結構的不同，其所組成的價值體系和信仰也就各自不同。自由社會

接受或贊同價值多元理論，會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應相互寬

容，自由社會下的政府其價值立場是維持中立，包容多元取向，人類在某

種界限以內，權利都不容侵犯。個人想成為自己的主人，希望有權選擇自

己要過的生活，而非取決外界的力量。 

二、歐洲同性婚姻模式 

研究範圍的取材，選擇美國同性婚姻制度經驗模式外，也加入歐洲在

同性婚姻制度經驗，原因主要是歐美國家在面對爭取同性婚姻權利的歷史

經驗較長，可以在制度與實質權利間找出平衡點。另外，歐洲國家主張人

性尊嚴的重要性，突顯人性尊嚴為人權保障的重要基礎，自由選擇婚姻對

象是完整人格的一部分。 

歐洲各國對同性戀者權利所採取的態度又較美國來的開放，特別是在

北歐國家，如丹麥、挪威等。其他如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等都運用

不同的制度賦與同性伴侶婚姻或者「準」婚姻的法律關係。甚至為減少法

律制度上的爭議，選擇以立法的方式直接賦與同性伴侶婚姻關係中的權利，

而避免了司法審查。同性關係的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在歐洲各國出現了

多元的態度，甚至因歐盟(European Union，簡稱 EU)的成立與歐洲人權法

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簡稱 ECHR)開始要求法律上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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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認同性伴侶，是否也會對歐洲各國產生影響力，須待時間檢證。然，

在論述上因歐洲各國林立，無法一一詳述各國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軌跡以

及權利賦予進程，故選擇以歐盟與歐洲人權公約為與同性婚姻相關為探討

範圍，另外搭配英國面對同性伴侶爭取合法婚姻權歷程作為歐洲部分的主

軸。 

三、我國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 

台灣對於同性婚姻爭議的軌跡，相對西方人權較進步的國家而言，同

性戀者相關議題一直要到人權意識抬頭後才逐漸公開討論；過去一直將

「同性戀」視為人權議題較隱晦的一部分，在人們對於傳統「性」的觀念

逐漸改變之際，開始關注到同性的議題。而我國在同性議題的論述歷程中，

最核心的議題在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上。 

在同性婚姻權利保障其主要爭議在於破壞家庭價值與傳宗接代的重要

性，大法官解釋對婚姻做出由一男一女組成的定義，讓司法制度成為同性

婚姻權利保障的障礙之一；反觀，主張同性婚姻權利應受保障的論點在於，

同性伴侶基於平等保障下，可自由選擇進入婚姻，這是憲法中保障「人」

的基本權利，也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另，分析我國目前在同性婚姻權利保

障的進程，是否僅在法案上的論辯抑或有實質的進展。最後，可透過我國

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對於同性婚姻的態度，探討未來我國同性婚姻權利的

保障。 

另，台灣對於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建構，在法制上民間則有「多元成

家」方案的提出，期望透過立法機構建立保障非傳統婚姻與家庭形式的組

合賦予權利的保障。而該方案的提出其可行性為何，與歐美模式之間的關

聯性。未來，台灣各界面對同性伴侶爭取合法婚姻權的爭議是否可以借鏡

歐美模式來建構法制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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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理論基礎 

現代社會中，有關婚姻的觀念與制度是來自於人類歷史。婚姻的觀念

被限制在一男一女的組合，進而成為法律制度，型塑社會主流的觀念。世

界各國在人權保障觀念上重新建構新一代的概念，由過去保障集體權逐漸

轉變成強調個人權利的保障，歐美各國面對同性婚姻權利議題，開始調整

現有權利保障行使對象。本章探討同性婚姻權利的理論基礎，現今對於同

性婚姻仍存在正反兩方的論辯。因此，第一節所要探討的是反對同性婚姻

合法理論由傳統婚姻觀點論述，主要透過對傳統的婚姻觀、生物觀點的婚

姻觀以及國家利益的婚姻觀三方面來說明。接續的章節分別爬梳主張同性

婚姻權利合法的理論論述，第二節從人性尊嚴論證同性婚姻之正當性；第

三節從平等原則論證同性婚姻之正當性；第四節從自由與個人自主權論證

同性婚姻之正當性。 

第一節 傳統的婚姻觀 

所謂婚姻，就形式表現方面而言，是男女兩性的生理結合，就本質上，

則是男女特定的社會結合。婚姻存在法律之前，透過風俗、倫理而形成，

更進一步的藉由法律保障婚姻權利的範圍與權利的行使。婚姻是成年男女

共同生活的普遍模式，也是一種生育單位，進入婚姻關係的男女大部分都

有意願成為父母，視為人父母為人生目標之一，同時也保障彼此之間發展

合法的親密關係。 

從法律層面承認同性婚姻近來成為美國受矚目的議題，其衝擊的面向

包括政治、法律、社會價值、福利政策、經濟等。在倡議同性婚姻權利的

過程中，透過訴訟、社會運動、媒體曝光等，讓同性婚姻議題受到關注，

主張法律制度應保障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在聯邦層級上對於「婚姻」的解

釋原本主張一男一女的結合。然而，在 2013 年聯邦最高法院透過一系列

的論辯，裁決 DOMA 違憲，「婚姻」適用對象不再限於一男一女，卻未具

體指出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讓反對與贊成同性婚姻的論述不斷。美國仍存

在維持傳統婚姻制度的主張。以傳統婚姻的論點為傳統家庭觀念、維持國

家利益以下分別論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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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統家庭觀念 

傳統的婚姻定義認定是由一男一女的組合，同時婚姻是一種儀式，公

開兩人之間合法的關係；事實上，婚姻也是社會中的一個制度，有利於社

會穩定與提供生育(Feinberg, 2012 : 303)。綜合對傳統婚姻的解釋則為，國

家、社會、歷史認為婚姻的形式是：永久性；一夫一妻制；生育，此為婚

姻制度中心本質；性別角色。 

一、傳統婚姻制度的重要性 

1.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傳統婚姻是唯一且永久存在的制度，若法律

或社會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將導致傳統婚姻制度的破壞，更關鍵的在

於同性婚姻不符合傳統婚姻的定義，即一男一女的結合。就以美國社會與

法律制度而言，仍然偏好異性戀的傳統婚姻制度。 

2.反對同性婚姻並非「恐同」，而是對於重新定義婚姻，會衝擊到家庭

的。主要在於，透過法律制度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在學校必須接受同性婚

姻合法的事實，同時在知識的傳遞上，也須說明同性婚姻(Murray, 2009 : 

374-76)。這將會造成傳統婚姻家庭中的父母其知識授與和權威性受到動搖，

進一步影響維持家庭的穩定性。 

3.性別角色：主張維持傳統婚姻者，在設定婚姻中的性別角色，依舊

是維持以男性負責公共領域，女性負責對內家務及育兒工作。雖然傳統婚

姻對性別角色的設定，隨著時間、工業革命、知識普及、女性自主意識興

起等，已開始出現變化；女性逐漸擺脫對內負責家務育兒，與社會接觸甚

至在職場有新的表現，直接衝擊原有的性別角色。這讓堅持傳統婚姻制度

者呼籲應恢復婚姻中的性別角色，美國在部分的制度上仍強調傳統性別角

色的重要性(Feinberg, 2012 : 313-19)，例如：社會福利1、所得稅等少數法

律仍強制執行。 

另外，即使性別角色不再拘泥過去的男主外、女主內；卻有一個共同

的認知，即是女性擔任育兒角色。傳統婚姻中性別角色，在同性婚姻中的

兩人是無法履行，即使領養小孩，外界對於父親、母親的角色存在爭議，

                                                      
1
 Feinberg(2012)指出依據美國現行聯邦層級的法律中，美國部分社會福利制度仍主張是用傳統婚

姻的性別角色。美國審計局統計有多達 1100 項聯邦法規是參照「婚姻」法令所設定；因此，根

據聯邦婚姻法所提供的合法婚姻權利，同性伴侶的合法權利將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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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同性伴侶會造成家庭角色的混淆，進一步影響孩童成長發展。除此之

外，法律制度承認同性婚姻，會使學校、社會傳遞有關同性相關議題及權

利保障的觀念，這也意味挑戰家中父母對知識傳遞的權威(Murray, 2009 : 

20-21)。家庭中傳遞的訊息與外界產生不一致的現象，也會造成兒童的觀

念混淆。 

4.生育功能：維持傳統婚姻制度，兩人共組家庭，孕育下一代，這是

理想的家庭生活方式。而「生育」自然是家庭最主要的功能之一。

Eskridge(1996)、Sullivan(1995)、Brooks(2003)、Gallagher(2006)皆提及傳統

婚姻的好處目的在於生育與養育，說明生育功能的運作，僅會出現在異性

夫婦身上，同性伴侶無法藉由生物功能進行自然的生育，這也隱含了西方

宗教與社會意義。 

二、婚姻與道德倫理的關係 

婚姻在法制層面上的規範，除了具體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之外，同時也

隱含道德與倫理的精神，而道德與倫理除了傳承各國的歷史與文化外，同

時也被視為維繫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1.婚姻中道德與倫理的具體表現：以我國而言，透過歷史與文化所積

累下來對婚姻與家庭之間的關係，融合了儒家思想，隨著法制的發展，對

婚姻與家庭的規範也包含了道德與倫理。婚姻與家庭的關係多數情況在重

疊之際，《民法》親屬篇除了婚姻夫婦外，也具體規範了家庭、父母子女

之間的關係。民法第 1114-1137 條，分別詳細的列舉扶養與家庭的規定，

父母子女、親屬之間的撫養關係，被視為道德倫理中重要的一環。這些道

德與倫理則由儒家文化中的「禮」與「仁」，以及「孝悌」，例如：孟子的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是透過五倫教養等重要

觀念對外延伸擴散人際關係，進而推及個人與社會、家庭與社會的建構。 

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信仰長久以來建構西方社會的社會文化、道德

倫理，儘管已被世俗化所影響，宗教逐漸淡化對社會以及個人的影響，事

實上，仍是西方社會道德與倫理的基礎。婚姻被視為一項神聖的誓約，具

體呈現在婚姻中的儀式。 

2.公序良俗與婚姻的關聯性：道德與倫理對於具體的法律概念而言，

相對是一種較抽象的概念。事實上，公序良俗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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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2005：112)，在法律制定以前，人類行之有年的是以道德倫理為行為

準則；然而，道德與倫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卻也會隨社會變遷而產生變

化，這樣浮動性的法律概念，在實務運用上，也提供較靈活的解釋空間。 

民法上有關公序良俗的規範，民法第 72 條所提：「法律行為有背於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

德觀念而言。」，儘管有違善良風俗的行為，未必構成犯罪，卻可能使國

民道德日趨毀壞，這樣的法律行為並未具有效力。維護社會穩定的觀點是

以「公序良俗」為基礎，過去我國同性伴侶申請婚姻合法司法上引用有違

公序良俗的論述，駁回其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然而，學者許育典(2006)則指出，憲法價值對人權保障的概念，是自

我決定下個人行動的公共規範，而這些不應該受傳統文化所定義的風俗習

慣限制個人權利保障的範圍，因此，法律規範中是否應引用道德倫理則有

所爭議。 

貳、生物觀點的婚姻觀 

主張維持傳統婚姻的論述，除了傳統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外，婚姻具有

生育功能，是經由生物觀自然生育而來，同時事涉子女最佳利益。 

一、自然生育 

維持傳統婚姻存在重要的原因，即為自然生育。大自然生物界的繁衍

絕大多數經由自然生育，且普遍存在由不同性別的組合而自然孕育下一代，

這是一種自然的定律。以生物觀點而言，不違反自然定律，自然不會產生

繁衍的問題。儘管同性伴侶可以透過非自然繁衍下一代，然而在此卻可能

被質疑子女在沒有自由選擇父母的權力之下，是否危及子女最佳利益原則，

特別是對未成年子女而言。主張維持傳統婚姻者認為同性伴侶無法透過自

然生育的可能性，在本質上與異性伴侶組成的婚姻不同，因此反對同性婚

姻合法。 

二、子女最佳利益 

婚姻對人類而言，非僅是是社會價值或者是法律制度，更是延續人類

的途徑，具有社會性的目的。主張傳統婚姻的論述強調，婚姻為調節男女

之間的性關係，其主要的好處在男女關係的發展不會危害社會，再者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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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發展穩定關係將會促進生育，進一步維持穩定的社會關係與家庭關

係。 

傳統婚姻中可以獲得來自整個家庭的支持，藉以鼓勵生育，同時也是

基於子女最佳利益的考量，分別有： 

1.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裡，孕育生命為人類不斷演化、延續的主因，

雖同性戀者可以透過領養的方式，讓家庭感圓滿。然，傳統婚姻理論的支

持者則提出，對兒童成長發展來說，原生家庭應該是最佳選擇。除非原生

家庭對兒童有虐待或者無法提供生活所需，否則一般狀況下兒童在原生家

庭(biological family)的成長要比養父母的家庭來的有利(Dent, 2011 : 

371-74)。出於生物性的觀點，若原生家庭無法提供最佳的成長環境，可以

運用原生家庭的親屬關係，在有血緣關係的親屬相對的可以提供收養或領

養家庭較完善的親情歸屬。最佳的領養或收養的環境，普遍傾向性別不同

的父母相較相同性別的父母可以提供完整的成長發展(Yoshino, 2013 : 

279-80)。形成主張反對同性婚姻合法，甚至反對同性家庭中收養孩童的觀

點。 

2.法律支持領養，且不允許金錢介入孩童的買賣中。對於領養的合法

規定各國有不同的法律標準，無論其標準為何涉及不合法的兒童買賣都是

各國法律所判定不合法的關係(Dent, 2011 : 374)。就美國而言，若州頒布同

性婚姻的禁令，判定同性婚姻是不合法，在合法制度上，是無法領養孩子。

若透過不合法的方式擁有孩子，將失去完整合法的福利保障體系，一旦遭

遇危險，國家公權力無法介入，社會福利體系將無法提供支援。 

3.透過領養孩童的途徑，就可以使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事實上，領養

只要透過合法的法律程序，通過評估，不論是異性戀者、同性戀者甚至個

人都可以領養、監護，這無法與婚姻混為一談。進一步，當同性家庭領養

孩童后，該由哪一方負起照顧的責任，可能在雙方協調過程中導致衝突，

影響孩童發展的環境(Dent, 2011 : 375)。另外，被同性戀家庭收養的小孩，

本身沒有選擇父母的權利，忽略孩子的意願，孩童未來的成長環境存在風

險性。 

4.人工繁殖，同性夫婦若想擁有屬於和自己一樣血緣的下一代，即透

過人工繁殖的技術。這個部分所涉及的是精子/卵子的捐贈，法律對捐贈的

次數有嚴格的限制。就法律制度層面而言，制定嚴格的捐贈次數，卻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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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卻個人私下的行為。法律制度之所以限定捐贈次數，主要是基於倫理道

德問題，避免下一代所要承受的倫理爭議(Dent, 2011 : 384)。其次，在法律

制度上，若兩人非有合法關係，國家則無法進一步提供生殖科技的輔助，

間接限制同性伴侶獲得生育的機會。 

也有另一種論述，透過人工繁殖的途徑，對孩童未來的成長過程會產

生一定程度的威脅。人工繁殖不會透露捐贈者的相關訊息，無從得知父或

母的聯繫方式，若孩童發生不可預測的危險，領養關係中的父母親不能提

供支援的情況下，將置孩童於高風險的成長環境中。對於人工繁殖的爭議，

不應該只是同性夫婦所面臨的問題；事實上，傳統婚姻中的異性夫婦若無

法自然生育，轉而尋求人工方式，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在異性夫婦身上。 

5.兒童性別意識的混淆。同性夫婦會影響孩童對性別的認知，在兒童

早期還無法明顯區分性別的狀況下，性別混淆的憂慮尚且不顯著。一旦進

入青春期，開始意識到身體性別特徵不同時，父母在性別意識上的引導更

顯重要性，意識到自己的監護人的不同，缺乏父母親的榜樣，在自我性別

認知上也會出現混淆(Dent, 2011 : 378)。傳統婚姻是撫育孩童的最佳場所，

同性家庭中混淆的性別角色，會讓孩童無法理解自己由何而來，孩童對於

性別產生「無性」狀況，剝奪性別的內在意涵，會造成其成長期間對性別

角色學習的混亂，無法學習應有的責任(Murray, 2009 : 377-78)。兒童對自

我認同及定位產生模糊的情況。 

外在環境的部分，當孩童與外界的社會接觸逐漸頻繁之際，將會承受

各界不同的對待方式，同性戀目前仍是異性戀為主流社會價值中的少數。

對於同性家庭中的兒童發展極可能產生較負面的影響，其所接觸的環境中

或許只有本身是同性父母，面對同儕之間異性戀的父母，造成的孩童性別

認同的混淆。 

參、國家利益的婚姻觀 

在美國，聯邦憲法捍衛傳統婚姻禁止同性婚姻合法，其主要的理由是 

維持國家利益，同時也維護與促進傳統婚姻制度。甚至聯邦在 1996 年通

過 DOMA 法案，除了禁止同性婚姻合法外，進一步定義婚姻的內容，即

一男一女的結合。 

當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並存在社會中，可以預料的會產生權利上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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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即，同性伴侶是否擁有與異性伴侶相同的合法權利，例如婚姻權。主

張擴大禁止歧視同性戀者的範圍，這樣的禁止歧視只是表現在形式的憲法、

法律制度上；實際上，社會價值觀以及個人主觀意識的表達依然無法藉由

制度來加以規範並且限制。因此，主張傳統婚姻者則認為，同性婚姻合法

化將衝擊現有婚姻制度，削弱婚姻的利益。 

1.制度的衝擊：男女穩定的關係是社會所認同的價值觀，傳統婚姻制

度中的異性夫婦擁有合法的共同權利。法律並不保障婚姻，而是保障公民

因婚姻而產生的相關權利和義務，這些合法的權利包括相互扶養權、共同

財產權、贍養權及遺產權等。法律制度影響婚姻，透過表達功能，展現特

定的社會價值與規範(Dent, 2011 : 408)。若同性婚姻合法將使法律制度與社

會價值、宗教間產生對抗。在美國，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的來自黑人與低

收入的白人，將之視為破壞社會制度的原因，是扭曲婚姻的意義。婚姻的

原始意義是以保障孩童成長環境與養育為核心，同性婚姻合法，則婚姻將

變成以滿足成年人為主(Dent, 2011 : 412)，並未真正考量到孩童的成整及身

心發展。 

其次，法律制度承認同性婚姻合法，或對婚姻重新定義，將同性婚姻

等同異性婚姻，同性關係等於異性關係、社會價值加速崩解，降低社會規

範、制度的重要性。主要是婚姻制度來自國家結合社會價值，具有公眾意

識以及特殊權利，且基於歷史與傳統的合理基礎下(Goldberg, 2009 : 

1414-15)。誠如英國首相 David Cameron 所說婚姻制度是傳統的形式，即

使婚姻權利可以延伸適合同性伴侶，其本質仍舊是傳統的婚姻制度。在婚

姻制度中的雙方必須負起婚姻的責任、義務，同時也可以享有權利。 

以親屬的身分共同生活關係秩序而言，則屬於《民法》親屬篇中的一

部分，我國在這一部分法律的制定上，導入人倫秩序，將人倫秩序變成法

律秩序(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13：10-11)，這也是我國法律制度在

處理同性婚姻上傾向消極方式的原因之一。 

最後，傳統婚姻支持者提到若法律制度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利合法，

那麼未來在法律制度規範中的不合法關係，例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亂

倫等情況，若提出合法訴求且透過法律賦予權利保障，勢必浪費社會與司

法資源，且對社會多數共識的制度造成衝擊。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則

認為同性婚姻不會影響婚姻制度，反而是讓社會邁向多元化的象徵，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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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同性婚姻帶來的改變則是道德與社會資源的部分(Poirier, 2008 : 367)。同

性婚姻權利在法律上的論述以性別傾向歧視的爭點上，忽略法律上婚姻與

家庭的意義，是兒童的權利與需求。 

2.歷史與傳統：首先，對同性婚姻在法律制度上的定位，認為僅受微

弱的正當程序保障，禁止同性婚姻合法並未違反憲法中的平等保障條款

(Goldberg, 2009 : 1401)，儘管婚姻是屬於個人的基本權利，國家或州不得

予以剝奪。透過 Justice Scalia 對於婚姻制度的說法，可以看到基於人權法

案為基礎，婚姻制度具有歷史與傳統是集結眾人的智慧與共識，有開放性

也是廣泛的，若非強而有力的理論基礎，則不易撼動目前已存在的婚姻制

度2。保留傳統，盡可能減少改革與變動是促使社會達到均衡穩定的狀態，

這樣的結果對國家與社會是有好處的(Kim, 2011 : 310)，改革固然可以增進

社會進步的動力，卻也動搖原有穩定的秩序，特別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婚姻

制度與家庭。 

再者，制度的形成必定是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認同，藉由大眾相同的共

識，建構而成的規範，隱含著道德，只要人類存在，便會採取道德的觀點

(郭怡青譯，長谷部恭男著，2012：137)。法律主要是彌合社會與制度之間

所出現的鴻溝，隨著社會變動而進行改革調整。對於同性伴侶已存在的事

實，社會、法律制度、權利保障都無法否定現存的狀況，唯獨婚姻制度不

屬於社會變革的一個自然過程，只因為婚姻是基於歷史與傳統，而這些都

是經過長時間的累積與社會大眾共識而建立的(Goldberg, 2009 : 1410)。將

同性婚姻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主要對於同性婚姻的正當性存疑，認為無

法自然延續下一代，以及不符合對婚姻一男一女的結合的定義。 

3.權力、社會資源的稀釋：傳統婚姻制度是由一男一女的結合，包含

在婚姻中有權利與義務，特別是在生育的部分。透過生物型態的結合，孕

育下一代，使家庭與人生更趨向完美，使社會美好的部分生生不息的傳遞

下去，這是社會對於婚姻的期望。孩童是社會未來的希望，所有的權利分

享都透過婚姻制度。同性伴侶雙方無法透過自然方式生育，其所建立的關

係是一種不穩定、不長久的關係，因此被排除在婚姻制度外。此外，若國

家、州強制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或者提出反對歧視的法律，在未達成

                                                      
2
 See 518 U.S. 515, 568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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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多數社會共識前，強迫公民妥協認同同性婚姻(Murray, 2009 : 374)，這

是一種公權力干涉人民信仰及價值的行為，將對公權力正當性造成威脅。 

事實上，婚姻還可以減少人口快速降低的比率，增加國家競爭力。以

美國而言，重視家庭觀，而維持一定的人口成長率3；而歐洲，相較美國的

家庭觀念較淡，對於繁衍下一並未有強烈的需求感(Dent, 2011 : 393-94)，

因此出生率以及人口成長率較緩慢，對於歐洲國家現階段尚未存在競爭力

上的隱憂，未來隨人口老化，國家競爭發展力下降，逐漸產生就業人口不

足，人口金字塔恐將趨向倒三角型。國家出生率降低，導致國家競爭力降

低，也將成為歐洲各國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婚姻的完整權利中還包含子女權的部分，若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不免要考量到子女權利的部分。從而，互為同性伴侶的雙方，僅可透過非

婚生子女的法律使其子女受到權利的保障，法律制度上的平等卻可能排擠

到既有利益者享有的資源。限制同性伴侶為婚姻適用對象，主要還是國家、

社會資源有限，無法均分婚姻權利給同性伴侶(Tebbe, 2010 : 1441-42)，在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稀釋資源恐引起多數者的反對。 

4.承載社會文化。婚姻在法律制度層面之外，同時也象徵一個國家社

會的共同符號與文化資源，其基本的內涵有基本權利、文化和宗教(Poirer, 

2008 : 366)。這共同的文化資源，除了歷史發展也包含社會文化脈絡，以

及公眾對於良善的認知。因此，一旦原本隱晦的同性戀，變成社會矚目的

議題，繼而開始倡議相關權利之際，即引起一向信奉傳統婚姻者不安。認

為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化將衝擊原有社會文化良善的一面，接踵而來的將

是犯罪與疾病，甚至褻瀆神聖。 

Rasmusen(1998)主張婚姻是文化資源，是一種象徵性的，被認為可以

促進社會更美好的部分(Poirier, 2008 : 367)。傳統的婚姻制度是一種集合體，

某種程度屬於社會與文化的一部分，婚姻透過社會制度建立一定的規範，

社會也支持婚姻制度，也隱含西方文化中特有的宗教意義。在歐美國家，

宗教信仰是影響權利賦予的因素之一，對於猶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教

義而言，是反對墮胎與同性戀，認為法律制度與政策的制定皆應尊重人的

生命，這是固有的人性尊嚴(Siegel, 2012 : 373)。雖反對墮胎在美國所引發

                                                      
3
 美國人口成長率，除了婚姻制度與家庭觀帶來較高的出生率外，另外還須加上移民美國的人數，

因此可以維持一定的人口成長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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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議不若反對同性戀來得強烈，主要除了宗教因素外，墮胎屬於個人行

為影響層面較窄；而同性戀者的權益所涉及層面廣泛，同性戀運動已由私

人行為轉變成公開爭取權益的公共領域，而引起爭議。 

另外，同性伴侶對於是否進入婚姻制度也各持不同主張。有贊成進入

婚姻制度，也有部分認為不適合婚姻制度，且認為同性婚姻議題在未有絕

大多數共識之前，若同性伴侶強制進入婚姻制度，將會引起各方的不諒解，

造成同性戀者本身的壓力。再者，Polikoff (1993)、Knop& Chinkin(2001)

等提出同性伴侶進入由異性戀者所建構的婚姻制度，無異是受到異性戀文

化的主宰，同性戀者應發展出屬於自我的文化制度。 

同性家庭存在是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社會、法律制度須顧及相關的

權利保障，在不會衝擊現有婚姻制度的情況下，而有了 Civil Union、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Partnership、PACs 等非婚姻的保障，卻被認為

分配給同性伴侶的權利與資源異性夫婦有所差別。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中，有部分主張者並非全然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接受過渡性的制度，

不使用「婚姻」這個名稱，而使用與其平行的制度，不致衝擊傳統婚姻；

其次，則有部分願意接受其他形式制度取代異性婚姻制度 (Titshaw, 2012 : 

210-11)。 提出有限度的接受最主要是基於同性伴侶也應享有相關合法婚

姻的實質權利。 

第二節 人性尊嚴之論證 

民主國家建立法制保障人民權利，在憲政主義的架構下，憲法的存在

是限制政府權力過度擴張，防止侵害人民權利。政府的權力不及人民的權

利，法所不禁止的行為，個人即可行。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言明「任

何州都不可以制定或執行剝奪公民權利的法律4」。然而，何為法所不禁止

的行為？以中華民國憲法第 23 條中提及「憲法中所列舉的人民各項自由

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者，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同性伴侶主張同性婚姻合法並

未違反法的原則。 

「婚姻」先於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其所保障的權利範圍雖各國憲法規

                                                      
4
 其原文為 Fourteenth Amendment “Its opening section declares that “[no state shall make or enforce 

any law which shall abridge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of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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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項目有所不同，卻不能因個人差異而禁止行使合法的婚姻權。人權保

障不能有所差別，乃基於完整個人的人性尊嚴，婚姻制度屬於人權保障範

圍中的項目；基於平等權、自由權以及個人自主的前提下，同性伴侶應該

也有行使合法的婚姻權。基本人權所涉及的是人格的自由開展，以自我實

現為保障的核心；人民允許國家在例外的情況下，亦即為了保護特別重要

的公益，透過人民同意的法律，來限制人民基本權利(許育典，2009：51)，

限制人民權利的前提必須是發生損壞國家利益。 

 

壹、人性尊嚴全球憲制化 

人透過理性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藉以實現個人存在的特殊價值。個

人的價值表現於個人的自由與自主，若限制個人自由與自主發揮理性的機

會，即侵犯了人性尊嚴。人權保障中至為重要的觀念為保障人性尊嚴的完

整性，德國將人性尊嚴入憲，成為憲法中重要規範5；近年來，隨著人性尊

嚴逐漸有全球憲制化的傾向，保障人性尊嚴的論述不再限於歐洲，漸次在

各國開展其重要性，學者陳文政(2013)則論述人性尊嚴成為世界各國憲法

中重要的概念，分別由下列面向中獲得佐證： 

一、全球各國憲法採納人性尊嚴普及化 

「人權保障」學派認為憲政主義歷經民主國家常規的運作下，憲政主

義下一步的發展已透過全球化的過程，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憲政主義」。

人權保障透過全球憲政主義的發展，人性尊嚴更成為人權普世性的立基。 

Dixon 和 Nussbaum(2012)、Neomi(2011)都相繼提出人性尊嚴概念在各國憲

法保障上被引用的例證，人權保障學派多將德國基本法中6，將人性尊嚴入

憲視為人性尊嚴憲制化的重要起點。後將人性尊嚴入憲的國家分別有

                                                      
5德國基本法第 1 條規定：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機關之義務；因此，

德國人民承認不可侵犯及不可讓與之人權為一切人類社會及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礎；下列基本權

利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而為直接有效之法律(張世賢，1995：156)。 
6
 1949 年德國制定基本法(German Basic Law,1949)，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人性尊嚴」條款，帶

有濃厚的價值色彩，而一個實定法化的價值，必然與該社會中流行的價值信仰有密切的關聯。另

外，德國鑒於其歷史及文化背景，而將人性尊嚴入憲，至於基本法第一條中。最後，法律面向中，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段著名的宣示中，說明了其對「人」的意義的掌握：「基本法中人的形象，

並非是一個孤立、自主的個人形象；而毋寧說是：基本法將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以不侵

犯個人之固有價值的方式，在個人的『共同體關連性』 (Gemeinschaftsbezogenheit) 與『共同體

連結(Gemeinschaftsgebundenheit) 的意義下，加以決定。』(蔡維音，19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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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oso ,2012 : 337；Rao ,2012 : 171)：義大利、日本、葡萄牙、西班牙、

南非、巴西、以色列7、匈牙利、瑞典等。未將人性尊嚴列入憲法條文中，

而將其列於憲法前言的則有愛爾蘭、印度及加拿大。至於我國，憲法本文

中雖未曾明文提及人性尊嚴，惟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規定「國

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

性地位之實質平等」。綜觀上述各國憲法可知，人性尊嚴已成為憲法的核

心概念(Eckert, 2002 : 41)，Rao 更進一步指出：「儘管對於人性尊嚴概念仍

未達成任何進一步的共識，但在當代憲法及人權文件中已經廣泛採用了人

性尊嚴」(Rao, 2011 : 186)，並且已成為西方國家道德共識之一。在無數的

國際文件、國家憲法、司法判決中，皆爭取援引人性尊嚴的概念。 

二、國際規範採納人性尊嚴理念的普遍化 

由於當今國際法係為二次大戰下所塑造而成的，以至多數國際法也反

映出類似形塑當代德國的精神。因此，在 1940 年代後期有為數不少所簽

訂的多邊條約、宣言、協定等8，會將人性尊嚴的重要性提升為一種世界人

類共享的至高價值。換言之，Rao 所強調：人性尊嚴是一個國際法中無所

不在的概念(Barroso, 2012 : 341)，廣泛運用在各個宣言以及決議中。 

人性尊嚴是一種滑動的概念，在 20 世紀之前對於人性尊嚴的概念僅僅

是哲學、道德、宗教上的論述，尚未具體出現在憲法，更遑論在國際組織

或國際規範中。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性尊嚴的概念出現在聯合國憲

章序言中，即「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McCrudden, 2008 : 

673)，隨後有五個國家規定世界人權宣言為國家重要規範。因此，人性尊

嚴概念隨之進入國家規範中，例如：德國基本法。此外，世界人權宣言標

                                                      
7根據 Alec Stone Sweet and Jud Mathews 的研究，以色列為目前四個不成文憲法國家之一(不丹、

以色列、 紐西蘭、英國)。See Alec Stone Sweet and Jud Mathews, supra note 81; 不過，以色列雖

無成文憲法，但確有若干基本法(Basic Laws)這些基本法被視為即是以色列的憲法。1992 年，以

色列通過「基本法：人性尊嚴與自由權利」(Basic Law: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第一條規定：

「為建立以色列猶太民主國家的種種價值，本基本法之目的在保障人性尊嚴與自由權利」(The 

purpose of this Basic Law is to protect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in a Basic Law 

the values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s a Jewish an democratic state.) 。 參 考

http://ejp.icj.org/IMG/Basic_Law_92.pdf，最後瀏覽日期：2012/12/21。 
8例如，1945 年「聯合國憲章」前言即強調「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

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等信念。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除在前言揭示「人人固有

尊嚴」之外，第一條更強調「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其他與「世界人權宣

言」有關人權公約，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國際公約」、「消除一切

形式對婦女歧視公約」等，都在序言中宣示保障人性尊嚴之意旨。(陳隆志，2006：4,22,38,27,312)。 

http://ejp.icj.org/IMG/Basic_Law_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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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廣泛承認人性尊嚴的重要性，今日更成為引用人性尊嚴的基礎。 

過去，人性尊嚴的定義通常含有宗教意涵，在建構相關理論過程中，

對於人性尊嚴在自然權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社群主義所扮演的角色

無法建立共識；事實上，原本人權理論中未列入人性尊嚴，卻也不斷論述

其重要性。人性尊嚴涵蓋廣泛，各國雖未建構出共同的定義，仍將其視為

人權保障理論中重要的象徵。國際規範中經常性的採用人性尊嚴概念，將

之導向普遍化，未來可以建構出符合各國使用的實質性定義。 

三、司法釋憲併入人性尊嚴價值的全球化 

就學理與實務運用上，利用解釋憲法亦可將人性尊嚴併入(incorporate)

憲法的價值體系中，成為憲法規範之一部分。另外，德國基本法明文規定

國家機關有保障人性尊嚴之義務，故其憲法法院在實務中已經開展出許多

與人性尊嚴有關之原則，影響到世界上許多國家之法院解釋。基本上，德

國憲法法院已將人尊嚴架構為整個憲法體系之屋頂概念，在解釋各種條款

時，人性尊嚴代表一種至高價值和絕對的善(Barroso, 2012 : 337-38)。其他

如法國、加拿大、以色列、南非、哥倫比亞等國也在司法解釋中，常引入

人性尊嚴價值。 

司法判決中引用人性尊嚴概念的案件，近年來已經由墮胎案件溢出至

同性婚姻的案件，儘管不同案件中對人性尊嚴觀點的運用自有不同，然而

總括性人性尊嚴與個人自由、平等相關(Siegel, 2012 : 356)。McCrudden 

(2008)則主張人性尊嚴和司法判決的關係，認為人性尊嚴不會提供普遍性

原則。在人權保障上的定義不會有明確的解釋，也不會出現哲學的人性尊

嚴意涵，而是提供實質性的解釋，特別是在法律程序上(McCrudden, 2008 : 

655)。司法判決所援引人性尊嚴的觀點不會出現怪異的定義解釋，會以個

人及其社會關係為解釋的基礎，不同的人性尊嚴論述不可避免的也反映出

當時的社會價值與政治現況(Rao, 2011 : 192)。每個國家不同的文化歷史，

影響案件產生不同的判決，唯人性尊嚴概念較少引起爭議，逐漸成為司法

判決中引用的共識之一。 

Neomi(2011)、Henry(2011)也指出人性尊嚴的觀點在美國最高法院以及

各國的憲法法庭中，被援引用來保障人民的權利。雖人性尊嚴未列入美國

憲法條文中，然就其司法解釋中，亦可看見援引人性尊嚴。根據 Les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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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tzer Henry 針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尊嚴概念案件審理情形的研究，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Murphy於 1946 年 In re Yamashita案9的不同意見

書中(Henry, 2011 : 178)，遂引用人性尊嚴為論證基礎，而歷年的判決中與

人性尊嚴作連結的分別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1、4、5、6、8、9、11、14、15

條。根據統計近年來(1991-2011)，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在 100 案件中援引

人性尊嚴概念，平均每年有 5 個案件引用(Henry, 2011 : 178-79)。而在首席

大法官 John Roberts 新上任以後迄 2011 年止(2005-2011)，人性尊嚴概念的

引用更加頻繁，共有 34 個案件中可以看見援引人性尊嚴的論述(Henry, 

2011 : 232-33)。由此可見人性尊嚴的概念逐漸導入美國司法判決實務中。 

學者李震山(2007)(2009)提出我國則分別在大法官釋字 372、400、485、

490、550、567 等解釋文中引用人性尊嚴或人格尊嚴等來解釋憲法，如釋

字 372 號即揭示：「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

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基本權利所要保障的「法益」或「價值」，我國憲

法通說認為是以「人性尊嚴」為核心(李惠宗，2009：84-87)。人性尊嚴是

一種超越性的價值，而且是憲法價值秩序中的根本原則，為基本權利的基

礎，依照個人存在是一種「目的」，非國家社會的工具，個人自主與自決

為憲法保障基本權利最重要的依據。 

人性尊嚴也常被跨國法院援引作為解釋法律之依據，如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在 1996 年曾在 P. v. Cornwall Cnty. Council

判決中強調10，雇主不得基於受雇者曾進行變性手術而予以解雇，此舉已

構成不尊重人性尊嚴。另，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HR)對於解釋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時，

常援引人性尊嚴作為重要元素。如 1978 年 Tyler v. United Kingdom 一案，

歐洲人權法院即判決11：對於15歲者處以鞭刑體罰者已經抹殺其人性尊嚴，

屬於不被允許的身體對待方式(Barroso, 2012 : 341-42)。國際之間對於較有

爭議性的案件，在無法尋求適合的判決論述之際，人性尊嚴的理論適時解

決問題。 

綜合以上述三種趨勢，即「全球內國憲法採納人性尊嚴的普及化」、「國

                                                      
9
 327 U. S. 1, 29 (1946)。 

10
 Case 13/94, P. v. Cornwall Cnty. Council, 1996 E.C.R. I-2159. 

11
 Tyler v. United Kingdom, App. No. 21066/92, 21 Eur. H.R. Rep. 1, 11-12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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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規範採納人性尊嚴理念的普遍化」及「司法釋憲併入人性尊嚴價值的全

球化」，人性尊嚴的全球憲制化已經成為「人權保障」學派全球憲政主義

的重要研究觀點。 

貳、人性尊嚴概念的導入 

人性的權利客體是「人」，因此人性尊嚴即為人權保障的核心價值，在

人權制度性保障中，尊重個體生命、生存以及應有的基本尊重，不因個人

的差異而出現等差。我國學者李震山(2009)認為，一般而言，人性尊嚴在

憲法上有極高的定位，通常論及將人性尊嚴都將之描述為「最上位之憲法

原則」、「憲法之基本要求」與「憲法秩序當中最高法律價值」等，儘管用

語不同，但都顯示人性尊嚴在憲法中的地位。 

一、人性尊嚴的憲法價值 

憲法作為最高實定法規範，自有其價值體系。保障人民的權利為憲法

的核心價值，而完整的人性尊嚴則屬於保障人民權利的一部分。人性尊嚴

隨人權保障觀念的演進，排除原有據宗教、神學觀點的部分，逐漸轉化成

為憲法價值；相較於憲法固有的概念，人性尊嚴所代表的是較新的法律項

目，尚未建立系統化的法律概念(Rao, 2011 : 190)。法律條文中需要融入人

性尊嚴的概念，漸漸為各國司法體系所接受。 

人性尊嚴概念在成為憲法運作規範之際。首先，對於人性尊嚴的定義

作一釐清。人性尊嚴是一種抽象的概念，無法透過具體的行為表現所呈現

出來。過去，人性尊嚴的解釋多是單獨以宗教、哲學、道德的觀點作說明，

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所謂尊嚴是人能自治(Autonomie 或譯為

自律、自主)之結果，人如果在做為一個人基本上可以自治的範圍內，卻受

他治或他律，則無尊嚴可言(李震山，2009：4)。現代社會裡，富含自由、

民主、法治等多元化面向，舊有對尊嚴的詮釋不再符合公眾的期望。所需

的是較中性可以為大眾所接受的定義，也能夠成為大眾所遵守的規範。儘

管，憲法中未具體言明人性尊嚴的概念，藉由法律詮釋實質利益與形式程

序，提供一定程度的概念化。人性尊嚴乃至人格權，國家都需加以保障，

國家都不可以集體主義的名義傷害個人利益。我國大法官甚至將人格尊嚴

的維護稱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釋字第 3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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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任何人民都的自由權利皆以人性尊嚴之保障為其「基本理念」，

甚至擴及整體的基本權利。 

Henry(2011)、Rao(2011)、Barroso(2012)、Franke(2012)提出人性尊嚴

觀點。人性尊嚴應提供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只要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

性別隱私的權利，是自主權的另一個領域，一個人在性生活和生育的選擇

權，是人性尊嚴的一部分。一個人一生中在親密伴侶的選擇，涉及到個人

尊嚴與個人自主權，屬於美國聯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所保障的部分，也是

個人固有尊嚴的一部分(Rao, 2011 : 220)。個人自主權與人性尊嚴之間存在

著孰輕孰重的矛盾關係。個人自我實現是人性尊嚴的一部分，實現尊嚴的

過程中，符合社會所要求的標準形式，成為理想的自我實踐。 

實際上，符合社會要求，是建立在某些多數群體的解釋上，而忽略少

數群體的權益，這已經超出法律不該干預個人自主的部分(Rao, 2011 : 

225-26)。我國憲法對「人性尊嚴」的論述則將其歸類為先於國家而存在，

這與個人基本權利有關。個人的基本權利是人類先於國家社會創設之前已

存在並擁有的，國家憲法所能做的僅是以「具體」的條文做確認其存在，

國家無權剝奪或侵害已存在的權利，因為基本權利非國家創設。 

二、人性尊嚴類型概念化 

人性尊嚴在憲法上開始由用語的使用成為突破的初步，但以何種方式

在憲法中呈現人性尊嚴，為人性尊嚴概念入憲的焦點。學者李震山(2009)

提出人性尊嚴可以放置前言，使其僅具宣示作用，例如：巴伐利亞邦憲法，

將其規定在第 100 條，使人性尊嚴化為法益而加以保障。此外，也可以將

之列入基本權利範圍下，成為個別基本人權。甚至，使人性尊嚴成為類型

化基本權利，作為概括規定，例如德國基本法(李震山，2009：7)。德國基

本法第一條第一項所規定的「人性尊嚴」，在制憲當時的歷史及文化背景

之下，作為一個法律概念的意義，並非在個人主義意義下之恣意的、不受

社會連帶拘束的個人；而是在尊重其本身固有價值的同時，也著重其對社

會的責任。一方面是為避免重蹈資本主義與個人自由主義發展到極端時的

覆轍，在形式上尊重、信賴個人自主決定能力的制度設計下，造成實際上

個人尊嚴磨滅的結果。同時，也讓人性尊嚴的保障不致出現疏漏，亦可隨

時代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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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尊嚴是否可以為法律上引用的依據，仍受到質疑，主要是在型塑

人性尊嚴概念化過程，不同立場對其內容各持不同意見。Henkin (1998)、

Siegel (2008)、Wiessner (2009)等部分學者主張人性尊嚴是概括性的概念；

另外，Dworkin (2008)、Heyman (2008)等則將人性尊嚴視為合成概念。有

些憲法則將人性尊嚴視為基本權利，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是值得被尊

重的，也是其他公民自由與社會經濟權利必要的組成部分。有部分國家雖

未將人性尊嚴在憲法上以文字具體呈現出，但憲法法庭卻援引在個人權利

與個人自由相關案件上，逐漸導入世界人權宣言的概念到國內憲法中，例

如：美國、法國、加拿大(Rao, 2011 : 195-96)。在司法判決中援引人性尊嚴

概念，主要源自為法律性質的觀點外，同時代表一個人的完整性，屬於較

少爭議的法律概念。 

人性尊嚴概念在憲法層次的實際運用上，結構性的弱勢群體的權利仍

舊被忽略。由大法官解釋來看，當個人尊嚴受到侵害之際，憲法基本權利

所捍衛的是「多數」人民的權利，但若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利益」，

而被限制、侵害權利的一方明顯是社會非主流少數群體時，大法官援引「人

性尊嚴」價值來抗衡法令的情況較少出現(廖元豪，2009：375)。例如：釋

字 603 號12，本號解釋援引人性尊嚴與人格自由而宣告法律違憲；然而，

該爭點事涉「限制『全民』隱私權的規定宣告違憲，其所保障的主體依舊

為「全民」事項，非在少數人對抗社會公益的權益上。 

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的關係，引發爭論。人性尊嚴必須建構在基本權

利上，始能體現其具體概念，更進一步來說，是要做為主觀權利，才能真

正落實人性尊嚴的保障。至於我國人性尊嚴保障並未具體的列入憲法條文

中，隨著人權概念的普及化，台灣各界開始思索將人性尊嚴列入憲法第二

章人權清單中，該主張引起正反不同的意見，其各自所持論述為： 

 

 

 

 

                                                      
12

 釋字 603 號宣告戶籍法第 8 條有關強制按捺指紋的規定違憲，雖當時民意調查顯示多數民眾

支持(或不反對)按捺指紋之規定，在解釋理由書中，有關行政院意見部分，提出民調有八成民眾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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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人性尊嚴保障入憲爭議表 

 贊成 反對 

從列舉時機 一項權利已具基本權

利的品質，對其保障為

維持憲政基本秩序所

必要，即須入憲。 

等待良好的政府結構

與司法審查制度形成

後，才規定。或人民一

有需要即行使規定用

以促成。 

從列舉功效 引領人民主張並爭取

自己的權利，同時約束

政府。 

非審慎入憲，會傷害憲

法尊嚴。 

從列舉與國家資源分

配 

為弱勢個人或團體分

配社會資源之根本依

據。 

造成爭奪權利資源，導

致政府疲於奔命。 

從權力與人權本質而

言 

人權要積極爭取。 立法者對憲法委託精

神的體認與落實，尚無

法期待。 

從自由法治國家與社

會法治國家功能之不

同 

人權保障不應有區別。 先列為基本國策。 

資料來源：李震山(2009)，《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台北：元照。 

表格：作者自繪 

 

由【表 2-1】可以得知我國對於人性尊嚴保障是否成為基本權利保障適

用範圍，仍存有爭議。綜合上述，可以得知事實上人性尊嚴是否應該列入

憲法中仍存在爭議；然而，無法否認的人權保障現況中，不論是在國際規

範或者其他各國憲法、甚至實際個案的運用上，都可以看見人性尊嚴概念

的引用。 

三、同性伴侶的人性尊嚴 

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者認為賦予同性伴侶合法的婚姻權，是一個人

完整人性尊嚴的展現，同性伴侶不應該因為個人性傾向而被剝奪擁有完整

人性尊嚴的權利。 

以美國而言，聯邦最高法院有促進個人尊嚴和自主權的義務，例如在

性別傾向上的自由，同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也在個人尊嚴中獲得保障，在

Lawrence 案後，聯邦最高法院判決 sodomy 的違憲，主張政府不得干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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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私領域的選擇，可以看出聯邦最高法院在人性尊嚴上的進步(Rao, 2011 : 

221)。Sodomy 法違憲的判決代表個人親密性行為不因性傾向而有所差異， 

Redding(2010)更指出同性伴侶有權進入婚姻制度中，因為婚姻屬於憲

法保障的權利。兩個同性別的成年人基於雙方的意願下，選擇進入婚姻制

度，於憲法位階上應給予保護。同性伴侶同樣與異性伴侶盡義務之際，卻

無法依照個人意願進入婚姻，即使提供非婚姻模式的保障卻非與異性伴侶

自然而然的可以進入婚姻制度。然而，檢視我國憲法的規定，其中雖無婚

姻選擇之人格權保障的相關規定，我們卻可以引用憲法第 22 條作為同性

婚姻選擇的合法性基礎。同性伴侶，在基於自我意願之下決定走進婚姻中，

共同生活，這應屬於人格權所保障的範圍。 

第三節 平等原則之論證 

1776 年美國《獨立宣言》(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中指出「所有的人都經由平等的創造(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1789 年

法國《人權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中提到「人

生而自由、權利平等，且應該如此的生存下去，除非基於公共利益，否則

不允許社會上的差別」，這是一個亙古存在的事實。這是近代人權思想發

展過程，有關平等極為重要的兩項宣言，影響各國憲法對「平等」權保障

的重視。 

基本人權原則上是自然人享有的權利，所有的人民對大部分及最重要

的基本人權，皆享有一樣的權利。然而，美國憲法中、權利法案中，都未

曾規定平等。僅於第 14 條修正案中提及，往後在憲法基本權利爭議案件

的判決上，也出現了不平等的判決。人權法案中，對於聯邦政府的相關規

定並未有該項條款，但是若聯邦政府的某些行為違反平等保障，則視同違

反第 5 條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條款所保障之自由，或者是違反該修正案之

正當法律程序(廖正勝，2007：122)。憲法第 14 條規定：任何州不得於其

管轄區內否認任何人法律上之平等保障，即「平等保障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這只適用各州。 

壹、平等保障原則的發展 

人類天生的稟賦、身體、資質等條件不相同，也會因為這些不同，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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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日後發展的差異，而有不公平的感受。因為天生的不平等所形成後來發

展過程的不平等，非憲法平等保障原則所關心的主要議題；憲法上的平等，

主要目的在消除「人為」的不平等，使每個人立於同一水平線上。以我國

憲法平等保障，依據釋字第 485 號所揭示的標準：「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並非只絕對、機械之形式上的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

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

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故，憲法的目的在保障人民法律上地位的實

質平等，對人為的不平等，國家應予以取消。 

一、平等保障形成的背景 

平等權的保障一向被視為是敏感度最高、最易為民眾感受到「痛」的

基本權利之一。許宗力提出我國大法官在歷年裡做成多號直接、間接有關

平等原則的解釋有相當大的比例，卻也因平等、公平與正義等概念具有高

度抽象性，致使相較之下在平等原則的操作上，有其困難度(許宗力，2007：

143)。我國憲法第 7 條所揭示的平等原則保障範圍並非是絕對的、齊頭式

的平等，而是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實質權力的平等。故，差別待遇並不必然

的違反平等原則的宗旨，因此若以平等觀點為論述主軸，主張合法性的力

度恐稍嫌薄弱，憲法的平等原則只禁止無正當理由、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理論上，現代平等思想主要在對應人為制度所產生的不平等，在民主

法治下執政者如何賦予人民平等權利的保障，人無法改變自然狀態的不平

等所出現的經濟、社會的不平等，這些本質上無法完全排除的不平等，國

家的因應措施即為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保障機制，提供支援盡可能的彌合

不平等。而在美國，平等保障原則適用在下列情況：種族隔離、性別之歧

視、外國人、就業歧視。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中明確申明歐洲人權公約簽訂

的背景就是要防止納粹、法西斯的暴行再度發生，公約中分別有幾個原則，

而平等原則為其中之一。 

實際上，由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3一案後，種族隔離政才獲得初

                                                      
13

 347 U.S. 483(1954)。1954 年 5 月 17 日，最高法院全體一致作出裁決：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

反憲法。最高法院以前已宣佈高等院校中的種族隔離為非法。在最高法院作出裁決的時候，十七

個州的公立學校仍依法實行種族隔離；另四個州允許學區實行種族隔離。最高法院的裁決不僅推

翻了堪薩斯州托皮卡市──該市的琳達‧布朗一直被拒於街區白人學校之外──的種族隔離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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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和緩狀態。在該案司法判決之前，「分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是合

法的，Justice Warren 在判決意見書中提到「在公共教育的領域裡，沒有分

離但平等的原則」，除推翻先例外，也暗示美國社會其他領域，同樣不能

有「分離但平等」的情況產生。另外，社會資源有限，人民期望國家可以

幫助達到人人平等，國家可以公平的分配資源，卻忽略要達成平等分配的

困難性，「搭便車14
(Free Rider Problem)」讓國家陷入財政困境。國家保障

的範圍僅在平等的出發點或立足點，不可能達成相等的結果；換言之，國

家要排除破壞平等的因素，即差別、壓迫，使人人有平等競爭的權利。因

為人在自然本質上的不平等，所以才必須用憲法、國家權力加以保障與規

範，平等應有其適用的對象與範圍，不該毫無界限，若都要求全面性的平

等，將引起國家的秩序、社會制度、社會資源分配的紊亂，故，有其運作

的標準。 

二、平等保障原則的適用性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凡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的人，均為合眾

國與其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生

命、自由或財產…15」。誠如美國憲法所言，其最高法院在解釋平等保障原

則是在於「人」都是平等的，擁有相同待遇，而美國的法院被要求要以相

同標準對待所有人。法律合乎憲法的前提是對待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狀況下

(Huhn, 2102 : 11)，分類制訂對某種特定群體歧視的法律是被禁止的。法律

的制定是有公共目的，若法律對人提供不同的待遇，將視為違反平等條

款。 

                                                                                                                                                        
且推翻了南卡羅來納、特拉華、佛吉尼亞等州和首都華盛頓的同類法令。位於美國南北交界地帶

的幾個地區立即採取行動終止種族隔離。但是南方的大部分地區拒不執行裁決。從布朗一案的時

期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聯邦法院同難對付的南方諸地區衝突不斷，因為一個又一個地方發起鬥爭

(均以失敗告終)以維護種族隔離學校。布朗一案裁決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公立學校的範圍。它為法

院對美國生活各方面的種族隔離提出挑戰提供了法律基礎。該裁決廢止了各州實行種族隔離的權

力，把美國黑人引入政治進程，從而比以往任何一項最高法院裁決更多地改變了美國人民的日常

生活。 
14

 搭便車，是一種發生在 公共財 上的問題。指一些人需要某種公共財，但事先宣稱自己並無

需要，在別人付出代價去取得後，他們就可不勞而獲的享受成果。 
15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All person born or natural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a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of States and of the State wherein they reside. No state 

shall make or enforce any law which shall abridge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y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of States; 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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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則援引歐洲人權公約中詳細敘述平等原則的適用情況。其主張人

乃是指具有獨立的人格而言；故，人可以成為權利與義務的法律主體，在

國家與社會中是處於平等的地位，應受到法律平等的保護。基於該項原則，

公約第 1 條明白規定：締約國保證在其管轄下的每個人，享有公約中所規

定的各項權利與自由，不論是否為國民均享有相同待遇。公約第 5、6、7

條中賦予罪犯罪基本的保障(廖福特，2004：15)，歐洲人權公約的宗旨在

所有人都應獲得同等的權利保障，不應有所等差。 

至於我國在平等權部分則是，憲法第 7 條中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無

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平等權、自由權

與財產權為建構法治國家的三個支柱。依據學者陳新民(2002)的說法則是

根據保障對象的不同，其所適用的法律規範也會不同，亦即而區分成法律

適用平等與法律制訂的平等。另，學者許育典(2009)的論述則在保障主體

上為「中華民國人民」，對於外國人的保障雖無法賦予社會層面全部的權

利，但至少在與國家資源沒有直接關係的日常生活上，應承認外國人也屬

於保障主體的範圍(許育典，2009：60)，即使在政治權利等部分無法完全

等同本國公民，也應賦予部分權利，避免非本國公民成為權利保障的例

外。 

當平等權成為判決依據會引起諸多爭議，單就「平等」性質是為權利

或者是原則的分類就出現不同意見的論辯；其次，平等的內涵究竟為何？

具體的說法是形式平等或實質平等，實際的歧視類型，優惠性差別待遇

(affirmative action)是否屬於另一種型態的歧視。另，隨時間的推移，傳統

的平等保障適用對象仍然符合現代權利的需求，司法判決的過程中其他的

因素對平等保障的影響，例如多元文化焦慮(Yoshino, 2012 : 747-78)。平等

保障條款的設計主要是保障對象是以集體為基礎的歧視為主，同性伴侶主

張應有合法的婚姻權利，同性戀者不應被剝奪屬於憲法基本權利的婚姻。

憲法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外，是違反性傾向的歧視。法院在平等保

障的審查有三個等級，審查標準是採取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中度嚴格

審查(heightened standard)或者是合理審查基礎(rational-basis test)。性別傾向

是屬於審查標準中的哪一個等級，將影響司法判決結果。 

(一)平等是權利還是原則 

學者李震山(2009)、許育典(2008)分別論述我國憲法在提供平等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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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所要處理的問題。平等究竟是一種權利(Right)或者僅為保障各種人

權的原則(Principle)，一直以來成為平等理論探討過程中，面臨的第一個爭

議。主張平等是一種「原則」的認為，平等應該是各種基本人權保障的基

準，也是在各種人權保障發生爭論時的處理原則，因而適用各層面，是一

種價值理念。反之，若平等僅被視為「權利」將被侷限在政治、法律等明

文規定的條文中，保障範圍、效果有限。其次，主張平等為「權利」者，

則認為平等與其他基本權利一樣，具有獨自的權利本質，可以主觀認定的

權利。如果將平等當成「原則」，即無法主張實質的權利保障，導致平等

保障的效果有限。 

另外，也有採取折中說法，亦即平等既是權利也是原則，使用何種用

法都不至影響平等的意義或規範效果。過去，平等僅被視為一項解釋憲法

的原則，即所謂的「平等原則」，只能作為客觀的法規範，非直接據以主

張的權利。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平等原則漸漸成為具有公權利的性質，

意即平等是實質上的權利，若受到侵害，人民可以直接請求法律上的救濟

(許育典，2009：60)，在此採用平等原則的用法。 

(二)平等概念的關係 

基本權利的保障是植基於社會的法律制度中，過於重視形式平等，而

忽略實質平等的內容；然，忽略形式平等這個最基本的因素，恐將導致實

質基本權利保障失效。如何在形式與實質間取得平衡，讓平等保障發揮最

大功效，是平等理論重要的議題。本研究在撰寫過程中所涉及的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化，其爭點部分在於主張承認「婚姻」制度為重，或者主張保障

實質婚姻權利為優先；故，對於平等概念的內涵僅就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

做論述。 

人類在爭取個人基本權利之際，同時也思考如何透過條文具體說明適

用範圍與對象。然而，隨時間與空間的轉變，基本權利保障逐漸無法涵蓋

全體，產生新的階級與族群受到不平等的對待，遂產生權利平等的爭議。

當平等漸漸變成抽象的人權概念，人民未能感受到平等的效力，徒具文字

形式的原則存在，無具體實質內容規範，即可稱為形式平等。 

現代人權概念中，是將平等概念實質化，落實在具體的法律條文，為

針對處於不平等狀態者，應該具體的以人民的基本權利加以保障，使平等

由抽象轉化為實質，即為實質平等。傳統基本權利論述中的「個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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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社會對立，所謂「先於國家存在」的概念，正把這個絕對性質的概念

發揮得淋漓盡致(廖元豪，2009：368)，人民交付權利組成國家政府機構，

公權力應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為目的，適用於全體人民，不應有所差別。 

Sunstein(2004)認為平等保障條款被理解為保障弱勢群體，是根深蒂固

的觀念，特別是當發生歧視的狀況。同性婚姻權利以平等保障為論述，可

以為同性戀者提供少數群體保障的基礎，Brown 提出傳統的本質是多數人

的認同，法律制度的制定也必須基於多數原則，卻不表示多數傳統價值不

會侵害少數的權利(Kim, 2011 : 297)。Justice Ginsburg
16認為平等保障原則

的論述不應留有傳統刻板印象，應適當的擴展權利給無法獲得合法利益的

人民，才能真正發揮平等保障原則的作用。Dworkin(1992)對平等保障的論

述則為對於具有合法資格的公民，政府應賦予相同的尊重和關心，不能出

現有等差的權利保障情形。 

少數、弱勢、非主流群體，在平等權的論述中，有權要求「免於迫害」

與「禁止歧視」，卻不再僅由個人基本權利保障的角度出發，而是主張國

家社群應涵納包容各種不同多元群體、利益與價值；進一步促進「參與社

群形塑過程」的價值，以期達到滿足集體與個人合法權利的需求(廖元豪，

2009：370)，少數群體的權利不應該成為多數的犧牲者，故，滿足多數的

需求下，也應兼顧少數群體的權利訴求。 

三、平等保障原則審查標準 

法院實務上，美國最高法院 Justice Holmes 將平等視為「憲法論述的通

常最後訴求」( the usual, last resort of constitutional argument)，逐漸成為憲

法訴訟上最常出現的權利依據(黃昭元，2008：254)。平等雖為訴訟最常運

用的權利論述，卻也是最具爭議的基本權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平等權

之審查，除了初始的種族案件的審查基礎是以「可疑分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較嚴格審查外，其他多數案件相對採取較寬鬆的「合理審查

基準」(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系爭法律較易通過合憲性的檢驗。 

藉由平等保障審查基準之分析，進一步分析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爭議中，

平等保障的適用。透過了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平等保障審查基準的發展

脈絡，為台灣同性婚姻權利爭議建立可參考的適用途徑。1938 年，聯邦最

                                                      
16

 United States v. Virginia, 518 U.S. 51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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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一案，在大法官史東(Harlan 

Fiske Stone)的「註腳 4」(footnote 4)
17說明「分離與隔絕少數族群」(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ies)相關立法應採用「嚴格審查基準」(the strict scrutiny 

test)。1976 年復於 Craig v. Boren
18一案提出「中度審查基準」(the intermediate 

scrutiny test)，從而發展出寬、中、嚴等標準不同的「三重審查基準」(陳

文政，2006：334-35)，我國司法部門在處理與平等案件之際，也援引該審

查基準，惟分類上與美國有實際運用上的差異。 

而後美國審查標準多以此為基準，我國在憲法學的發展上儘管初期受

德國法系影響較深，學者黃昭元(2008)、林子儀(1997)但近年來在憲法的發

展以及相關解釋逐漸受英美法系所影響，特別是美國的部分，因此審查基

準也參照美國的審查基準。至於歐陸法系，德國的審查基準過於複雜的審

查標準，也在近年參考美國的審查基準。 

「三重審查基準」其內容列表如下： 

 

 

 

 

 

 

 

 

 

 

 

                                                      
17

 大法官史東的「註釋 4」，被稱為是「憲法中最著名的註釋」(the most celebrated footnote in 

constitutional law)。See Mark Tushnet(2005), A Court Divided-The Rehnquist Court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Law(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p16.；另，林子儀對 Stone 註釋 4 的詮釋有：

(1)政府立法或措施涉及基本權利若無官民主程序者，法律應採合理關聯性的審查標準(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並採合憲性推定原則，推定政府的規制為合憲。例如：經濟性基本權利及社會

福利之利益；(2)政府或立法措施所涉及基本權利或民主程序有關者，法院應採嚴格審查標準(the 

strict scrutiny test)。例如：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等；(3)政府立法或措施所涉

及者為長期以來與社會大眾分離與隔絕的少數族群之基本權利，則不論其是否與民主程序有關，

均應採嚴格審查準。參考林子儀(1997)，〈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現代國家與憲法》，台

北：月旦，頁 658-59。 
18

 429 U.S.190(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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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三重審查基準重要內涵 

基準 審查依據 系爭政府立法或
措施之類型 

舉證責任 審查密
度 

目的 手段 
合理審查
基準 

目的在追
求政府正
當合法之
利益或公
共利益 

政府手段
與目的達
成之間只
要具有合
理關連性
及可。 

1.一般性分類之立
法或措施：基於財
產地位、犯罪前科
等分類； 
2.一般社會經濟立
法或措施。 

人民負有
舉證責任 

1.寬鬆； 
2.適用
合憲推
定原
則； 
3.罕見
例外違
憲 

中度審查
基準 

目的在追
求政府
「重要
的」或「實
質的」利
益或公共
利益 

政府手段
與目的達
成之間要
具有「實
質的」或
「緊密契
合」之關
聯性。 

1.「準可疑分類」
之立法或措施：如
基於性別、非婚生
子女之分類； 
2.涉及重要性權利
之立法或措施：如
教育、服公職； 
3.非針對言論內容
之規制。 

政府負有
舉證責任 

1.中度； 
2.不適
用合憲
推定原
則； 
3.容許
較大之
個案衡
量。 

嚴格審查
基準 

目的在追
求政府
「極為重
大急迫
的」利益
或公共利
益 

政府手段
與目的之
間須有
「必要且
嚴格限
縮」或「完
全契合」
之關聯
性。 

1.「可疑分類」之
立法或措施：如基
於種族、膚色、族
裔之分類； 
2.涉及基礎性權利
之立法或措施：如
隱私、婦女終止懷
胎、旅行； 
3.涉及政治性權利
之立法或措施：如
選舉權、結社自由
權； 
4.針對言論內容之
規制。 

政府負有
舉證責任 

1.嚴格； 
2.推定
違憲，罕
見例外
合憲； 
3.不適
用合憲
性推定
原則。 

資料來源：黃昭元(2008)，〈平等權審查標準的選擇問題：兼論比例原則在平等權審查上的適用
可能〉，《臺大法學論叢》，第 37 卷，第 4 期，頁 253-84。 

陳文政(2006)，《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北：五南，頁 336。 

 

由【表 2-2】分別說明審查標準的樣態 (許慶雄：2001，陳文政：2006，

黃昭元：2008，黃承啟：2009，傅美惠：2004)： 

(一)嚴格審查標準：該層次是最嚴格的違憲審查標準。在這個審查標

準之下，特定立法或行為所要達成的是實質重要的利益，或者是政府的目

的是在達成立法或措施而選擇的手段，必須與實質重要的利益之間具有嚴

密關聯性，否則將被認定為違憲。接受嚴格審查標準的，通常被判定為違

憲機率甚高，普遍使用在「種族」、「膚色」、「基礎性權利(投票權、言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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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宗教權)」的分類標準。其系爭原因在「當一個特殊群體長期的被當成

次等群體對待時，特別的司法審查是適當的，這樣的歧視普遍且長期存在，

須要加強關注」。 

(二)中度審查標準：該審查標準，是立法或政府行政行為所要達成的

目的雖然不是實質重要的利益，但至少必須是重要的利益，且其立法或行

政行為所選的手段與利益具有充分重要關聯(substantially related)。不像嚴

格審查標準那麼嚴格，也不像合理審查標準太過鬆散。其適用該審查標準

的類型有「性別」(gender)、非婚生這一社會地位接近弱勢群體(semi-suspect 

class)有關的案件，大多適用這一標準；運用上，最高法院態度是傾向模糊，

基本主張為法律必須服務於各種政治目標，且須與政府目標的實現具有實

質性的關聯。例如：Reed v. Reed
19一案，宣佈在死者親屬中指定不動產管

人時男性優先的愛荷華州法律不符合憲法第 14 條修正案平等保障原則。

另外，Levy v. Louisiana
20案件中，最高法院裁決「禁止非婚生子女因其父

或母非正常死亡追索財產」法律違反平等保護條款，歧視非婚生子女。 

(三)合理基礎審查標準：只要是系爭立法或政府行為沒有將弱勢群體

作為分類標準，以及不違背憲法基本權利的保障，具有合理正當的立法目

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具合理的關聯，則該立法或行政行為極少有出現違憲

的例子。合理審查標準是最低層次的標準，主要用於衡量侵犯有營利目的，

侵犯由一般法律所制定之公共福利的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利益的立法是否

符合憲法規範。 

我國憲法解釋的爭議，依據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

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我國的平等權解釋

在憲法第 2 章「人民之權利義務」的第 1 條中有所規定，主要是平等權具

有憲法權利的規範性質，同時也凸顯平等權的重要性。我國近年來針對憲

法權利爭議的解釋上，引進審查標準概念，建立類型化發展的趨勢；然，

審查標準概念在我國發展較晚，標準適用狀況不一致而產生過渡時期，仍

待累積更多實際案例與解釋，建立更完善的類型(黃昭元，2008：268-69)，

以期對於新興人權議題可以提供進一步的權利保障。 

同性傾向是正常表達人類性行為的選項，更未有精密的科學根據提出

                                                      
19

 Reed v. Reed, 404 U.S. 71 (1971). 
20

 Levy v. Louisiana, 391 U.S. 68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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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傾向會對人類產生何種威脅、甚至比異性戀者行為表現的要差。理論

上無論同性伴侶或異性伴侶在彼此相愛的前提下，都有權選擇進入婚姻制

度與享有婚姻權利；實際上，卻因為法律制度無具體的規定，而未能享有

合法的婚姻權，即使在提出以性別傾向為同性婚姻權利的論述，仍無法改

變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之間的現況。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一樣須要有快樂、

滿足的關係，且須要獲得有形和無形的婚姻權利。 

貳、性別自我認同與平等 

有關同性關係，根據我們已知的歷史記載，性愛與性別相互之間的關

係，是跨越文化、時間與地區而存在的(Ball, 2011 : 65)。同性戀者與異性

戀者無異，選擇展現同性之間的關係是出於自願的行為，不應其性傾向而

受到歧視。根據 Foucault(1990)的主張，Sodomy 是對同性關係一種過於簡

約的認知，以 sodomy約束單一個人在性別上的取向是一種不合理的行為，

對於成年人選擇進行親密行為的對象，應予以平等選擇的權利，不能剝奪

其平等的合法權利。 

社會演變的過程中，同性性傾向卻成為社會結構中弱勢的一環。在不

同社會價值文化取向之下，以美國為例，續接基督教的宗教教義，認為產

生同性關係將違反基督教教義與道德，甚至會引發上帝的憤怒(Serwatka, 

2010 : 113)。這樣過於狹隘的觀念導致對同性關係負面評價與刻板印象，

不願更進一步的去了解同性戀者，而產生攻擊同性戀者的行動。 

一、性別認同與性別刻板印象 

就人類原始的生物性別而言，亦即男女兩性之間不同的生理特質，會

有不同的性染色體、生殖器官、第二性徵間的不同。然而，生物性別並不

是非男即女，也有可能產生染色體的變化而有雙性人的出現。男女生物性

別構造上的不同，自然形成身理構造的差異，身理差異並不能構成無法獲

得相同合法權利的理由。 

(一)生物性別與性別認同 

日常用語中，易將「性」(sex)一詞混淆，它通常意指人類的分類(及生

物性別)，卻也具有人的行為。當我們以生物學或解剖學的角度說明「性」，

僅僅是染色體上的差異與身體構造上的差別，並未包含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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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是自我認同的重要核心之一，它影響我們的

思考與行動，潛意識裡性別認同引導自我中心行為，不論自我內在或外在

行為，甚至對於他人的行為展現都受到性別認同的影響(蘇碩斌譯，2008：

268)。小孩在一出生，就會被貼上男孩或女孩的標籤。雙親與周遭的人在

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情況下，根據標籤化下的新生兒產生不同的對待方式。

在成長的過程中，透過社會化與文化累積，社會依照生物性別的不同而對

於角色期望也有所區別。 

(二)性別刻板印象 

個人的性別角色表現，很大部分來自社會既定對男、女的印象，亦即

「性別文化刻板印象」。為何會產生性別差異，進一步出現對於性別的刻

板印象，主要在於性別社會化現象。 

性別社會化由人初生之始即產生，父母對剛出生嬰兒的養育，早在嬰

兒可以意識自我性別之前，性別學習已經展開。在過去的社會裡，男女角

色特質多半認為由生物因素決定；社會的多元呈現、知識的普及，現今社

會則對男女角色特質，開始擺脫傳統框架。不同社會文化對於男/女角色亦

有所不同，傳統中國社會中，男性地位相對女性而言，主要是負責家計等

對外事務，女性則主要負責家中事務。 

男/女是受到遺傳基因、荷爾蒙、內外生殖器官、性別認同、性別角色、

文化刻板印象等各面向相互影響，甚至在各面向之間相互產生矛盾。一個

人要以男或女開展人生，非僅以生物性別為主要因素，具決定性的部分在

性別認同、性別角色、文化刻板印象等社會文化面向。 

(三)性別歧視 

美國憲法中將性別歧視列為平等保障的適用範圍。產生性別歧視的情

況分別為(廖正勝，2007：124-25)： 

1.對女性不利之歧視：州法中對於女性不利的法律規定，視為違反平

等保障條款。例如：有州法限制女性管理財產的資格21。就聯邦部分，則

不適用平等保障條款，而是適用憲法修正第 5 條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22。 

2.對男性不利之歧視：亦有多個案例發生州法其是男性的規定，同樣

                                                      
21

 Reed v. Reed, 404 U.S. 71(1971). 
22

 Frontiero v. Richardson, 411 U.S. 677(1973)。本案判決宗旨，凡為提高行政方便而依性別所做粗

淺界線之法律分類，規定在同一地位之男女不同待遇，則屬獨斷立法，為憲法所禁止，故違反憲

法修正第 5 條正當法律程序規定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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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違反平等保障條款，例如：贍養費的給付23，對象不限於男性給付，

而是考量配偶的生活能力等狀況而定。但如果歧視性的法律是有關重要的

政府目地，雖會對男性產生不利的歧視，卻不列入違反平等保障條款項目

中，例如軍中部分軍種仍傾向以男性為招募對象24，主要是基於戰鬥部隊

為政府重要利益的考量。 

3.對女性超過男性有利之歧視：例如州的護士學校排除男性，使護士

定型為女性專有的職業，此無關重要的政府目的，違反平等保障條款25。

但有特殊情況則是，最高法院認為對女性超過男性有利之法律的目的是補

償以前女性所受之歧視，則支持該法，例如：支持對寡婦免除特別財產稅

而不對鰥夫免除該特別財產稅26。 

(四)父權的宰制 

不同文化中，兩性角色的重要性也各自不同，然而，文明社會中，男

性掌握權力的範圍似乎勝過女性。女性主要職責的場域多以家庭與育兒，

反觀男性多以公共場域為其主要活動與獲得權力的範圍。儘管工業化社會，

兩性分工上，較非工業化社會來的模糊，卻仍可見在各領域中，掌握權力

與有影響力者，男性多於女性，女性在職場上要爭取一定的影響力，其過

程必須付出比男性較多的心力。 

男性支配意指父權制(patriarchy)。無論以何種形式、或者在哪個時間

與空間，父權制依舊存在，分析主要原因在基於生理構造上女性負責生育，

且照顧新生兒，母親的工作即成為女性生活經驗的中心。這樣的概念鑲嵌

在社會價值上，以致父權制主導對於同性性行為與同性傾向的態度與立

場。 

二、同性行為與認同 

對於性別的自我認同是屬於個人親密行為、自我表達的一部分，並未

涉及集體利益的部分，在人性尊嚴的前提下，個人有自由選擇對性別認同

與親密行為的對象的權利。同性戀行為或感受來自個人行為、欲望與認同

這幾個基本因素外，也反映出社會焦慮的部分。 

                                                      
23

 Orr v. Orr, 440 U.S.268(1979). 
24

 Rostker v. Goldberg, 453 U.S. 57(1981). 
25

 Mississippi University for Woman v. Hogan, 458 U.S.(1982). 
26

 Kahn v. Shevin, 416 U.S. 351(1974). 



第二章 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理論基礎 

61 
 

今日，社會大眾對同性傾向文化與科學對同性性別傾向主要的疑問在，

何謂同性戀？透過基本對同性戀的基本解釋，其為一個人在生理上、情感

上與性行為上對於同樣生物性別者的接受度高於不同生物性別者

(Serwatka, 2010 : 9)。儘管文字可以清楚的解釋同性戀，實際上對於「人」

而言，性別傾向在行為、欲望與認同的表現是複雜不易單一化的，在選擇

對自我性別認同之際，所承受的除了自我認同外，尚且須要承擔社會的大

眾的印象。同性傾向一旦被放置在團體中，在特殊的時刻與地點會引起驚

慌，同性戀被認為是種接觸傳染或者是污穢的刻板印象，AIDS/HIV 形成

原因多半與同性行為有關，這也是主張同性行為是違法的論述。 

當同性戀成為一個醫學名詞之始，經常被使用在形容精神失常或者性

反常這類的臨床用語，同性戀被視為與其他「性變態者」相同，是威脅主

流社會健康的疾病者(趙旭東譯，2003：124)。對於同性傾向等相關議題尚

未了解深入之際，社會大眾對於同性行為的印象通常停留在是一種傷害、

大眾討厭的事情等，將其視之為傳染 AIDS/HIV 的主因，負面的刻板印象

形成對同性戀者歧視的法案，同性性行為也被視為觸犯刑事法，卻也使同

性戀成為公開討論的公共議題。 

國家或者法律長時間對同性戀者呈現出不友善的狀態，維護同性戀者

權益的團體提起訴訟，法律剝奪同性戀者的權益主因在性別傾向的不同，

這是一種歧視。國家長期容許公共、私人對同性戀者的歧視，甚至反對同

性伴侶為婚姻適用對象，在法院判決過程中對同性戀者所呈現出的敵意

(Tebbe, 2010 : 1423)，社會大眾透過法院判決強化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

性。 

同性戀是一種正常的人類性行為的表達。沒有任何科學根據，同性夫

婦會比異性夫婦在教養子女方面差，法院與立法機關對於否定同性夫婦有

合法婚姻權的立論基礎開始出現動搖27。同性夫婦和異性夫婦一樣有快樂

滿足的關係，法律制度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剝奪同性伴侶的合法

權利，是對其平等權的侵害。 

                                                      
27

 Amicus Brief Filed with First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November 3, 2011, at 

http://www.apa.org/about/offices/ogc/amicus/gi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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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平等 

美國司法上有關平等保障原則的案件中，與公民基本權利爭議的部分

有州際遷徙權、婚姻權、投票權、訴訟權是屬於嚴格審查標準適用範圍。

結婚權透過 1974 年 Cleveland Bd. Of Educ. V. La Fleur
28一案中，最高法院

的判決：「本院始終認為，個人對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選擇自由是受第

14 條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保障的自由之一」，經由判決將結婚權納入憲法

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聯邦或州對於個人選擇婚姻的權利不能多加干預，

在 Zablocki v. Redhail
29案件中，最高法院判決威斯康辛州的一項法律是違

憲的。該法規定：「根據法院判決對子女有撫養義務者，除非法院認為子

女撫養問題已解決，否則不准再婚」。法院的判決理由是「結婚權具有基

本的重要性，以及有爭議的分類干擾權力的行使，則對州進行較嚴格的審

議」(黃承啟，2009：139-40)，目的是在保障與婚姻權相關的親子權，特

別是孩童是否能有穩定的成長以及合適的教養。 

社會生活型態隨著時代演進而變遷的，人類生活之模式亦隨之改變，

對於彼此間共同生活的改變在法律體系中亦相對有軌跡可循。法律上可以

提供同性伴侶合法的地位，卻涉及是否符合憲法上平等保障原則。例如德

國基本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婚姻與家庭應受國家之特別保護」。德國法

院開始研究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在 2001 年德國引進同性伴侶的 civil 

partnerships登記制度，為同性伴侶設置相關的法制，因為登記制度的行使，

導致德國憲法受到挑戰與質疑(Busch, 2011 : 146)，在憲法尚未做出保障同

性伴侶擁有合法婚姻權之際，登記制度成為過渡性質的保障制度，被質疑

其保障的向度是否比照憲法。若非比照憲法賦予基本權利，則失去實質保

障的意義；然，一旦比照憲法賦予基本權利，那麼何須制訂不同的制度，

這些成為憲法亟需解釋的部分，也是爭議之處。 

平等保障條款是人不應該因為性傾向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主張法院

判決應基於平等保障賦與同性婚姻合法，卻也遭受反對同性婚姻合法者的

質疑；反對平等保障範圍擴及同性婚姻合法者主張平等保障在提供權利的

過程中，會不會讓已形成社會傳統的價值消失，增加社會的對同性戀者的

                                                      
28

 Cleveland Bd. Of Educ. v. LaFleur, 414U.S. 374(1974). 
29

 Zablocki v. Redhail, 434 U.S. 374(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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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Kim, 2011 : 291)。然而，引用平等保障條款的過程中，必須考量涉及

審查基準的問題，性傾向所符合的審查基準分類。爭取同性婚姻合法最主

要的目的除了婚姻權利平等之外(Note, 2014 : 1689-90)，更重要的是婚姻所

延伸的權利是否擴展至同性伴侶，例如同性伴侶老年在家照護等社會福利

措施。 

第四節 自由與個人自主之論證 

憲法的目的在保障個人基本權利，在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部分，法律

皆不可以侵害個人自由，除非國家可以證明該項法律的必要性(Huhn ,2012 : 

10-11)。性傾向以及選擇婚姻的對象都屬於自由權的一部分，法律與政策

是否有權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成為爭議的焦點。 

兩個同性成年人基於個人自願的情況之下選擇同性婚姻，可援引我國

憲法第 22 條作為同性婚姻選擇的合法性基礎。然，在承認其作為個人之

基本權利時就必然需要受到憲法第 23 條規定的限制；根據憲法第 23 條

之本意，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的要件下，政府可引用法律作為限制人民的權利，是憲法 23 條規定

之自由規範要件下，檢視同性伴侶締結婚姻的情況，並未有構成足以具體

侵害其他人的權利之處。 

壹、自由權的闡釋 

一、自由權的保障與限制 

自由權的運用範圍有其界限，若個人自由毫無限制，就可能損及他人

利益，因此國家有必要限制自由權。但國家在限制自由權是必須基於某些

特定的情況，符合特定要件，否則國家則為侵害人民的權利。憲法是以個

人主義為基礎，保障個人自由，在這裡所指的個人並非孤立的人，而是生

活在社會群體中的個人(許育典，2009：51)。個人自由不是沒有界限，每

人都有相同實現基本人權的機會，因此，憲法除了制定保障人權外，也設

定基本人權的限制。限制個人基本權利主要目的在防止個人侵犯他人的自

我實現，避免個人違反以自我實現為核心所建構的整體法秩序，保障社會

絕大多數成員的基本權利。 

自由的界限，如同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中「正當程序條款」所敘



論我國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探討：以歐美經驗為借鑑的分析 

64 
 

述，禁止州未經正當程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然，如正當程

序條款中所說，自由無任何限制？實際上，自由有其限制就如 Justice 

Rehnquist 在 Washington v. Glucksberg
30的判決書中強調「正當程序條款僅能

禁止政府干涉某種根植在國家歷史和傳統中的基本自由權，並非所有可以

想像得到的自由都不受政府管制，沒有理由相信憲法起草者會將違反傳統

的死亡權利視為自由」，一部將協助自殺列為犯罪的州法，並未違憲。以

此為參考判例，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要求並未違反自由保障的範圍。 

二、婚姻與自由權 

The freedom to marry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vital 

personal rights essential to the orderly pursuit of happiness by free men. 

                  U.S. supreme court， Loving v. Virginia (1967) 

 

婚姻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制度，是一種跨越國家、政治體制、社會階層、

種族、宗教的，只要我們願意都可以進入這個制度。法律實質干預某個特

定群體進入婚姻制度，可以推定法律的無效性。就婚姻制度而言，在 Loving 

v. Virginia 最高法院的判決中看見其的重要性，若將其權力擴展至同性伴侶，

那麼對於一夫多妻或者亂倫等原本在婚姻制度中所限制的狀況，也將賦予

合法的權利保障，這是基於自由選擇的基礎。事實上，自由權有所限制，

在婚姻的部分，要考量到預防性，法律禁止一夫多妻，是預防婦女受到傷

害；禁止亂倫，則是合理的防止孩子在遺傳疾病上的風險，這是自由權限

制的部分(Tebbe, 2010 : 1435-36)，自由權的限制最主要是期望透過有限度

的限制達到保障人民合法權利的目的。 

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卻無科學數據或具體例證說明同性婚姻會帶

來何種傷害，間接限制婚姻的自由。Lawrence 案的判決提供在實質性正當

程序的基礎下，開啟重要的個人權利保障的規範，若私人空間、個人生活

領域被侵入，依法國家應有實際的行動，保障個人在私人空間內的自由，

這即是隱私權的範圍。 

婚姻還涉及隱私權概念的部分，儘管隱私權這一個語詞並未出現在憲

                                                      
30

 521 U.S. 702 (1997). 這個案子涉及的則是另一種安樂死——幫助自殺。最高法院判定

Washington 州法以刑罰處罰幫助自殺之人的規定，並不違憲。因為美國憲法並不承認人民有憲法

位階的，一般性的「自殺權」。因此州法可以加以處罰，沒有剝奪人權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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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文中，但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31的案例判決上，代表呈現出一種

新的基本權利。這基本權利即為隱私權，Justice Douglas 所主述的判決意

見結論中提到「由憲法前十項修正案所組成的《權利法案》規定各種保障

條款，從中推論出，至少在夫妻關係的範圍內，存在基本的隱私權」。延

用至人的保障，包含 Lawrence v. Texas 案中，在私人空間裡，從事親密行

為，是個人的自由，不論對象為何，只要在自願的情況下，公權力不得侵

害個人私密行為，歸屬個人自由權利保障。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議題，站在人權保障的角度而言，任何人提出進入

婚姻制度都應基於平等權利不應加以干涉。唯獨對於同性婚姻各國的態度

不一，就以美國來說，聯邦最高法院未對同性婚姻是否入憲做出具體裁決

的情況下，各州對於同性婚姻合法也各持主張。人權保障不應該再限制於

傳統所賦予的集體權利中，而是要考量兼顧國家資源與個人權利保障的平

衡點，不致引起集體行動障礙。Yoshino(2011)和 Siegel(2011)不約而同提到

該項觀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近來的判決中體認到集體行動障礙恐會形

成多元主義焦慮，因而有傾向賦與個人權利，不至於導致對人民權利保障

的真空狀態。 

同性傾向，是基於個人自我的行為，在憲法保障個人行為的原則下，

可以延伸憲法保障基本權利在不同的性別傾向者，保障他們進入實質關係，

而非採取限制的方式。同性配偶擔心缺乏聯邦憲法層次條款的保障，會使

個人的權利受損害，例如遺產的繼承等。婚姻權利是呈現法律積極面，是

一種個人權利的使用，使個人在公共制度中得到保障。Civil Union、 

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是建立一種有別於「婚姻」名稱，獲得同性伴侶

正式關係的途徑，保障同性伴侶擁有程度不等的實質婚姻權利。然而，Civil 

Union、 Domestic Partnership 都在州的層級，其所提供的僅是州的利益保

障而非聯邦層級的權利保障，例如：社會安全制度。州對於同性伴侶的保

                                                      
31

 381 U.S. 479 (1965).法院認為憲法增修條文，隱含有隱私權係受到保障，以抵抗政府侵害的「暈

影」（penumbra），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首度承認隱私權受到憲法所保障。後，William L. 

Prosser 教授在 California Law Review，提出「隱私」的四種侵害類型：1.不合理的干擾私人領域；

2.公開真實的私人事實；3.使用真實的訊息，造成錯誤的印象；4.未經授權到用個人的名稱或肖

像。Prosser framed his article as an original analysis of about three hundred published court opinions in 

privacy-related tort cases. Prosser‘s thesis was that the invasion of privacy tort, then recognized by 

what he called an―overwhelming ‖ majority of state courts, was in reality four distinct torts. Prosser 

labeled them: (1) intrusion; (2) public disclosure of private fact; (3)false light in the public eye; and (4) 

appropriation.見 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ifornia Law Review 383-423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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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僅限於該州，一旦離開該州，保障即無法持續，間接限制流動自由。 

我國憲法指出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

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

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

可分離之關係，故，得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惟，依憲法第

22 條規定，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始受保障。這樣的保障

範圍是不是應包含同性伴侶？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所保障的權利包括結婚與建立一個家庭，並

養育子女，這是基於自由的保證，且主張建立家庭乃屬個人私領域，國家

不能侵入私人領域。過去的幾十年間，同性婚姻的議題挑戰美國法律與大

眾媒體。許多同性伴侶要求合法的婚姻權，因為他們基於自由選擇下相愛，

並且希望可以像異性夫婦般共組家庭、獲得社會制度的保障。 

反對同性婚姻合法的論述中提到同性關係非婚姻關係，婚姻制度的存

在早於法律與憲法，是人類基本制度；因此，基於「人」的立場，同性伴

侶在自由意願下，有權選擇進入婚姻制度，憲法也應予以保障(Hall, 2010 : 

179)。另外，也主張同性婚姻會帶來傷害，賦與異性婚姻制度中的權益，

對於社會而言帶來得是負面效果。然，婚姻制度是成年人雙方在愛的基礎

下，所自願付出責任與義務，是一種文化的累積，同性伴侶之間也在愛的

基礎下，選擇同樣的制度，是自由權的表現。 

如果「婚姻」制度下的權益保障只專屬於異性戀者，那麼同性戀者的

相關權益該如何獲得保障？Mill 對於自由的觀點是在不干擾其他人自由的

情況下，可以擁有個人自由，意即只有當個人行為會傷害到他人時，政府

或社會才可以法律或輿論的方式強加干涉。美國的家庭法等同合法的婚姻，

非僅僅是相互的契約關係，而是要一個制度上的承認，方可面對婚姻中的

任何狀況，例如子女的撫養權、醫療照護、離婚、納稅等。同性伴侶希望

藉由「身分」制度的承認，而不是僅承認其同居關係。 

貳、個人自主權的運用 

一、個人自主權 

個人自主權，源自希臘字 autos 以及 nomos 所組成。Autos 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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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nomos 代表的是「原則或法則」，開始為論述政府的自我控制，後

延伸至個體行為上的自我決定權利。 

運用在個人行為上則強調，允許任何一個具有自主能力者可基於個人

價值的信念，並且能夠本於此信念做出選擇，進一步有所作為的權利，和

個人的自由意志有關。或者是一個有自主能力的個體，其思想、言論、行

動都能依照自己的意願而不受他人外在的干預或限制。基本上，個人自主

權是包括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獨立自主(freedom)、自立

(independence)、自由選擇及行動(liberty of choice and action)。Cicirelli(1992)

對個人自主權的定義指出：除了個體有能力且依其價值觀去選擇外，過程

中也必須審慎決定，以滿足需求與達成目標。 

個人自主權的概念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個人自主意味著兩個

層次：一為尊重個人選擇，其次為對個人的尊重，個人有能力做出符合自

己的選擇。這兩種形式是相輔相成，個人自由可透過個人表達，更重要的

是鼓勵和尊重支持個人自主的選擇。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能力，通過自

己的行動塑造未來；在這過程，個人自由權會遭受侵犯、減少個人自由權

可行使的範圍，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個人的行動所導致(Henry, 2011 : 208)，

對個人自由權乃至自主權的限制，是基於考量對多數人自由的保障，不至

使多數的自由受到侵害。 

個人自由不能無限制的擴張，必須在不侵害他人自由以及危害社會公

共秩序的前提下，獲得個人自主權。司法對於自由則在涉及個人自主權上，

例如：墮胎或從事同性親密性行為，主張尊重個人自主權的行使，是基於

自由原則所發揮的關鍵作用，讓個人自由權受到保障。以美國而言，自由

為重要其重要的價值，自由、個人自主權透過尊嚴展現出；然而，自由的

形式非內在固有也非萬能，不像平等是與生俱有的，因為一個人所可以擁

有的自由是他可以自主選擇的，是一種伴隨關係，沒有人可以一輩子擁有

或失去(Henry, 2011 : 207-08)，隨空間環境的改變而有所增遞。歐洲人權公

約中也強調選擇對象從事親密性行為是私人行為，國家不得運用公權力干

涉個人自主權。 

Joseph Raz(1996)提到自主原則是允許、甚至要求政府創造機會，消除

令人反感的部分，定義為人應將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上。Raz 認為自主的限

制是適當的，必須在框架內作出約束，這樣個人自主權的範圍才會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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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ham, 2008 : 95-96)。Raz 形容顯著的個人自主權為，擁有自主權的人可

以形塑自己的生活和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決定，這樣的決定是在充足的資訊

且經過理性評估後的選項，調整自己所需的選項，發展關係接受承諾，透

過個人誠信和尊嚴做出具體抉擇，創造自我道德世界(Graham, 2008 : 104)。

人類自脫離母體後即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擁有完全的自由，個人對

自己的生活未來有絕對支配權，政府須尊重以及保障。同性伴侶選擇共同

締結婚姻的對象為同性，在個人自由的情況下所做出的自主決定，不應剝

奪同性伴侶個人自主權。 

個人自主權被視為一種自由意志的象徵，特別在私領域的範圍裡，涉

及私人事務，社會和法律應予以選擇和行動的個人自主權，法律及公權力

不得干涉個人的選擇，這是尊重個人自主的核心。個人自主的前提是認為

人是理性的，可以自我決定和行使合法權利，並且與其他人發展出良好的

關係。個人自主權是個人自我發展中重要部分，是一種心理需求，其特點

是尊重個人自主權、相互關係與理性(Helwig and McNeil, 2011 : 241)。從社

會制度為出發點，則是人們都應獲得平等權利，彼此尊重相互之間的關係，

不干預其他人的決定與行動。特別是屬於私人領域的範圍，個人自主權的

運用與實踐，不應該被所屬地區的政治或者國家、社會所干涉。例如：發

表言論的自由、信仰宗教的自由等。 

然而，個人自主權並非全然不受憲法、社會制度所約制，產生對個人

自主權限制的狀況為違反國家利益。此外，個人自主權實際運用情形，也

會隨各地文化背景、生活習慣以及風俗等所影響，不是一個一體適用的準

則。個人自主權以及個人權利的主張，被視為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充分

表現保障個人權利為優先；在非西方國家中，並不那麼的強調個人自主權

以及個人權利的主張(Helwig and McNeil, 2011:241-42)，所思考的方向則較

強調道德、責任、集體利益與服從，以維持社會和諧為主軸。 

法院對於使用個人自主權的運用，特別是具爭議性的墮胎、同性親密

行為方面，其主張尊重個人選擇的權利，Justice O’Connor 強調這些事關

個人最親密和個人的選擇，是個人自主的核心範圍。美國憲法第 14 條修

正案，其所保障的自由則是個人存在的意義，法院應站在保障個人自主選

擇，而非對個人自主加以限制。以 Lawrence 案，法院捍衛尊重個人核心

自主權 Justice Kennedy 在判決書中的論述，提到「成年人可以選擇要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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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關係，這種關係就像在自己家裡，私人生活不應該受到侷限，作為自

由人可以保留自己選擇，是受憲法保障的自由，即使對象為同一性別，憲

法不應禁止」(Henry, 2011 : 210-11)。一個人之所以想要進入婚姻，是一種

選擇調節個人的生活方式，這也是國家所提供合法的基本權利，確保兩人

之間親密關係獲得保障。 

Dworkin 對憲法基本權利的見解，實現個人自主的權利乃是王牌

(trump)，不能被犧牲也不該被拿來權衡。憲法權利之目的，就在實現每個

人的「平等尊重與關懷」(equal respect and concern)。對於憲法權利的適用

範圍，則只有「界定範圍」的問題，而沒有「與集體公益權衡」的可能(廖

元豪，2009：372-73)。Ryan 和 Deci(2001)則提出個人自主權應該相對應為

是一種跨越不同文化，滿足個人心理及基本需求的權利，不會因為文化差

異而有所不同(Ryan& Deci, 2001 : 146, 155)，因為這是屬於個人內在人格完

整性的，賦予個人自主的選擇，滿足個人心靈的部分。 

二、性別傾向與個人自主權 

憲法保障自由，公權力不能干涉個人自由，包括個人自主權的部分；

而個人自主權最易彰顯在私人領域的運用，Lawrence 一案的判決，凸顯個

人自主權在性傾向上保障，主張兩個成年人在相互意願下，選擇互相承諾

生活、愛情以個人親密行為，公權力沒有干預的權利。儘管同性伴侶非主

流社會價值觀所認定的親密關係，事實上同性伴侶有選擇對象的權利，政

府無權剝奪，使其無法面對公眾眼光(Graham, 2008 : 108)，通過自主權的

實踐，同性伴侶有權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包括婚姻生活以及組成家庭。 

個人在享有自由的同時也需承擔責任，每個人都是自己最佳利益的判

斷者，信奉個人責任，作用在使我們實現目的過程中運用自己的知識與能

力，卻也容易激發現代社會中的齟齬。其主要原因在現代自由社會與以往

社會倫理觀念部分會有衝突；社會的每一個階層皆有其固有的價值觀，另

外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下，無法滿足每一個階層的需求，遂產生了衝突。 

性傾向屬於個人隱私權的一部分，是個人自主權領域的一部分。在許

多情況下，法院在判決過程中會處理單獨的個人權利問題，而不是特定群

體的成員，這是源自憲法核心在平等權的保障上，政府必須將公民團體簡

化成個人，因為憲法上的平等保障條款主要是針對個人，而非團體(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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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215)。時空環境的推移，開啟了對於性傾向不人道的反省，直至今

日以性傾向為基礎的差別待遇依然存在，以同性傾向而言，社會仍未取得

絕大多數的共識。然，隨個人自主權受到重視，法律與社會逐漸思考尊重

個人的性傾向自主權，包容個人在私人領域的行為。除非，這樣的個人行

為出現危害他人的利益或國家利益，公權力才能進一步以法律做出應有的

罰則。傳統婚姻制度中強調夫婦所要盡的義務與角色，已不符合現代多元

社會的需求，個人自主權與平等權的堅持與要求，婚姻適用的對象與範圍

日益出現多元面向。對現有婚姻制度存有高度懷疑者主張，不論是對於單

身或者是伴侶，現有婚姻制度似乎是建立了一種健全的社會制度、兼顧個

人尊嚴下所成立的體系(Hertz, 2009 : 14)；事實上，現有的婚姻制度忽略日

漸多元的社會樣態，未考量社會多元發展下個人所逐漸浮現出的差異，現

有婚姻制度無法適應社會多元價值。 

婚姻與生育已經不再存有必然的相關聯性。婚姻與生育都為基本權利

的一部分，個人有權利決定是否有意願執行，國家或者是公部門不得干預

個人自主權，婚姻制度適用對象限制在一男一女，主要是將婚姻與生育結

合，迫使婚姻中的兩人必須進行生育，不論對象是異性夫婦或者是同性夫

婦，是干預個人自主權(Tebbe, 2010 : 1397)。另外，科技的進步，運用在人

工生殖上，過去無法克服的生育問題，已找出解決途徑；再者，非婚生子

女權利獲得合法保障，權利的賦予應該是及於每一個人，非婚生子女現象

的產生，對於非婚生子女而言是非自願性的，不應該在法律上有差異性的

對待；最後，社會意識與規範的轉變，不再將生育當成婚姻中唯一的目的

(Tebbe, 2010 : 1400-01)，而是將婚姻提升為滿足個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 

婚姻、家庭生活是個人自主權的項目，個人可以自己選擇所想要過的

生活，同性婚姻、同性家庭是同性伴侶自主選擇所要的生活方式，實踐個

人自主權。自主權的意義非一成不變，作為一個傳統事實，自個人自主權

被視為一個理想的概念，人類不見得可以選擇出生後的成長狀態，但在可

以選擇的範圍裡，國家必須保障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Graham, 2008 : 

99-100)。以個人自主理論為基礎主張同性伴侶應有權利選擇進入婚姻制度，

法院不應該以道德價值去衡量判斷同性伴侶的關係與個人自主權的行使。

Jennifer Nedelsky(1989)說明個人自主權與婚姻、家庭的關係，人在自主關

係上，有一定的連結和支持關係，透過這些關係提供與獲得必要的支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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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驗；社會上的交際網絡會提供個人機會，讓個人可以發揮最大潛能，

滿足個人最大成就。夫婦關係、家庭關係的建構，同樣在這個社會網絡中，

個人有自主選擇對象進入何種關係中，公權力不能干預個人自主權在私人

領域的行使權利。因為個人選擇關係之際，同時也付出承諾、承擔義務，

不論是在私人或公共的部分。 

同性戀者主張基於自由與個人自主權的論述，我們可以自由選擇所愛

的人成為婚姻對象，意即可以自由選擇所要的生活型態，這是基於自由權

利所保障的範圍。民事婚姻，為政府重要政策的一部分，同時也具個人、

社會意義，政府拒絕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機會，意味著干涉個人事物，個

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進入婚姻或社會所認可的制度，政府不能逾越權利，

限制自由，自由權也不能有差別待遇(Tebbe, 2010 : 1421-22)。自由權利的

保障不應以性傾向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因為選擇進行親密行為的對象亦屬

於自由權利的範圍。婚姻是基本權利，是屬於個人權利所必需的條件，是

自由的、有秩序的個人可以追求的權利項目，是一種自由理論，國家、州

等公部門都不應剝奪個人結婚的自由。 

歐美國家基於宗教信仰，婚姻除了法律意義之外，也包括宗教價值；

因此，在基督教、天主教等教義反對同性關係，進一步拒絕同性伴侶進入

婚姻制度，認為同性關係存在危險。然，以宗教教義反對同性婚姻權利，

尊重宗教自由，卻剝奪同性伴侶的婚姻自由，沒有人可剝奪他人權利為預

防手段來保障自己的自由，每一個人在相同制度中的權利都相同，這是個

人自由重要部分(Laycock, 2013 : 2-3)。親密性行為隱私的權利屬於另一個

自主權的領域，做出一個人自我性生活選擇也是維持個人尊嚴完整性的一

部分。特別在 Lawrence 案的判決中，強調個人性行為是基於個人自主權範

圍，成年人雙方只要出於自願可基於自主選擇對象，顯現出性行為的自由

程度，而非跟隨特定的性行為概念(Rao, 2011 : 212)，不應以性傾向作為基

本權利保障與否的適用基準。 

綜合上述各節分析，在同性婚姻權利的理論基礎上，可以分為反對與

支持兩部分。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論述中，以維持傳統婚姻為主軸，

主張傳統婚姻的基本為傳統家庭觀念、符合國家利益。歸納維護傳統婚姻

理由最主要在延續下一代，而且是透過自然的生育，這樣的條件同性伴侶

自然無法達到這個生物性的要求，並且說明異性配偶組成的家庭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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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完整的成長環境。此外，家庭為實現社會穩定的基石之一，同性婚姻

合法不但破壞婚姻制度同時也使家庭結構崩解，因此主張反對同性婚姻合

法。 

而支持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則由人性尊嚴、平等原則、自由與個人自主

權為支撐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理論。人，基於平等原則下，不論膚色、

種族、宗教、男女等都應有相同的權利，既然如此，同性伴侶不該被剝奪

婚姻權；然而，無論是歐洲、美國甚至我國的法制最初都將同性戀者排除

在外，使其無法獲得最基本的權利，卻僅因「性傾向」的不同而產生差別

對待。過去同性戀者在社會所遭遇的不平等對待，是礙於社會大眾的偏見，

而今，除卻同性戀者的污名後，法制上卻依舊排拒同性戀者獲得平等。平

等不應該是一種口號而是真正落實在法制上，少數、弱勢、非主流群體，

在平等權的論述中，有權要求「免於迫害」與「禁止歧視」，同性伴侶有

主張與異性伴侶平等獲得婚姻權。 

其次，選擇進行親密性行為的對象與進入婚姻與否是基於個人的自由

與自主決定，是理性的狀況下並非受他人所脅迫，國家應予以尊重並使其

獲得合法權利的保障。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卻無科學數據或具體例證

說明同性婚姻會帶來何種傷害，間接限制婚姻的自由。同性傾向的人是基

於個人自我的行為，在憲法保障個人行為的原則下，可以延伸憲法保障基

本權利在不同的性別傾向者，保障他們進入實質關係，而非採取限制的方

式。婚姻權利是呈現法律積極面，是一種個人權利的使用，使個人在公共

制度中得到保障，同性伴侶有權要求國家提供婚姻權的保障。 

人權保障的核心價值是維護人性尊嚴，維護人性尊嚴必須達成完整的

人格權。 同性伴侶主動追求進入婚姻的幸福感，以完整其人格權，達成

人性尊嚴的核心價值，也落實人權保障。「人權保障」學派認為憲政主義

歷經民主國家常規的運作下，憲政主義下一步的發展已透過全球化的過程，

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憲政主義」。人權保障透過全球憲政主義的發展，人

性尊嚴更成為人權普世性的立基，國際重要人權公約中也納入人性尊嚴的

理念並逐漸趨向普遍化，而非僅抽象的概念是以文字具體列入國際規範中，

從 UN、歐洲人權公約等。同性婚姻或許是部分同性伴侶追求人生完整的

一部分，這關乎人性尊嚴的部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基於宗教、生物觀點、

子女生育與養育等論述，卻忽略尊重個人人性尊嚴中的自主權部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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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爭議論述過程中，可能運用的理論基礎歸納成

上述部分，透過梳理理論的過程，建構歐美國家之所以對於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產生爭議的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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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歐美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爭議的軌跡 

美國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在 2013 年發生「質」的變化。在 2013 年 6

月之後，聯邦最高法院對 Windsor 案作出判決後，重新定義「婚姻」適用

對象，則不再限於一男一女。在 Windsor 案之前，美國州、聯邦層級政治

部門、司法部門面對同性婚姻權利論辯的軌跡為何。在歐洲，雖較早認同

同性伴侶合法關係，但各國人民卻非完全贊成同性伴侶法律地位，甚至出

現反對與質疑，致使社會產生對立。另外，歐洲由多個國家所組成，其文

化、價值、生活，乃至國家制度各有不同，對於同性伴侶法律上的合法態

度也會隨之而有差異。歐美國家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仍存有爭論，卻也在

異中求同找到保障同性婚姻的途徑與模式。 

第一節 歐美同性婚姻權利爭議背景與焦點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議題在世界各國引起不同的論辯。在歐美其主要

爭點在「婚姻」其所隱含的意涵以及其所代表的地位一直以來具有特殊意

義。婚姻對於許多人而言，是一種愛的宣言、宗教理想，更有人將之型塑

為穩定社會結構不可或缺的一種制度。然而，卻也有人主張「婚姻」不需

要存在，特別是現代社會中，婚姻不再像以前具有重要，甚至認為應該廢

除婚姻制度。一種制度的形成確實包含社會價值、大眾共識等因素，無法

否認「婚姻」也有同樣的象徵意義，然而婚姻也是一種基本權利，同性伴

侶主張進入婚姻，即挑戰現有異性戀社會價值與婚姻制度，故而引起爭

論。 

壹、歐美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的背景 

同性伴侶共同生活已成為一個既存的事實，卻無法獲得合法權利的保

障。歐美各國的同性伴侶被排除在社會制度、法律與權利保障之外，僅因

其性別的「不同」，造成這些爭議的背景則有對同性婚姻權利的漠視、對

婚姻制度看法的歧異、同性婚姻與宗教信仰之間的衝突等。 

一、對同性婚姻權利的漠視 

近兩千年來，西方在性方面的態度與立場主要受到基督教的影響。雖

不同基督教派別對「性」的觀點各有差異，但就基督教主要觀點，除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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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所必須，其他一切性行為的正當性都令人懷疑。然而，隨時間遞移、

社會觀點多元化，基督教等宗教觀點已無法成為主導關於性的解釋，醫學

觀點逐漸取代宗教立場。20 世紀的觀點更加開放與多元，多數西方國家對

於性已不再完全持宗教的觀點去解釋，對不同的性活動模式採取更寬容的

態度。 

同性戀者，選擇付出愛的對象是與自己相同性別者，卻礙於社會價值

觀無法公開自己的性向選擇。在 1980 年代，多數的同性戀者不敢公開承

認自己的性傾向，不論面對社會、家庭甚至工作職場上都無法自由自在的

從事異性情侶間可以公開的活動，對同志而言，是一種人性尊嚴的不受尊

重。同性戀的性別選擇行為，無法溯及原因，或許是本身生物特性或者是

後天形成。同性相戀的事實僅僅是因性別傾向上的選擇不同，限制其獲得

權利及合法關係，則違反憲法平等保障原則，產生制度上的歧視。 

(一)公眾對同性婚姻的態度 

社會氛圍對於同性戀者非全然的友善態度，這與公眾和社會深層結構

之間連結度相關1。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慣例、現象，其所存在的固定印象，

無法在短時間獲得扭轉，譬如，在異性戀的文化中，提及「性」通常指的

是異性戀，並且排除掉其他對「性」的表達意義。 

Foucaul(1980)指出對於同性戀行為的不認同可以回溯一百年前左右的

歐洲和美國，「homosexual」是對行為的描述，非指稱人的用詞，人們可以

有同性性行為，但並不構成同性戀，這是對同性戀者採取不認同的表徵。

「homosexuality」首次出現在 1869 年德國印刷品中，在 1926 年第一次被

使用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直至今日，同性戀者仍被視

為人類社會認同核心的反常行為(成令方等譯，2008：41)，進而成為反對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因素之一。 

尤有進者，大多數論述反對同性婚姻的公眾觀點中，其結論是否都可

以提出具體且大量數據說明同性伴侶的不適用婚姻制度，抑或僅是深層的

焦慮或厭惡，甚至是敵意(Nussbaum, 2010 : 679)。在同性婚姻權利爭議上，

                                                      
1
 Over the past 16 years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same-sex marriage have shifted dramatically. 

According to Gallup, in 1996 68% of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same-sex marriage; only 27% of 

Americans were in favor of allowing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to marry.2 In contrast, in 2011 for the 

first time Gallup found that 53% of Americans approved of marriage equality for same-sex couples 

with only 45% opposed.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47662/first-time-majority-americans-favor-legal-gay-marria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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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及的論點是不道德、不自然；這類似的說法也運用在反對種族通婚

中，僅以單一理由論述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非充分的理由，而導致

另一種型態的歧視，特別是在多元化的社會中，更應包容「不同」且尊重

他人的選擇。最後，隨著美國社會價值的改變，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不再成

為多數反對的議題，特別是 2012 年後，Obama 政府一系列公開支持同性

伴侶享有婚姻權利的行動及作為，讓同性伴侶願意公開相互之間的關係，

也能獲得大眾「平常」的眼光與對待情況下，法律制度是否應有更積極的

作為。 

(二)法律制度對同性婚姻權利的排拒 

在歐美，部分宗教價值內化成生活習慣與法律制度，禁止同性戀行為

的態度主要來自宗教。宗教團體舉出數十年來，同性戀運動改變美國社會

大眾對於同性戀者得看法，這將衝擊美國原有的社會價值與破壞社會穩定

性。美國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與其他制度，其精神多源自天主教、基督教，

而這些宗教對於同性戀者的看法，是一種不健康以及不值得鼓勵的行為，

甚至被視為不道德的行為，違反刑法。在歐洲部分，對於同性戀者的權利

過去也承襲宗教的價值，將其視為禁忌的話題，且認為同性戀行為是一種

犯罪。隨時間推移，即使各國人民對同性婚姻逐漸採取開放態度，但不免

因各國政治制度、文化內涵與社會價值不同，在政策與法律上也會有所差

異。即使在歐洲有世界第一個承認同性關係合法的丹麥，卻也有至今仍舊

反對同性關係的保加利亞，歐洲各國在同性議題上出現兩極化的態度，突

顯出同性議題的爭議性。 

由於長期對於同性戀族群的偏見與刻板印象，直至今日對於同性戀者

的態度依舊分歧，每一次反對論述主張上是呈現出來自法律對同性婚姻權

利的限制，或僅僅是一種宗教、道德上的反對(Nussbaum, 2010 : 678)。法

律建構婚姻的權利保障體系，透過制度的建立的脈絡過程中可以看出特定

的社會價值與規範(Dent, 2011 : 408)，包含社會大眾的共識與傳統道德觀。

過去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以人權保障為訴求的社會標

準。 

事實上，法律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宗教信仰是否構成法律規範的

一部分，則需進一步探討。歐美國家形成的歷史過程中，宗教信仰內化成

部分的社會價值，是無庸置疑的事實。此外，部分公共論述是由道德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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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而成，甚至包含宗教主張，這也成為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因素之一。

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理由來自宗教。宗教被視為個人信仰自由的一部分，屬

於憲法保障權利範圍，卻不能成為剝奪少數群體平等權利的主張。社會的

核心價值，應該是致力於所有公民在法律上獲得平等保障，若僅以宗教、

道德因素反對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則是未顧及平等保障原則，而構成

歧視性法律。 

二、對婚姻制度看法的歧異 

反對同性婚姻權利主要在於堅持國家所制定婚姻制度的目的在於生育

與養育子女，基於上述目的，同性伴侶並不涵攝在婚姻制度適用對象的範

圍裡。維護傳統婚姻制度的論述中，強調生育是符合公共利益目的為考量

取向，假設合法公共利益是以支持生育為目的的婚姻，這是否意味婚姻制

度的存在僅僅是以生育為主？不可否認，生育、保護和安全養育孩童是重

要的公共目的，這成為限制同性婚姻的理由。 

事實上，我們從未限制婚姻中有關生殖或生殖年齡，這會有執行上的

困難(Nussbaum, 2010 : 679-80)。若將與生育的項目納入法規範中，則必須

解釋為什麼禁止同性伴侶(在已合法收養孩童的情況下)進入婚姻制度，而

未生育或者無法生育的異性配偶卻可以獲得合法的婚姻權利。就如 Milton

所提：「婚姻超越僅僅以生物取向為目的，應該是一種陪伴、交談、共享

生活」。並未有足夠大量的數據或者科學研究證明同性伴侶無法提供孩童

完整的成長環境，反對同性婚姻權利者沒有明確論述禁止的理由，生育、

養育子女不必然與選擇進入婚姻有直接關係。締結婚姻必然存在生育、養

育之外的其他因素，婚姻制度與生育、養育子女僅僅是提供子女一個相對

穩定的成長環境，最主要的是法律制度使其子女獲得合法福利的保障。 

婚姻的樣態在改變，不論是在憲法的解釋、社會價值體系、大眾的認

知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僅以美國而言，在憲法解釋方面，隨時間推移

而有所改變，法院已經改變婚姻的內涵和意義(NeJaime, 2014 : 157)，雖權

利保障內容依舊植基於歷史傳統所形塑的模式，然而卻也透過法院的判決，

開始有細微的不同，特別是在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相關案例上。各州的法院，

不再是同性之間的關係為刑事犯罪，強調同性伴侶關係的合法化，可由

Lawrence 案判決後同性戀者在法律制度上獲得認可看出法律向度的轉變。



第三章 歐美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爭議的軌跡 

79 
 

法院在婚姻基本權利的判決上，其法理對於婚姻與生育、養育子女的隸屬

關係逐漸轉移到考量到兩個人之間實質的同居關係、情感和經濟相互依存

以及公眾的認可等面向。 

相較美國而言，由於多數歐洲國家都有很高比例的同居人口，選擇進

入婚姻的情況較少，同居未婚生子的情況卻仍可以維持社會一定程度的穩

定，在於其社會福利措施與文化價值中社區相互扶持性高，社區穩定性提

供孩童成長環境所需的資源，因此在面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爭議，部分歐洲

國家的態度是開放的。 

20 世紀後半，婚姻連結生育和性的關係已經被瓦解，由 Griswold v 

Connecticut
2以及 Eisenstadt v. Baird

3之後，法院對於婚姻內涵相關案例判決，

則是，第一，婚姻的脈絡下，不再僅以性、生育為主要的因素；第二，放

鬆婚姻制度，尤其以州的婚姻法律制定為例，主要是回應現代人對婚姻形

式的需求(NeJaime, 2014 : 107-08)，反映出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非婚生子

女存在的合法性，同時顯示已婚婦女擁有是否生育的決定權。法院的判決

說明婚姻未必與生育有所連結，應該是建立在給予雙方承諾上，非以孩子

為潛在要素，法院解釋，婚姻是一種聯結雙方關係、是促進生活的方式，

又和諧的生活，相互忠誠。對婚姻的解釋有所變化，婚姻與生育不再密不

可分。 

禁止同性伴侶擁有合法婚姻制度的基本論述在於，婚姻承載著傳宗接

代的部分，以及家庭的組成必須符合生物原則。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無法

自然的繁衍後代，儘管可以透過非生物性的方式擁有下一代，甚至透過領

養獲得子女，卻被質疑是否符合「兒童最佳利益」的基礎。反對同性婚姻

者提出，禁止同性夫婦婚姻合法，是為了避免兒童在性別上產生混淆，考

量對子女未來身心發展健全基礎為主。兒童無法自己選擇父母，父母及國

家應該提供兒童健全的發展環境以及權利的保障，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無

法提供完整的兒童最佳利益。 

三、婚姻平權運動對傳統婚姻的考驗 

同性家庭已為事實的今日，婚姻制度的適用對象卻僅有「一男一女」，

                                                      
2
 381 U.S. 479 (1965). 

3
 405 U.S. 438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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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伴侶在建立家庭後，卻無法獲得如同異性伴侶在婚姻中的權利保障，

感受到被剝奪行使合法的基本權利。因此，展開爭取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

倡議運動；然，面對各國對同性婚姻逐漸開放的態度，反對同性婚姻者，

也發起一系列維護傳統婚姻制度的社會運動。 

(一)婚姻平等權利的倡議 

近年來，同性戀者期望透過婚姻制度獲得權利保障，不論在形式上或

者實質上都能與異性配偶平等，使同性戀者獲得社會的認同。同志要求進

入婚姻制度的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除了傳統婚姻制度之外，尚且來自反

對同性戀者的意識形態。 

1.美國 

美國的現代婚姻平等肇始於 1990 年代中期，由夏威夷最高法院在

Baehr v. Lewin
4的判決展開一連串爭取同性戀者權利與同性婚姻合法的倡

議。Baehr判決的爭議在於LGBT運動者認為其法律適用性不符合州憲法，

因為代表個人隱私權的部分，國家或政府不能干預個人隱私權的自由，以

及侵害個人隱私權，發起爭取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運動。爭取同性戀者

權利運動的發起成功引起社會大眾對該議題的重視，不論是支持或者反對，

都讓民眾接觸同性戀者權益問題，進一步扭轉大眾對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

影響同性婚姻議題的走向，重新型塑婚姻實質的形式與內容。 

首先，1969 年石牆運動中對婚姻制度開始產生質疑，Polikoff(2009)解

釋現代 LGBT 的運動，抗拒傳統婚姻制度，主張婚姻「是一種手段，讓每

一個人進入一種唯一的關係，規劃出男女性別應有的界線」(NeJaime, 2014 : 

97)。傳統婚姻家庭的框架無疑是對同性戀者的壓迫，更如同 Hall(1970)認

為同性婚姻模仿傳統婚姻制度毫無存在的意義，同性戀者不應該擁抱傳統

的婚姻制度，進一步主張應衝撞婚姻制度，這樣的論述成為早期主張同性

戀者權利陣營拒絕婚姻之由。故，同性伴侶是否要選擇進入該制度，則成

為同性戀者團體內部爭議的論點。 

其次，在 1970、1980 年代透過同性解放運動，同性戀者渴望公開傾向，

擁抱自己的性別意識以及相互關係。藉由運動建立一種公開表達的自由與

                                                      
4
 In 1993,美國夏威夷最高法院對 Baehr v. Lewin一案作出判決，認為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夏威夷

憲法的婚姻權利之外，是違反性別歧視。如果聯邦最高法院無法進一步證明賦與同性伴侶婚姻

權會違反州與國家的利益，那麼不可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之外。以避免對憲法作出不必要的

更動。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判決標識美國婚姻平等運動的第一場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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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同志能見度(Hertz& Doskow, 2009 : 10)，對同性伴侶而言是創造一種

共同關係的開始，建立共同關係需要社會的認同與法制上的保障。除同志

平權運動外，1970 年代對同性戀者權利保障不斷提出訴訟，使法院重新思

考對於同志權利保障甚至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可能性。然，同性婚姻權

利合法爭議在於不僅是衝擊現有婚姻制度，進一步挑戰「家庭」的象徵意

義。Weston(2005)提出 1980 年代同性戀者廣泛論述選擇家庭的選項，以及

尋求「合法保障」同性家庭；Harris(2006)提到「酷兒家庭(queer the family)」

這已存在的現象，同性家庭挑戰家庭長期以來的定義與規範，由同性之間

所建立的家庭，是創造不同於以往單一異性伴侶為主的家庭型態，展現出

家庭可以由不同族群所建構，包括異性、雙性等，有別於僅以男性為主的

家庭關係。這也是提倡婚姻平等運動重要的依據。 

再次，在 1990 年代，LGBT 運動爭取同性婚姻權利由非正式婚姻關係

轉向挑戰同性婚姻在法律上合法性。在婚姻平權運動的過程中，無可避免

的是對現存婚姻法的挑戰，運動初始，各州制定所謂的另一種途徑的實質

權利保障法制，例如：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等，經由立法途

徑州授予同性伴侶正式共同居住關係與權利。同性伴侶在獲得實質權利之

際，其所考慮到的是，既然賦予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近似的婚姻權利、義

務，為什麼要另外建立法制，而不在現存的婚姻法中賦予保障，是否造成

法制上的差別對待，將同性伴侶視為二等公民(Dorf, 2011 : 1289)。各州立

法機關在制定法制過程中，提出「分離但平等」的論述，成為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合法化的立基。事實上，同志平權運動者意識到

這些法制上對同性伴侶並未帶來實質權利的保障，反而強化同性伴侶次於

異性伴侶的印象。這也是 LGBT 相關組織運動者再度意識到爭取同性婚姻

權利的重要性，儘管 Stoddard(1989)聲稱追求所謂的同性婚姻權利運動不

可能促進真正的平等，但可預見的現況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的模式確實無法達成在法制天平上的平衡，再次對同性伴侶造成二等公民

的傷害，僅有推動同性婚姻權利運動，方可藉由法律制度使同性伴侶獲得

平等地位的認同。 

這種非婚姻制度的保障，執行時效備受考驗，Domestic Partnership、

Civil Union 都是一種妥協下的產物；2003 年麻塞諸塞州最高法院駁回這種

妥協下的制度，並且宣稱州內所實行的 Civil Union 是次於婚姻法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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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指出婚姻適用主體不應限制在一男一女，允許同性婚姻合法。同性伴

侶也應享有婚姻權，這是尊重與完善所有伴侶的尊嚴，經由麻州最高法院

的判決，州立法機關即制定有關同性婚姻的立法，成為美國州層級同性婚

姻的發端。 

2.歐洲 

在歐洲部分，對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的主張，其屬性則較偏向於

政治議題，屬於傳統的政治問題，例如在法國形成總統大選議題的主軸，

法國近年的民調開始傾向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的比例達 58%(Devaux, 2013 : 

5)。同性戀關係在古希臘、羅馬帝國時期的社會上早已存在，惟，羅馬帝

國後期當基督教成為國教後，歐洲制定 Sodomy 禁止同性戀行為。由於歷

史因素，造成歐洲國家林立，在同性婚姻上各自存有不同的立場與傾向；

整體而言，儘管歐洲各國在不同時期針對禁止同性戀行為已逐步廢除

Sodomy，然而社會傳統價值之故，同性戀者依舊保持低調生活。直到美國

石牆運動的發生，歐洲同性戀者才意識到自身權利的重要性，發起一系列

同性戀者權利倡議運動。 

(二)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制度的反擊 

於此同時，卻也有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形式與異性夫婦權利的運動，反

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不論贊成或者反對同性婚姻，在這些倡議的過程中，

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者看法與態度，會隨資訊公開與透明逐漸了解同性戀者。

社會大眾的價值觀成為影響同性婚姻權利議題的走向因素之一(NeJaime, 

2014 : 91-92)，最終婚姻的形式或內容是經由社會共識所獲得。維持傳統婚

姻制度的論述在於，「婚姻」目前在我們社會面臨的困難，針對逐年攀升

的離婚率、不斷下降的出生率以及兒童缺乏父母支持的現況，提出捍衛傳

統婚姻制度，而非開啟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 

以美國而言，維持傳統婚姻論者意識到有越來越多同性伴侶勇於公開

彼此之間的關係，社會氛圍開始扭轉對同性戀者的態度，甚至部分州准予

收養孩童。婚姻對同性伴侶而言，是提供一種與異性父母相同的框架，使

其有權利與責任，使其收養的孩童有安全性、合法性與社會地位(Nussbaum, 

2010 : 682)，這也是主張反對同性婚姻團體所憂慮的，故，提出「兒童最

佳利益」原則，來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另外，也有部分反對同性

婚姻者主張以其他制度替代婚姻制度，保障同性伴侶的實質利益，在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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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法律與政策方面思考提供替代婚姻的形式，例如：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模式，可以達到保障同性伴侶權利，卻又不破壞

傳統婚姻制度的途徑。 

婚姻的形式、規範與實質內容都是符合多數大眾期待所建構的樣貌，

特別是歷經社會運動後，這是彰顯民眾的力量與訴求的具體行動表現，同

時也呈現出對權利保障的實質需求。婚姻不僅僅是個人的事，並且與社會

價值、政治制度、公眾議題、權利義務相關。 

貳、歐美同性婚姻的爭議的焦點 

在美國，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自 1993 年夏威夷最高法院在 Baehr v. 

Lewin 案開始，至今仍舊持續中，不僅來自聯邦層級，甚至各州對究竟是

否賦予同性婚姻權利，又該以何種制度模式提供權利保障亦各自存有爭論。

透過婚姻的意義，可以分析美國對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婚姻」非單一

意義的存在，其包含各種觀點，這些觀點形成對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主

要有： 

一、同性婚姻是否為基本權 

婚姻配偶，獲得政府所授予的權利，是一種合法的權利與義務，比未

婚者有更多的優惠，例如：遺產繼承權等專屬配偶權利、稅率的優惠等。

婚姻是一種對幸福的追求，部分的人對婚姻存在嚮往與渴望，這無法透過

其他人的經驗傳遞，需要透過親身感受，異性伴侶可以藉由婚姻法制進行

體驗；然，同性伴侶卻礙於婚姻法制而無法完整個人對幸福的追求。 

(一)同性婚姻權利非基本權利 

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在於是否衝擊現有婚姻制度、家庭的穩定以及價

值觀。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同性伴侶存在的事實，同性戀者並不會因為其

對性傾向的不同，而減少其愛人的能力、工作能力等其他方面的能力，這

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除卻性傾向的不同，對於同性伴侶來說，如同異

性戀者一樣想追求人類所嚮往美好的事物，這是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利。 

過去 40 年以來，美國在法律與公共輿論中對於同性婚姻的態度傾向產

生急劇的演變。在 1973 年前，儘管在國家法律的語言上針對婚姻對象的

適用，並未特別說明限定不同對象，但社會大眾對婚姻的共同認知是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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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一女不同性別。夏威夷最高法院在 1990 年是第一個政府機構主張將婚

姻視為一種基本權利，歧視反對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權利是違反夏威夷憲

法中平等保障原則。 

針對同性婚姻理論主張論述，隨時間的推移各自鎖定不同的焦點。在

Baehr 案之前，主要爭點在「婚姻」意義的解釋，針對婚姻適用對象與範

圍作出解釋與認知，援引「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之下的「自

由權利」保障；事實上，聯邦最高法院卻未明確將婚姻權認定為「基本權

利」(fundamental rights)範圍，僅僅將婚姻置於「隱私權」概念中，將婚姻

權視為「締結婚姻的自由」，卻未提到在制度上的保障。 

在美國，爭取同性婚姻合法運動的歷程，象徵著美國同性議題在社會

運動、政治層面和司法判決的演變；同時，保障同性戀者權益是否只有透

過「婚姻」制度，無其他保障相關權利的選項？實際上，除了傳統婚姻制

度之外，美國部份州贊成同性伴侶可透過其他制度保障，制度選項分別有：

Civil Union 或 Domestic Partnership。爭取同性婚姻權利合法運動過程中，

同性伴侶面對的是社會各階層的歧視，以及來自司法否決同性伴侶應有的

權利保障事實。Bowers v. Hardwick
5案的司法判決，則是同性戀權利保障的

司法障礙，1986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同性間的親密性行為不屬美國

憲法「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所保障的範圍，因此，其判決

不違反憲法基本權利保障之規定。 

至於歐洲，就歐盟與歐洲人權公約中對婚姻權保障的範圍，其認定主

要透過歐洲人權公約第 12 條：「已屆適婚年齡之男女有權依其國內法而實

行結婚及組織家庭之權利」，並未言明同姓婚姻屬於該權利保障範圍。此

外，歐洲人權公約中對於少數族群的保障有具體的規範，各國應予以保障

少數群體基本權利，然而同性戀者或者 LGBT 多元性別群體是否屬於少數

群體則尚未有多數共識，故，同性戀者或者 LGBT 族群其相關權利是否屬

於基本權利則仍有爭議。 

(二)同性婚姻權利為基本權利 

1970 年美國首宗男同志伴侶向明尼蘇達州提出婚姻合法申請遭到駁

回，進而提出訴訟，隔年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判決男同志的婚姻權不屬於

                                                      
5
 478 U.S.18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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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平等保障婚姻權的保障範圍6。此後 20 年間，至少有四起透過司法尋

求同性婚姻合法而遭敗訴的判決(Pinello, 2006 : 22)，同性伴侶在爭取婚姻

權利歷程上遭遇到挫折。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遂成為美國 1970 年代後受到矚目的議題之一。法

院判決的理由認為「同性婚姻」不屬於基本權利所保障的範圍，對同性婚

姻的判決非僅考量「婚姻」的定義，必須思考一旦賦與「婚姻」在背後所

隱含的是權利的賦與和保障，與涉及社會資源的分配。婚姻的意涵、構成

條件在每一個國家都不盡相同。一般情況下，各國的法律會保障合法夫婦

的特有權利，同時也期望付出對等的義務。直到最近，「婚姻」的定義才

又重新被討論，主要在於同性伴侶倡議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各國意識到

同性戀群體，進而要賦予權利保障之際，引發同性伴侶是否能夠進入婚姻

甚至組成家庭的疑慮。 

另外，就婚姻之重要性來自保障子女利益的假設前提(undisputed 

assumption)，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制度。同性伴侶組成家庭後，其所面對的

是挑戰自然繁衍後代的爭議、親權(保障子女最佳利益)的質疑。穩定的家

庭關係架構對子女利益有一定程度的保障，異性關係比同性關係來的穩定

(張宏誠，2011：158)，且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接受相互的關係。事實上，反

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將使得既存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孩童無法獲得合法

婚姻權利的保障，導致其子女利益受損，剝奪其子女權利。 

在歐洲人權公約中，雖未明文保障同性伴侶的婚姻權，但無法否認的

是同性戀者不應被剝奪的個人基本權利與自由。歐洲各國在同性戀者權利

保障上，儘管依照各國民情自由與社會共識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各

國在賦予權利保障上有其裁量的權利，歐洲人權公約對此並未有絕對的約

束力，各國在制定政策上，仍需以不傷害同性戀者實質權利的平等原則下

為限制。未來，隨社會變遷下，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12 條中婚姻的解釋，

也可能延伸解釋其權利保障適用對象至同性配偶，建置法律保障同性伴侶

擁有合法的婚姻權利與義務。 

綜合上述，可以看到「婚姻」不僅是私領域的事情，也關乎彼此之間

權利與義務的保障，必須透過法制的建置才能達成，然而，卻成為同性婚

                                                      
6
 Baker v. Nelso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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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權利的爭點。理論上，保障人民權利不應該以其性傾向或者其他不同作

為分類的標準，而應以平等保障為原則，同性伴侶應有婚姻權。事實上，

關於是否賦與同性伴侶婚姻權利，其所涉及的是「同性戀」群體的群體利

益，儘管屬於少數群體，卻不能否認對社會資源、政治資源會產生一種稀

釋的效果。 

二、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制度的存續與否 

婚姻，是一種承諾的保證，對某些人而言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個環節，

可以自由的選擇對象，象徵成年人的權利，也是社會主體的一部分。同時，

也將彼此的關係公諸大眾，獲得相互關係的認同。 

(一) 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同性戀群體當中，也各自有不同的權利訴求。以男同性戀者而言，他

們期望在雙方同意下可以有選擇性伴侶的自由，而非恐懼因自己的性別取

向與傳統主流價值不同遭到刑法起訴。對女同性戀者而言，在脫離原有的

異性婚姻關係後，仍希望保有子女撫養權，且提供子女不受前夫干擾的環

境中成長。理論上，憲法保障平等權，不因種族、性別而有所不同；現實

生活上，不論是男同性戀者或是女同性戀者，在面對生活上都有負面的經

驗，無法獲得人性基本的尊重。故而，同性戀者開始思索爭取權利保障、

建構適合同性戀者的生活環境、建立同性戀團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發言

權。 

在同性婚姻爭論的焦點在於法律結構，卻非同性婚姻面對的唯一問題。

同性婚姻所彰顯的是「改變」，不論是法律制度上、生活習慣、社會共識、

家庭關係等產生與過去單一傳統婚姻制度時期不同的變革。對於這些「不

同」而感到陌生與恐懼，進一步反對同性戀的行為。特別是家庭型態的變

化，重新定義家庭，對於重視家庭價值、強調社會穩定的美國而言，同性

婚姻權利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同時，對於法律制度也是一種挑戰。 

(二) 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制度無須存在 

同性婚姻可能是美國在司法部分所要面對最複雜，甚至可能會引發州

與聯邦法律體系間衝突的議題之一。主張同性婚姻合法者的論述在承認同

性婚姻象徵是一種達到充分平等的歷程，已婚的同性伴侶並未獲得與異性

夫婦相同的合法婚姻權利，部分異性夫婦所擁有的基本權利無法延伸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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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夫婦的適用範圍。首先，是家庭權，同性伴侶、異性伴侶所組成的家庭

形式，其二者之間的差異在於：是否會獲得認同與法律上的承認(Saze, 2011 : 

13)。部分國家對於同性伴侶關係的認可，非婚姻形式，而是近似於異性夫

婦組成的婚姻形式，主要爭點(Saze, 2011 : 13)在 1.同性婚姻涉及法律形式

與家庭的承認。婚姻一方面是承認兩個獨立的個人在組合中的身分；另一

方面則是承認在兩人確定和法關係後所建構出的家庭及其家庭關係。2.在

國際私法的領域中，同姓婚姻、異性婚姻被視為兩種不同的制度。在某一

個司法管轄區中所被認可的婚姻制度，不能保證其婚姻形式一定可以取得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承認。3.涉及婚姻關係的象徵，婚姻制度包含了宗教儀

式，其象徵的是宗教意義。對於某些宗教信仰而言，不允許同性戀行為的

存在。 

另外，儘管歐洲面對同性婚姻權利議題相對美國採取開放與支持的態

度，然因歐洲由數十個國家組成，其文化背景、政治體制、生活習慣、法

律結構各有不同，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政策與法律也隨之不同。其次，

歐洲在組成歐盟後，加入歐盟的各國在處理該議題上，是否遵守歐盟的決

策，或者依舊循本國的法律決策。最後，未加入歐盟的國家或者新興獨立

國家對該議題的處理。這些都是歐洲在同性婚姻權利爭議上，政府部門所

面臨的問題。 

三、同性婚姻是否牴觸宗教信仰 

除卻法律觀點之外，另外還包含宗教信仰對於婚姻的觀點，宗教的儀

式婚，是一種不能被剝奪的婚姻的象徵。特別是在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

歐美國家，宗教上的儀式更是不可或缺。 

(一)同性婚姻牴觸宗教信仰 

同性婚姻合法化被視為是對現有文化價值的一項挑戰。世界各國在既

有的文化脈絡下，面對同性戀者爭取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其所制定的措施

標準也各不相同。對於美國現有的文化價值而言，主張同性婚姻合法化所

面對的不僅是對於婚姻的定義，還必須挑戰植基在社會主流價值中的基督

教文化、社會大眾共識等價值體系。 

另外，反對同性婚姻合法者認為這涉及道德問題。對於大多數美國人

民而言，宗教信仰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就其固有的宗教信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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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甚至認為同性戀本身是違反道德的行為。其次，

提出同性婚姻合法者透過正當程序條款人民享有基本權利的保障，主張婚

姻自由是屬於基本權利的保障範圍。該論述遭到反對同性婚姻者質疑，婚

姻自由確實屬於基本權利保障，然同性婚姻是否為基本權利所保長的範圍

仍有不同的意見。 

(二)同性婚姻與宗教信仰和平共存 

過去宗教信仰確實主導歐美國家社會價值取向，內化成為生活習慣甚

至影響法律制度規範的建立。然而，隨著人權保障觀念的普及，國家與人

民逐漸意識到同性伴侶也有主張進入婚姻的權利，這是基於個人自由、自

主權的訴求，甚至彰顯個人人格權的一部份。國家在尊重宗教自由之際，

也應衡量同性伴侶獲得合法權利的主張；此外，有宗教信仰者也並非完全

排拒同性行為甚至同性婚姻。 

 

【表 3-1】宗教信仰與同姓婚姻支持率    

 

資料來源： 

http://publicreligion.org/site/wp-content/uploads/2014/02/2014.LGBT_REPORT.pdf 

最後查閱期 2014/07/02 

 

由【表 3-1】可知在人權保障與多元文化逐漸成為普世價值之際，信仰

宗教並不能成為抑制保障人權的原因；實際上，美國擁有基督教等相關宗

教信仰者也非全然反對同性伴侶有合法的婚姻關係。同性戀過去被視為禁

忌不可行的教義，開始出現鬆動的現象，宗教因素作為反對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化的理論論述強度逐漸弱化中。多元社會中，存在著差異性，如何調

和差異性，成為社會開放的動力。同性戀者族群渴望自由、不受拘束，享

http://publicreligion.org/site/wp-content/uploads/2014/02/2014.LGBT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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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整的人權，不該因為其宗教信仰而剝奪性傾向的選擇自由，這是憲法

保障平等的原則。 

第二節 歐美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主要進程 

No State shall…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s, Section1 

 

在美國，對同性戀長久以來負面刻板印象，導致普遍認為同性戀行為

是不自然、不健康。故，同性戀者權益保障在法制上是付之闕如的一塊，

隨著同性戀平權運動的開展，逐步取得同性戀者平權的地位之際，同性戀

者進一步思索建立一段共同關係的可能性。歐洲，在各國林立以及政治體

制不同的情況下，對於人權保障的項目各自有所區別。面對同性戀者權利

的議題上，社會價值體系、大眾認知以及政府部門的回應基於不同立場與

態度形成權利賦予的兩極化。此外，歐盟成立後對於同性戀者權利乃至同

性婚姻權利的立場與態度，也對歐洲各國產生相對的影響。經由論述同性

婚姻權利保障發展進程的程序部分，可以梳理出歐美同性婚姻權利目前的

狀況，在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上，其立法由開始的反對歷經一系列婚姻平權

運動的論辯，一直到近年來 Obama 政府的立法措施，為爭取同性婚姻權利

獲得保障的歷程。而，第四章將進一步探討歐美同性婚姻權利的實質部

分。 

壹、美國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發展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在美國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不論是社會輿論、

政治、文化價值、宗教、法律上各自存在不同的意見，受影響的範圍廣泛。

美國的多元文化特性提供政府在面對爭議性議題之際，可以有更多面向的

解決途徑，然，也因多元化的特性，使得少數群體的權利是否合法的過程

面對更多樣化的挑戰。尤其是針對有關於墮胎、同性婚姻等較具爭論的權

利時，社會各階層、政府各部門，甚至不同的執政者也會成為影響支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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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與否的因素。 

以政治部門的立場而言，由原有的 DOMA 解釋婚姻的定義為「一男一

女」的結合，以及國防部的 “Don’t ask, Don’t tell”到近來質疑這兩項法條的

正當性，甚至提出廢除這兩項法案。而在司法部門上，分別有幾個同性婚

姻相關議題的聯邦訴訟，都可以看到聯邦最高法院不可避免的要觸及該項

議題。在 1993 年之前，美國人民無法想像同性婚姻；然而，到了 2013 年，

同性婚姻卻是一個具體存在的現狀。在美國，同性婚姻議題引發社會不同

立場的論辯，政府各部門對於同性婚姻合法與否也各持不同的態度。以聯

邦政府部門而言，政治部門(包含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對於同性婚姻的態

度會隨社會大眾支持與否的立場而有所變化。聯邦司法部門則從聯邦最高

法院的不明確態度，至 2013 年 6 月 25 日聯邦最高法院對 DOMA 法做出

違憲的判決，提出婚姻適用對象非僅在「一男一女」，被視為聯邦對同性

婚姻態度的鬆動。 

一、政治部門立場的轉變：由反對到積極立法 

美國憲法原則中的權力分立，讓政府各部門的運作既為各自獨立又相

互監督，主要在於防止單一政府部門產生濫權的行為。因為權力分立的原

則，讓政府部門對於不同議題也因個別職務立場而有所差別。以美國三權

分立的政府運作型態而言，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組成都是透過選民選舉

所產生，除考量政策制定以及政策運作之外，尚且需要回應選民的期待，

兩個政黨也特別注重回應選民的部分，因此將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稱為政

治部門。惟，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不同之處，粗略的分類立法機關是制定

法律與通過政策；行政機關，主要在政策的執行與運作。 

對於美國政治部門而言，反映社會大眾的意向以及對選民負責。隨科

技以及人權保障觀念的進步，以往憲法保障人民權利有不足之處，立法機

關須對人民的需求作出回應。新興人權的保障上，已經由過去的強調集體

權利、政治權逐漸遞進至社會權、人格權、發展權等保障範圍。針對同性

婚姻權利的爭議，美國政府各部門各持不同的態度與處理途徑。就以政治

部門(立法機構、行政機關)而言，基於政治氛圍、政黨策略、選民態度等

等都成為影響回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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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部門的反對立場 

1. Defense of Marriage Act(簡稱 DOMA，為行文方便以下皆稱 DOMA) 

夏威夷州 Baehr 案的判決為保障同性婚姻權利的濫觴，同時也開啟美

國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爭議。 

1993 年，夏威夷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將婚姻只限制在異性夫婦的

結合，構成性別歧視違反夏威夷憲法，因此，夏威夷成為第一個法庭判決

同性伴侶婚姻適用憲法的州，夏威夷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是一個

重大的判決。美國聯邦憲法中並未明文規定同性伴侶不應結婚，只是僅就

目前制度狀況而言，並未有同性伴侶提出申請，而非真正限制其可行性。

夏威夷對同性婚姻的判決，也挑戰文化、政治、法律和社會價值。 

實際上，夏威夷對同性婚姻合法的判決，引起主張反對同性婚姻合法

的抨擊以及後續行動。美國國會通過Defense of Marriage Act(簡稱DOMA)，

隨後由總統柯林頓簽署，由國會通過的 DOMA 中對「婚姻」做出明確定

義，即為一男一女的組合，政治部門對於同性婚姻合法與否做出反對的態

度，限制聯邦福利只適用於異性夫婦，且力求各州拒絕承認同性婚姻。甚

至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各州也開始制定屬於當地的 DOMAs，各州分

別立法或在州憲法修憲禁止同性婚姻。 

DOMA 為聯邦政治部門對夏威夷州的判決所做出的回應，因為夏威夷

的司法判決，要求允許簽發婚姻許可證給同性伴侶，可能會威脅到既存婚

姻制度以及現實存在的聯邦法以及州的各種法令(McClain ,2013 : 413-14)。

若夏威夷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後，夏威夷恐將湧入其他州的同性伴侶申

請婚姻許可證，而引發司法管轄權受到威脅的爭議。 

DOMA 的目的包含：(1)捍衛傳統異性婚姻制度，以及(2)保障州有規

範其公共政策以及法律承認同性婚姻合法，且不受任何聯邦憲法所影響，

允許同性伴侶取得婚姻許可證。為了達成第二個目的，DOMA 第 2 條規定

「任何州不得要求落實任何公共政策或司法判決對於其他州所賦予的同

性婚姻權利」。亦即，州也不得要求其他州承認或落實同性婚姻關係，例

如：麻塞諸塞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則不得要求加州承認其麻州州民遷徙至

加州後提供婚姻權利的保障。 

為了達成維持傳統異性婚姻制度的目的，DOMA 第 3 條中，限定婚姻

適用主體為一男一女，Windsor 一案的係爭之處則在此。DOMA 成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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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對婚姻及配偶的定義，成為一種聯邦法令、規定或者行政解釋(McClain, 

2013 : 413)，「婚姻」透過一男一女的合法結合，如同妻子與丈夫的關係。

「配偶」則是指異性伴侶在締結婚姻關係後誰是先生誰是太太。透過聯邦

對婚姻與配偶的定義則意味聯邦福利中有超過 1000 多項的法律，包括政

府賦予的權利與義務沒有一項適合同性伴侶，甚至是州層級下的合法同性

配偶。 

由上述可知，這是政治部門對同性婚姻權利在政策上做出的首度回應，

也是同性婚姻權利爭取過程中所遭受到權利爭取的停滯期。 

2. Don’t ask, Don’t tell(簡稱 DADT，為行文方便以下皆稱 DADT) 

相較民間社會的開放，軍隊維持較傳統的想法與觀念。1994 年由

Clinton 提出，美國軍隊中對於處理同性傾向的軍人所建立的政策。Don’t 

ask 是指美國政府雖不支持同性戀者參軍，但軍隊中確實存在同性戀者為

服役中的軍人，但軍中長官不得詢問軍隊成員的性傾向，也不得在沒有確

切證據下對軍隊成員進行調查。Don’t tell 則是，只要同性傾向的軍人不主

動公開自己的性傾向，長官則不會揭露同性戀者的性傾向，亦不會對據同

性戀傾向者予以免職。 

 

【表 3-2】實行 DADT 政策遭免職的士兵人數 

Year Coast 
Guard 

Marines Navy 
 

Army Air 
Force 

Total 

1994 0 36 258 136 187 617 
1995 15 69 269 184 235 772 
1996 12 60 315 199 284 870 
1997 10 78 413 197 309 1007 
1998 14 77 345 312 415 1163 
1999 12 97 314 271 362 1046 
2000 19 104 358 573 177 1241 
2001 14 115 314 638 217 1,273 
2002 29 109 218 429 121 906 
2004 15 59 177 325 92 668 
2005 16 75 177 386 88 742 
資料來源：http://www.sldn.org 

表格：作者自繪 

 

從【表 3-2】可以看到，在 DADT 成立後，軍隊中仍出現對同性戀者

的歧視現象，逕自對服役中的軍隊成員做調查。該項政策中，其所保障的

適用對象是在未公開的同性戀者，卻將已公開的同性戀者排除在法案之外，



第三章 歐美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爭議的軌跡 

93 
 

軍方說法在於，公開自我的同性傾向對服役中的軍人秩序、士氣、紀律會

造成威脅。2010 年聯邦法官認為「不問、不說」政策違反美國憲法，下令

停止實行該政策。美國行政部門提出抗告，隨後在參議院在 2010 年 12 月

18 日，以 65 比 31 表決結果批准廢除禁令；事實上，並未有具體的數據或

科學例證說明同性戀者與能力之間的關係，個人性別傾向並不會決定是否

適合從事軍職，或者對軍隊產生威脅的主要因素。 

(二)政治部門的積極立法 

美國政治部門對同性婚姻態度與立場的轉變，要由 Obama 政府開始，

面對同性伴侶是否應該擁有合法的婚姻權爭議之際，Obama 基於個人立場

的發言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呈現出友善的態度，進一步，在 2010 年要求

行政機關不捍衛 DOMA 的正當性。 

在美國，同性婚姻權利為社會大眾所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大選期間受

矚目的議題。相較其他時期的候選人更傾向支持同性戀者爭取應有的合法

權利。雖然在第一次參選之際，Obama 公開說明不支持同性婚姻權利，但

支持替代的模式例如：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Obama 在第二

任競選時期則公開支持同性婚姻權利合法。Obama 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態

度影響其執政團隊之下的行政機構，特別是在 2010 年宣布行政機構不再

捍衛 DOMA 的正當性，同時也逐步賦予聯邦政府中，同性傾向的雇員獲

得聯邦福利的保障。更進一步積極作為則要求接受聯邦醫療保險資金的醫

院允許同性戀伴侶享有對方因病入院時的醫院探視權，以及下令政府部門

對聯邦僱員中的同性戀伴侶增加包括兒童照顧服務和延長休假等福利。 

 
資料來源：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support-for-gay-rights-more-entrenched-across-the-country/2014/03/04/2

4417d20-a405-11e3-a5fa-55f0c77bf39c_graphic.html?Post+generic=%3Ftid%3Dsm_twitter_washingtonpost 

 

【圖 3-1】2003-2014 美國民眾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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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圖 3-1】2003-2014 的數據，所呈現的是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化有逐年下降的趨勢，而贊成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比例在 2014 年達到

59%，已超過半數的支持率，提供 Obama 政府部門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做出

相關的政策與立法為有利的依據。 

2013 年後，美國各州有夏威夷州、伊利諾州陸續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

法，卻仍有超過半數的州對同性婚姻權利持反對的論述。未來將產生州與

聯邦法院對於有同性婚姻禁令的州做出該項禁令違憲的判決(Archibald, 

2014 : 4)。同性婚姻權利的保障對於美國而言，儘管聯邦最高法院已對

DOMA 做出違憲的解釋，卻仍未具體將同性婚姻合法納入聯邦憲法的文字

敘述中。故，聯邦最高法院將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交由各州自行裁決，

可預知的將來在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上仍存有一定的變數與爭議，尤其在政

府與各機關尚未釐清婚姻定義之前，有關聯邦福利的保障，州與州之間對

婚姻定義、樣態的認定必會有一段時間的混亂，間接也成為社會價值衝突

的引爆點。 

二、司法部門立場的轉變：從反對到消極觀望 

針對同性伴侶是否擁有婚姻權利的爭議，美國司法部門與政治部門的

立場不一，上述的政治部門對該議題會隨不同時空環境、政治氛圍的變化

而改變支持傾向與立場，這是基於政治部門的職責特性。反觀司法部門，

法院對於有爭議的問題，會採取較中立的途徑。法院不用直接受限民眾的

需求，立刻回應民眾的要求，聯邦法院法官對權利合憲性的判決，則不受

外界影響。 

儘管，許多州的法官也須面對選舉，但其職務特性非直接服務選民，

故，回應民眾則非主要職責。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形容法院的角色「是保障

在美國以及華盛頓州憲法下獲得自由保證、秉公解釋法律以及公正開放的

態度解決問題。」(Anderson, 2011 : 1429-30)，由此可知，法院在面對同性

婚姻權利案件態度會較謹慎。主張同性婚姻應為憲法所保障，是援引憲法

增修條文第 14 條平等保障原則，最高法院在判決有關公民權的案件時，

通常也以此為裁決的基礎原則；然而，以同性婚姻是否涵蓋在基本權利的

保障範圍，則成為援引該原則的爭議之處。Justice Scalia 則提出質疑「甚

麼時候排除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被視為違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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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職責在於解釋憲法、審查法律、界定公民憲法權

利，特別是針對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的判決，在判決過程中也會考量能否最

大限度反映公眾的傾向為衡量標準。此外，最高法院的判決意見具有法律

確定性以及遵循既往先例7的特性，故判決具有彌平社會鴻溝的效用。 

綜合上述，美國司法部門對於具有爭議性的權利保障，其態度傾向較

消極與謹慎，例如墮胎、同性婚姻等。在聯邦憲法中涉及婚姻案件的判決，

則有：Loving v. Virginia 的判決異族通婚的法律違憲，法院主張婚姻是一個

人的基本權利；Zablocki v. Redhail 一案中，法院的判決中認定婚姻權是一

項基本權利，是獨立個人重要的基本權利，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平

等保障條款。在透過和婚姻有關的判決中，可以釐清兩個問題，首先「何

謂婚姻權？」；其次，誰可以擁有婚姻權？ 

第一個問題，對婚姻最低限度的理解是提供選擇或是民間福利，確保

進入該關係的人不受歧視。Loving v. Virginia、Zablocki v. Redhail、Skinner v. 

Oklahoma 一系列案件都顯示出特定族群被排拒在權利保障之外。婚姻權包

含在基本權利範圍中，主要以正當程序與平等保障原則為基礎，提供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雖可以保障實質婚姻權利，卻忽略形式

平等的重要性，形成法制矮化同性伴侶的可能性。 

接續第二個問題，不論是聯邦或者州憲法中明確指出平等保障原則，

同性伴侶既然享有憲法保障的其他權利，也負起憲法中所要求的公民義務

責任，婚姻制度就不該排拒同性伴侶。憲法中未具體論述婚姻適用主體，

就大眾認知的狀況，選擇締結婚姻關係的對象應為一男一女；然而，隨人

權保障觀念的進步，不應忽略少數群體的權利，相較社會中異性伴侶為多

數的情況下，同性伴侶的權利在過去確實較少論述。尚未討論並非表示這

個群體不存在，法律須主動回應同性戀者群體的合法需求。 

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者，指出其基本核心在個人自由與尊嚴，最高

法院採取模糊判決的原則，雖可以規避指陳具體適用的論述，但會隨時間

逐漸失去立論基礎(Nubaussm, 2010 : 693-94)，最高法院在處理有關同性婚

姻權利保障爭議上，應具體回應同性伴侶的需求，異性戀者應持中立客觀

                                                      
7
 美國屬於判例法國家，法院的判決是同級法院或下級法院往後處理相同或類似案件的判例與依

據。先例(precedents) 可以在往後的判決中被推翻，然而，受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原則的限制，

先例被推翻的情況較少(王澤鑑主編，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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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同性戀者的需求與立場。另外，引用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的

正當程序和平等保障條款，來挑戰現有婚姻制度的合憲性；美國法律禁止

同性伴侶結婚是違反正當程序條款以及平等保護原則條款的歧視基礎，人

人有權選擇自我進入婚姻的對象，不應以其性傾向而受到歧視。大多數的

人根據平等的認知和尊重獨立個體的自由選擇權，認為同性婚姻具有合法

化的基礎，同性夫婦也應與異性夫婦一樣享有婚姻制度下所保障的權利。 

對於同性戀者而言，爭取合法權利保障是漫長且艱辛的過程，原因在

於美國傳統社會價值對同性戀者的不了解，一度認為出現同性戀行為是一

種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以至於產生歧視同性戀者。事實上，性傾向是屬

於個人自由選擇權利的一部分，若因為性傾向而導致權利保障的差異，即

構成歧視的基礎。 

美國法律二元性的因素，各州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與否，由各州

自行採取授予權利保障。聯邦憲法賦予傳統婚姻在各州都擁有相同權利的

保障，甚至可以提出信任條款保障(Full Faith and Credit Clause)婚姻權利中的

各項權利，州與州相互之間卻不能迫使對方遵守該州的憲法。因此，即使

麻州給予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保障已不能迫使其他州承認該對同性夫婦

的合法性，這是否意味自由遷徙權利將受到限制。 

有關同性婚姻權利賦予，被視為是一種對於少數群體的權利保障論述。

事實上，憲法上賦予同性婚姻相關權利的發展上，極可能產生停滯現象，

憲法保障同性伴侶權利是引用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的原則，這是社會大

眾的理解，其中權利保障的範圍也會隨時間推演而有所不同。援引憲法增

修條文第 14 條主要是保障少數人權利，解決少數人權利被國家、多數人

壓迫的情況。最高法院解釋關於正當程序和平等保障是盡可能使用科學方

式(Conkle, 2014 : 2)。社會不斷變化，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所保障個人權

利範圍漸漸不足，法官會依循自己的理解與先例做出判斷，一旦遇到政治

性爭議的案件，司法將採取消極作法。法院遭到質疑承認新的憲法權利的

時機，法院則提出說明，若承認得時機過早，超越政治進程或者聯邦決策，

非屬司法的職權。美國司法部門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可以透過司法

判決來探討分析其立場與態度，這個部分將於以下節次中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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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洲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發展 

在歐洲，對於同性婚姻的議題則是偏向於政治性的問題，較傾向以立

法方式來處理，例如：在法國，即使法國人權宣言上以及後來其他的法律

文件上，對婚姻的定義呈現一男一女的結合，而同性婚姻權利爭議卻在近

年法國總統大選成為受矚目的重要議題。對婚姻的定義也會隨時間而產生

重大變革。各會員國因不同立場與態度，採取的保障途徑也有差別；其次，

歐盟的態度與立場對會員國產生政策上的影響，做一分析。 

一、歐盟對同性婚姻的態度：由沉默到主動論述 

歐洲在過去，同性戀者權利尚未成為法位階所保障的權利範圍之際，

人權團體甚至連同性戀者本身都未意識到該群體應擁有權利保障的重要

性。一直到石牆運動，才真正喚醒同性戀者權利的保障，透過倡議同性戀

者權利的團體 LGBT 在政治遊說與贊助候選人的方式，以及社會運動扭轉

民眾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支持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者，則提出「婚姻」就

像一種合約，兩人之間所訂定的契約，只要出自雙方意願，且符合所需條

件，國家不能剝奪雙方的意願。婚姻屬於個人自主選擇權，不論歐洲、美

國甚至其他國家，固然透過法律保障可以提高人民選擇進入婚姻的誘因，

卻也因為法律而排除想要進入婚姻，例如：異族通婚、同性伴侶。以歐洲

目前在法位階對於同性婚姻的保障上，可以分為歐洲各國與歐盟的部分。 

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由歷史角度論述，婚姻是由一男一女共同締結正式

合法的關係，不論歷經時代的嬗遞或文化體系的演變，這是一種大眾所認

知的社會價值所建立的制度。儘管歐盟或者歐洲人權公約中尚未明確將同

性伴侶列入婚姻權利保障適用對象範圍，卻也說明各國在對於同性伴侶是

否有進入婚姻的權利則保留立法裁量的權利，因此，對於歐洲人權公約或

者歐盟的立法而言，未來在婚姻適用對象上未必僅限一男一女。此外，歐

盟整合後與歐洲各國在事務、權限上的劃分，增加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的變

因。最後，各會員國國內法制定保障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在自由流動的歐

洲是否依舊擁有合法婚姻下配偶的權利。 

其次，以歐洲不贊成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的論述，除了宗教、道德因

素外，相較美國對於法制上產生衝擊的部分，在歐洲顯然因各國法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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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對於到底要授予同性伴侶婚姻權或者其他合法形式關係，也各有

不同立場。然而，反對允許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原因還有，社會資源、

福利保障、財政上的稀釋(陳宜倩，2011：817)。同志族群在歐洲的人數有

一定的比例，一旦法制上授予同性配偶合法的權利，進入社會福利體制，

無疑增加各國以及歐盟財政上的負擔，以及其他社會福利的稀釋。 

(一)歐盟對會員國拘束力？─會員國的立法保留權 

歐洲各國整合成歐盟，各國加入歐盟會員國後，其國內法與歐盟所制

定的法律之間，其互動與法律效力，成為歐洲人權保障上受到爭議的部分。

在整合過程中，首先所要面臨的是各主權國家釋出部分主權，使歐盟擁有

各國讓渡的主權，藉以完成內部共同推動的政策，提供執行政策的正當性，

且享有獨立的財政以及歐洲法院的建制。依據歐盟與會員國的權限劃分原

則、歐盟現國的權限劃分原則、歐盟憲法的規定，各會員國針對某些權利

議題有立法保留權，故，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爭議，歐盟本身的態度為何？

歐盟在該議題上對會員國是否具有拘束力？ 

1. 歐盟與會員國權限劃分 

歐洲各國與歐盟之間權限歸屬上，歐盟憲法分別運用授權原則

(Principle of Conferral)、輔助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比例原則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來區分。同性婚姻權利保障適用於何項原則，

歐洲法院的判決對各國是否具有效力，若會員國主張依照國內法規定不授

與同性伴侶婚姻權，歐盟的基礎條約是否具有拘束力，可以由歐盟與會員

國之間權限歸屬範圍(許琇媛，2005：72-79)作為分析指標8。就權限劃分的

                                                      
8
 許秀媛(2005)指出，歐盟與會員國之間的權限劃分原則，分別有：(1)授權原則：歐盟為實現憲

法所訂定的目標，所採取的行動，僅止於會員國在憲法中所授予權限；憲法中未授予的權限，則

歸會員國所有，該原則主要是限制歐盟的權限。歐盟、會員國、區域、地方層級的權限是依此為

劃分原則，雖會員國讓渡部分主權於歐盟，卻不表示歐盟可以干涉各會員國內的自治權，歐盟必

須尊重會員國的文化，以及保留會員國公共事務自主性。會員國與歐盟之間會產生權限劃分上的

爭議在於，歐盟透過會員國轉移部份主權與權限中，其運作過程恐將產生行政、立法與會員國權

限重疊或相互依賴的現象。而歐盟憲法將權限區分為8：歐盟專屬權限、歐盟與會員國之共用權

限、經濟與就業政策之協調性權限、歐盟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之權限、歐盟在特定領域之支援、

協調與補充性權限。(2)輔助原則：其運用範圍是歐盟的非專屬權限，歐盟必須在符合下列標準

下，方可介入：首先，會員國無法有效達成目標；其次，相較於交由歐盟執行會比會員國執行較

為恰當，例如：涉及歐盟整體利益之政策。也確保會員國地方層級執行權限，譬如：文化、教育、

區域結構基金、社會政策等原來即屬於地方區域政策的範疇。該項原則的設計在防止歐盟權力無

限擴張，以及成為消極保護各國權利的法源基礎，透過制度的設計保障區域多元性，但歐盟共同

機構在必要情況下未必不可以干涉。(3)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源自德國法中重要的法律原則，主

要是落實法律目的與手段的平衡。在國家執法過程中，必須以維護人民最大利益，維持最小損害

的情況下，選擇最符合法律目的，以達到目的與手段的相符的作為。歐盟憲法中使用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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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而言，歐盟憲法對各國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約束力。歐盟法律優先適用

原則在規範歐盟與會員國之間的法律秩序(洪德欽，2007：284)，歐盟憲法

第 I–6 條規定：「本憲法與歐盟機構為了行使法定職權所通過之法律，對於

會員國法律應具有優先適用。」 優先適用概念係指歐盟憲法與法律在和

會員國法律相互牴觸時，前者具有優先適用之效力，同時也適用歐洲法

院。 

上述的權限歸屬原則中，可以看到歐盟憲法對會員國在政策上有一定

的影響與約束。同時，也基於保障多元性，而留給會員國立法的權限，這

也是目前歐洲各國在同性婚姻權利授予上產生不一致的原因。 

2.歐盟憲法 

歐盟憲法第二編中，主要規定「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包括前言與

七章，分別是：(1)人類尊嚴；(2)自由；(3)平等權；(4)團結；(5)公民權利；

(6)司法權；(7)一般條款。由基本權利憲章中看出歐盟具體將人性尊嚴入憲。

一對相愛的伴侶在決定選擇進入婚姻，主要是追求一種幸福感，成就完整

的人生。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一樣具有追求人生完整與幸福的權利，國家

不應該僅因為性傾向而剝奪進入婚姻的權利，侵害其人格發展的完整性。 

歐洲議會在 2010 年嘗試以投票方式強制會員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然

而，各會員國之間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立場與態度各有不同，因此並未改

變本國國內立法。而，歐盟的立法機關也並未明確指出若不更改會有何種

制裁；故，各會員國並未受限於歐盟的立法機關。各會員國了解到歐盟議

會對同性婚姻權利的決議，卻不積極更改本國立法，則因為歐盟憲法中規

範歐盟與各會員國之間的權限劃分，會員國有保留本國立法的權限。在歐

盟的部分，則試圖透過 ECHR 來確立判例。 

(二)歐洲各國 

同性伴侶在歐洲各國取得形式不一的共同生活身份，引發相對婚姻配

偶是否產生差別待遇的爭議。以目前歐洲各國與歐盟憲法的權限劃分而言，

家庭婚姻事項的立法權依舊歸屬會員國，歐盟對該事項範圍內的法令影響

有限，僅能以歐體指令適用範圍發揮片面的影響(陳靜慧，2009：165)，這

反映在部分會員國仍反對賦予同性伴侶合法共同生活的權利。家庭法的內

                                                                                                                                                        
則是要求歐盟採取任何行動，都不可以超過憲法所制訂之目標，意即歐盟各機關之行為接受比例

原則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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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近年來逐漸發生改變。過去，締結婚姻主要的目的在於組織家庭，然

而，隨社會多元樣貌的產生，婚姻制度之外的家庭型態伴隨而生；法律制

度，為了回應相關家庭型態所衍生的權利與義務，授予婚姻以外的法律制

度，提供相關權利與義務，這是歐洲各國在面對同性婚姻權利議題上，採

取的途徑。 

部分國家在對於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的作為上，會採取較積極的立法

模式，即引進新的家庭法制度 civil 或者 registered partnerships，其法律效

力與權利、義務關係等同現存的婚姻制度。有的國家則允許同性伴侶進入

婚姻制度，享有與異性配偶相同的權利、義務。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制定

不同制度而有身分、稱謂、權利、義務上的區分，卻不能剝奪人民擁有合

法婚姻權利。婚姻應該是所有人都有可擁有的一種權利，甚至是境外機構

所承認的婚姻，這意味若該國憲法不承認同性婚姻的情況下，引用境外合

法同性婚姻制度，這是可以調整或容納的認可形式。對於承認境外同性婚

姻的認可形式，則必須考量到國家司法機關對於境外司法管轄權地位的認

定(Boele-Woelki, 2008 : 1967-68)，對婚姻形式的認同，要調整為降級或者

升級則需視該國對境外司法管轄權認可的程度。 

二、歐洲人權公約：模糊的保障原則說 

歐盟成立之際，建立一套保障人權的標準，顯示出歐洲對於人權議題

的重視。歐洲各國在加入歐盟之前必須要先通過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簡稱 ECHR Convention)，表示該國接受歐盟所有人權保障的共同標準。 

(一) 《歐洲人權公約》原則 

歐洲人權公約中所標示的不僅保障實質性權利，例如：言論自由與隱

私權；同時，也捍衛程序正義，如：直接接受公平審判(吳志中譯，Yves 

Charpenel 著，2013：73)。另外，設置歐洲人權法院，為歐洲人權保障的

最高法院，其判決對各會員國有強制性的效力。主要處理的是歐洲各國無

法解決，且符合特別條件9的案件。 

歐洲人權法院處理各國有關人權保障案件之際，是以《歐洲人權公約》

                                                      
9
 其條件分別為：1.案件必須具名，且必須在國家機制做出最終判決 6個月內送到歐洲人權法院；

2.申訴案件必須具體違反《歐洲人權公約》所保障之權利；3申訴者本身的權利受到具體的傷害；

4.申訴案件不得舊案重提(吳志中譯，Yves Charpenel著，20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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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為主10，透過《歐洲人權公約》原則，可以看到對於歐洲同性伴侶

婚姻權的保障(廖福特，2004：15-17)，可以採取平等原則、不歧視原則為

論述基礎。此外，《歐洲人權公約》的法律效力，對歐洲各國是否具約束

力，進一步影響各國採取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可能性。 

(二)《歐洲人權公約》的法律效力 

《歐洲人權公約》對於各會員國是否具有約束力，則需視其法律效力，

而《歐洲人權公約》其法律效力，則為(吳志中譯，Yves Charpenel 著，2013 : 

74)： 

首先，在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若違反《歐洲人權宣言》，其效力為一種

「宣告」，內容僅闡述該案件是否違反公約中所列舉的權利。 

其次，雖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為各會員國所要遵守的原則，就歐盟憲

章中權限歸屬原則而言，禁止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直接廢除各主權國家法

院判決與結果。並且，判決通常侷限對個人的損害賠償。 

最後，透過歐洲人權公約以及歐洲人權法院對人權保障的判決先例，

對於歐洲人權提供完整的保障；然而，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與歐洲法院的

判例，若產生不一致的結果，其法律效力則以歐洲人權法院判例為主11。 

實際運作狀況，歐洲人權法院的最終判決無法成為各會員國執行的法

律依據。即使並未被各會員國最為實際的法律依據，其中的人權保障基本

原則與概念也會影響各會員國國內法重塑的可能性。 

上述歐洲人權公約中對婚姻權以及家庭權的保障的限制，可視各會員

                                                      
10 《歐洲人權公約》其基本原則為：第一，平等原則：主張人具獨立人格，所有人都可以享有
法律所保障的權利與負擔的義務。在此原則下，締約國保障在其管轄下的每一個人，享有公約中

第 1節內所規定的權利與自由，不論是否為國民皆受到保障。第二，集體保障原則：在公約前言

中明確指出採用「集體保障辦法，確使世界人權宣言中若干權利獲得尊重」，意指歐盟會員國。 

第三，不歧視原則：公約中所規定各項權利與自由之享有必須是不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見、國家或社會出身、與少數民族親近、財產、出生或者其他地位有所區別。 

第四，不干預原則：原則上，當個人享有與行使之公約規定的權利與自由時不受任何外力的干預，

而對權利與自由之限制及其界限則受公約條文之約束。第五，不回溯既往原則：締結公約的國家

在公約生效之前，不受任何規定約束。第六，限定原則：公約中對權利與自由之保障，採列舉，

凡公約中未列出的權利與自由則不予以保障，主要因為各國對於人權保障的範圍各有不同，這也

是符合各國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雖採取列舉式的權利與自由保障範圍，可能限縮人權保障的

項目；然，公約中也明定各國不得以公約明文以外的方法限制人權。見廖福特(2004)，〈歐洲整

合之人權因素〉，《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1卷，第 1期，頁 8-51。 
11

 歐洲人權法院與歐洲法院的判決效力的爭議上，透過 2009年所生效的 Treaty of Lisbon ，是

取代《歐盟憲法條約》的改革條約，目的在調整歐盟在全球的角色、人權保障、歐盟決策機構的

效力等等。故，在司法部分，則以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先例為主，歐洲法院在涉及有關人權保障

案件時，不可以違反歐洲人權法院所判決人權保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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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律而定，歐盟各會員國國內法不一致，國內法有權管轄婚姻與家庭，

但必須基於歐盟條約之基本權利保障。因此，各國在制定同性婚姻權利相

關法律規定，也會援引歐洲人權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看法。  

在歐洲部分國家中，同性婚姻制度或者其他正式共同居住關係的法制，

已經是合法實行的狀態。在歐盟成立後，會員國人民可以自由移動下，同

性戀者的權利逐漸受重視。透過歐洲人權公約，建構區域性的人權保障機

制。經由歐洲法院之判決，落實各項基本權利與自由之保障。在歐盟憲法

與法律優先原則性下，是否可以具體實踐在各會員國人權保障方面上。 

歐洲人權公約第 12 條明確指出：「已屆適婚年齡之男女有權依其國內

法而實行結婚及組織家庭之權利」。另外，第 8 條12對私人與家庭生活的規

範，使結婚權、家庭全都在保障範圍內。此外，第 14 條中亦清楚說明：「本

公約所規定之權利及自由之享有，應確保不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見、民族或社會出身，與國內少數民族之密切關係、

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受到歧視」，該平等條款的適用，成為結婚權、

家庭權保障之基礎。歐洲部分國家反對保障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並且

主張該論述並未違反人權保障，是因為依據 ECHR 未將同性婚姻列入人權

保障範圍中。 

 

【表 3-3】歐洲各國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 

Northern Europe 北歐 

Country Relationship Marriage Equivalent 

丹麥 Denmark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No 

瑞典 Sweden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No 

芬蘭 Finland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No 

挪威 Norway Same-Sex Marriage  

冰島 Iceland Relationship Recognition No 

瑞士 Swiss Civil Union No 

Central Europe 中歐 

                                                      
12

 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人人均有權使其私人及家庭生活、家庭以及通訊受到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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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The Netherlands Same-Sex Marriage Yes 

比利時 Belgium Same-Sex Marriage Yes 

法國 France Same-Sex Marriage Yes 

德國 Germany Life Partnership No 

盧森堡 Luxembourg Registered Civil Partnership No 

英國、愛爾蘭 United 

Kingdom, including 

England, Scotland, , 

and Wales 

Registered Civil Partnership No 

愛爾蘭 Ireland The Civil Partnership and Certai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ohabitants Act 

No 

奧地利 Austria Zivilpakt No 

Southern  Europe 南歐 

西班牙 Spain Same-Sex Marriage Yes 

葡萄牙 Portugal Same-Sex Marriage  

義大利 Italy Domestic Partnership 

DICO, Dirittie doveri delle 

persone stabilmente conviventi 

No 

希臘 Greece、Malta、

Cyprus 

則無相關立法  

Eastern Europe 東歐 

斯洛伐尼亞 Slovenia Registered Partnership No 

捷克 Czech Republic Registered Partnership No 

匈牙利 Hungary Registered Partnership No 

Baltic 

States(Estonia、

Lithuania、Latvia) 

反對在法律上承認同性關係，特

別是 Latvia 則是以憲法禁止 

 

資料來源：Hertz, Attorney Frederick with Attorney Emily Doskow(2009), Making It Legal: A 
Guide to Same-Sex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s& Civil Unions, U.S.A: NOLO.以及 

http://www.hrc.org/files/assets/resources/marriage_equality_10-2013.pdf 
表格：作者自繪 

 

綜合上述，由【表 3-3】可以看到歐洲各國採取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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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不盡相同，制度形式上會有所差異。歐洲各國在加入歐盟後，人民在

自由遷徙上獲得更大程度的保障，促進自由流動，讓歐盟的人民更自由跨

越邊界，提供旅遊與居住的便利性。自由流動提供一定的便利性與經濟利

益，卻也衍生不同類型的問題。例如：國與國之間法律效力的適用性。以

同性伴侶權利保障而言，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國家與不承認同性關係

存在的國家間，其合法配偶的權利、義務關係。又，以非婚姻形式保障同

性伴侶權利、義務的國家與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國家間，是否會造成權利、

或者身分被降級，多樣性的法律特色將使歐洲同性伴侶以及各國政府面對

更多權利、義務適法性的挑戰。 

隨著歐洲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正式關係國家數目逐漸增加的狀態下，

卻因礙於國外法律制度不承認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性，而在其他司法管轄

區無法獲得正式身分，這也就是歐洲非處於婚姻形式下同性伴侶認為有必

要進一步由法律角度鞏固其正式關係之故。尚未獲得正式合法同性配偶身

分者，其所採取的途徑可以透過歐洲人權公約的保障以及向歐洲人權法院

提起訴訟尋求提供正式配偶身分的可能性。 

第三節 歐美有關同性婚姻之主要法律爭議 

美國針對同性婚姻權利爭議問題，除了採取立法途徑外，不論州或者

聯邦的司法機關透過司法判決解決法律上的爭辯。歐洲則因為歐盟與歐洲

人權公約兩個位階高於各國的機構存在，對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產生一定程

度的影響力，尤以歐洲人權法院近來對該議題的判決，除影響歐洲各國之

外，同時也開啟歐美司法的對話。 

壹、美國同性婚姻權利法律爭議 

在美國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法律存有非常大的差異。各州對於同性婚

姻權利保障與否各自採取不同立場，有允許同性婚姻合法、賦與同性伴侶

等同異性伴侶婚姻上的權利，反對同性伴侶應有婚姻關係等立場差異甚大。

聯邦與各州司法判決除了左右同性伴侶可以獲得何種共同居住關係的權

利保障之外，同時也成為日後相關案例援引的基礎。聯邦層級的司法判決

對於同性伴侶爭取婚姻權有象徵性意義與實質性權利保障的意涵，遂，本

章先就聯邦層級與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相關的司法判決做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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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邦層級同性婚姻法律爭議案件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在司法判決上的爭議始於夏威夷最高法院的判決，

延伸婚姻的權利與利益的適用對象至同性伴侶。夏威夷最高法院的判決是

促使美國聯邦政府通過「婚姻捍衛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簡稱

DOMA,1996)的契機，該法通過的目的最主要在防止婚姻權利延伸至同性

伴侶，同時允許各州拒絕承認同性婚姻法令。聯邦婚姻法影響超過 1000

多項聯邦福利，所涉及層面甚廣，不論對於現有婚姻制度或者同性伴侶而

言，這些合法的權利屬於憲法保障的範圍。 

同性伴侶結合在美國逐漸被各州承認的因素，除了公民對同性戀者權

利的倡議與支持，另外，試圖建構法律的完整性，不至於使公眾的意見被

排除在法律保障之外，也是建立同性伴侶合法關係成功要件之一。 

在司法判決部分，首先，不同時期對於同性戀者權利以及同性婚姻權

利的判例各有所不同，甚至在各州的判例上也會隨時間空間以及民眾態度

傾向而有所變化。本節論述同性婚姻權利司法判決的進程上，將選取聯邦

判決為探討的案例，因其判決對同性戀者權利保障具有相對程度的影響力，

進而提供各州法院的判決過程中所援引的理論基礎，故，以聯邦判決為

例。 

其次，聯邦司法案例中有關同性戀者權利的案件眾多，選取下列案件

作為分析。以下案件分別是司法制度排除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的 Bowers 案、

以及同性行為除罪化的 Lawrence 案，最後是促進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可能性

的 Windsor 案。下列分別敘述： 

(一)Bowers v. Hardwick 

1982 年 Hardwick 上訴聯邦法院，其判決喬治亞州(Georgia)的 Sodomy

法違反聯邦憲法，該州檢察官 Bowers 不服，因而上訴。1986 年聯邦最高

法院在判決中引述隱私權適用本案，在公民的私人住所不受州政府無理侵

擾的基本權利不得侵犯。。 

1.案件背景 

Michael Hardwick 本案訴訟人，在未繳納罰款的情況下，喬治亞州執

法人員進入 Hardwick 家中執法時，卻發現 Hardwick 正與另一男子進行同

性間親密性行為，執法人員以 Hardwick 違反喬治亞州的 Sodomy 而予以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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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後，Hardwick 提起訴訟，認為 Sodomy 違反憲法基本人權，挑戰 Sodomy

的合憲性。喬治亞州法院判決 Sodomy 侵犯 Hardwick 憲法中基本的權利，

同性戀行為涉及個人隱私權，而做出 Sodomy 違憲的裁決。喬治亞州檢察

長 Michael Bowers 對法院的判決不服，進而向聯邦法院提出訴訟。 

2.案件爭點 

Bowers v. Hardwick 的爭點在究竟聯邦憲法是否承認同性戀者從事同

性性行為係一基本權利而應受保障，因而必須將行之有年在各州認為管制

非法性行為的 Sodomy 宣告無效？其次，本案涉及聯邦最高法院作為實踐

憲法委託的角色，其界限為何？以及同性性行為是否屬於隱私權保障範

圍？ 

3.案件主要判決 

本案經聯邦最高法院在 1986年以 5:4維持喬治亞 Sodomy法的合法性，

在私人住宅所從事同性性行為不屬於美國憲法正當程序條款為同性戀權

利保障的司法障礙，而判定喬治亞州的 Sodomy 是合憲的。 

(1)多數意見書13 

主要由 Justice White 所撰寫，提到：「美國憲法並未授與同性戀者進行

同性性行為的基本權利」；因此，Sodomy 並未違憲。法院認為本案中同性

性行為不涉及家庭關係、婚姻、生育等相關權利的保障。對於憲法中未具

體言明的權利保障範圍，法官應酌情州與聯邦的政府利益後做出判決；換

言之，法官的判決影響該系爭權利是否屬於憲法保障自由權利範圍。 

另，Justice Burger 提出由歷史的觀點而言，「自古以來即禁止同性性行

為，因為這樣的行為違反自然，甚至比強暴更糟，是一種無法命名的犯罪」。

更指出要使同性性行為成為憲法基本人權保障範圍，則需要拋開道德教

育。 

其次，對法院扮演的角色，Justice White 提到，當事人可以從正當程

序原則主張新型態的基本權利，但是否屬於法院的職責，聯邦最高法院不

應該在無前例或者法律規定下，越俎代庖立法機關的職責。 

(2)不同意見書14
 

撰寫不同意見書的則是 Justice Blackmun 則說明「同性性行為是個人隱

                                                      
13

 參與多數意見書的，分別有 Justice Burger、Justice Powell Justice Rehnquist、 Justice O’Connor. 
14

 參與不同意見書的，則有 Justice Brennan 、Justice Marshall 、Justice Ste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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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的一部分」，其最主要的爭議是以隱私權為核心。國家是否能干預個

人從事自願性的親密行為，關乎個人隱私利益的問題，若非涉及國家重要

事項或他人利益，那麼個人有選擇從事私人活動的自由，國家不應干涉。 

其次，雖由喬治亞州的法律中，可以看見並非單純針對同性性行為為

處罰事項；然而，本案卻是選擇性執法，反映喬治亞州只針對同性戀者。 

隱私權的部分不應該取決於當事人在「性」傾向上的選擇，個人自由

的範圍對於現存憲法一定有未及之處；在國家未觸及的領域，並非表示其

不存在與不需要法制的保障，同性戀者主張他們的權利保障即面臨相同的

狀況。 

4.案件意義 

根據美國歷史與傳統，同性行為無法受到憲法保障，即使 Hardwick 主

張同性性行為應為個人隱私權保障範圍，法院將 Hardwick 在家中所發生的

行為認定為「非法行為」，無法免於刑責，故 Sodomy 並未有違憲之虞。最

高法院的判決除了基於歷史與傳統的原因之外，也是基於不願意擴張正當

程序條款所保障的憲法基本權利範圍；進而當事人提出同性戀者在社會上

處於不利地位之特殊弱勢群體(a suspect or quasi-suspect class)為訴求主張，

但法院認為同性戀者該族群是透過同性性交行為而據以認定，既然政府透

過法律禁止該項行為，而不違憲，那麼政府同樣可以對同性戀群體進行差

別待遇而不至於違憲(傅美惠，2004：19)。透過最高法院的判決，型塑

Sodomy 的合憲性，為日後各州針對相關案件所援引的論述，甚至作為判

決的主軸，導致爭取同性平權的停滯。此外，法院針對同性戀者群體是否

為處於社會不利地位的特殊弱勢群體，其判決認同非為特殊弱勢群體15。 

  (二)Lawrence v. Texas
16

 

2003 年，聯邦最高法院以 6:3 推翻 Texas 的 Sodomy 法，認為其違反

憲法有關正當程序條款和平等保障條款，法院的判決成功禁止繼續執行

Sodomy，保障同性伴侶合法的權利，確立同性伴侶在法制上的平等地位。 

1.案件背景 

在 Lawrence 案尚未判決之前，Sodomy 在各州是一項合法的法律，針

                                                      
15

 法院對於同性戀者群體是否屬於處在社會不利地位的特殊弱勢群體，法院認為同性戀者是因

為性行為對象為同性，法院既已認定禁止同性性行為不違憲，政府對同性戀者相關的措施也非屬

於違憲的情況下，認定同性戀者不構成特殊弱勢群體(傅美惠，2004：19)。 
16

 539 U.S.55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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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Sodomy法的懲罰往往包括高額的罰款或者終身監禁的刑罰。部分的州，

一但被判定違反 Sodomy，則褫奪其他的權利17，例如：選舉權等等。 

1998 年 John Lawrence 與其同性伴侶 Tyron Garner 在公寓中從事親密

性行為，警方接獲報案進入公寓將兩人逮捕，原因是違反德州 Sodomy 法

中從事「偏離性性行為18」，並且處以罰金。Lawrence 拒絕繳納罰金，並且

主張德州「Sodomy」違反聯邦及州憲法平等保障，也違反保障隱私權向德

州法院提出訴訟。 

德州法院援引 Bower 案判決對本案有判決先例拘束力，認為德州「同

性性行為法」並無違反聯邦及州憲法中的平等保障條款，更無違反隱私權

保障的部分，而維持 Lawrence 需繳交罰金的原判決19。2001 年 4 月，

Lawrence 向德州刑事上訴法院提起訴訟，遭駁回。原訴訟者不服，則向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美國最高法院於 2002 年 7 月 16 日核准移送命

令(certiorari)，而後 2003 年 3 月 26 日進入辯論程序，同年 6 月 26 日，美

國最高法院宣告德州 Sodomy 違憲。 

2.案件爭點 

Lawrence 案的爭點有：(1)德州刑法處罰當事人於個人家中從事自願性

親密性性行為，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正當法律程序中所保障自

由與隱私之重要利益；(2) 德州刑法處罰同性伴侶自願性親密性性行為，

卻不處罰異性伴侶同樣的親密性行為，是否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平

等保障原則？(3) Bowers v. Hardwick 是否應予以推翻？ 

3.案件主要判決 

美國最高法院以 6-3 的票數判決，推翻判決先例 Bowers v. Hardwick，

認為德州 Sodomy 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正當程序保障條款，廢棄原有

對 Lawrence 及相關人的判決。 

                                                      
17

 以伊利諾州為例，在 1827年之際，一旦被判決違反 Sodomy法則被褫奪選舉權。在美國，19

世紀末到 20世紀初，部分州認為同性戀者在優生法上是一種「性變態」，甚至認為是一種精神上

的疾病。截至 1960年代，每個州都存在 Sodomy 法；然而，部分法界人士主張同性戀者是基於

雙方自願且屬於私人行為的範為進行親密關係，應予以廢除 Sodomy。 
18

 Section 21.06 Was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by Lawrence v. Texas, 123 S.Ct. 2472. Title 5. 

Offenses Against the Person Chapter 21. Sexual Offense。德州的 Anti-Sodomy 規定從事同性性行為

其罪責為較輕的罰則，若是判定進行偏離性行為’，則將處以較重的罰則。 
19

 41 S .W. 3d. 349,361-362(Tex. App.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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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數意見書20 

由 Justice Kennedy 撰寫的多數意見書中提到，德州法律處罰相同性別

之成年人從事自願性親密行為，是否合憲？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的正

當程序中保障相同性別成年人親密性行為的自由。Lawrence 在德州法院的

判決中，由於援引先例 Bower 的判決用來拘束同性成年人的自願性親密性

行為，本案多數意見認為當時多數的法官並未充分理解該案所涉及的自由

意涵。且指出 Bower 和 Lawrence 有相似之處，皆由執法人員進入私人空

間中，逮捕正在進行的同性親密性行為，不同之處在於，德州法律只禁止

同性別之成年人進行肛交的親密性行為，喬治亞州的法律則是同時禁止異

性、同性進行肛交的親密性行為。 

本案多數意見中認為，兩個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規範是針對特定性行

為的表現，而加以禁止；然，一但公權力對私人空間中的行為進行干涉，

亦即干預人類最私密的行為，及侵犯個人自由的權利，則違反憲法保障。

進一步分析，不論州對於同性之間從事親密性行為在法律上肯認與否，都

不可以涉入禁止私人空間中雙方自願的行為，這樣的個人關係屬於自由範

疇，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不應該被當成罪犯。同性戀者選擇進行親密性行

為的伴侶僅僅因為性別與自己相同，並未因性傾向的選擇而傷害國家利益

或他人利益，國家公權力、法律則不能干涉其個人自由的選擇，這是憲法

所保障的自由權；故，受憲法保障的自由權應予以允許同性戀者有自由做

選擇的權利。 

Justice Kennedy 指出：「Lawrence 有權選擇他們的私人生活，國家不能

貶低他們的選擇或者藉由私人性傾向的犯罪而控制他們的命運。」，過去

對於同性戀的行為處以刑罰，主要是基於宗教、道德的立場與標準，無法

成為禁止同性戀者自由選擇權的標準。同時也列舉 Wolfenden Report
21以及

歐洲人權法院中對於性犯罪事實的認定，並未考量當事人本身性別傾向的

犯罪認定。故，德州 Sodomy 違反憲法保障自由的部分。 

另外，法院判決中指出，同意成人可以有特殊形式的親密關係，是憲

                                                      
20

 參與多數意見書的法官分別有 Justice Anthony Kennedy、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Justice David 

H. Souter、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Justice Stephen G. Breyer 以及 Justice Sandra Day 

O’Conner支持多數意見書中的部分論述。 
21

 1954年英國沃芬頓爵士受政府委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1963年為英國制定對同性戀和

賣淫活動的法律提出專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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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賦予保障的隱私權適用範圍，構成同性伴侶合法的論述基礎，也將權

利保障擴展到同性婚姻權的應用上(Smith, 2006 : 129)。另外，法院承認同

性伴侶存在的必要性，並且讓這樣的關係等同異性戀的婚姻，實質保障人

權法案中家庭權的部分。 

其次，Justice O’Conner 的協同意見書中提到，主要是德州州法牴觸憲

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平等保障條款，而違憲。其針對本案爭點在於德州州

法僅限制「同性」之間的肛交行為，卻未限制「異性」之間的肛交行為，

主要是認定同性之間比較容易從事該行為，因此構成憲法平等保障條款下

對特定族群道德上的否定，而這樣赤裸裸的道德否定，無疑是對同性戀者

的否定，故，德州州法違反憲法。 

(2)不同意見書22 

不同意見書的撰寫，主要由 Justice Scalia 主筆，其指出聯邦最高法院

判決將對目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本來僅限異性的婚姻以及譴責重婚、

賣淫和成年人亂倫的法律都將出現挑戰制度的危機。將會對原有穩定的社

會秩序帶來變動的因素，姑且不論制度上所造成的衝擊，僅就公眾意見的

部分，便形成社會的贊成與反對的對立狀態。 

進而提到，多數意見的判決，忽略多數美國人對同性戀的看法，法律

界與法學界在防止反同性戀的過程中，忽視真正文化的主流意見，多數美

國人的意見所構成的法律當然是正當的國家利益，不應推翻Bower的判決。

多數意見的判決正在創造一種新的憲法權利，真正決定廢除 Sodomy 法的

應該是美國人民，而非法官，這違反民主制度的作法。 

4.案件意義 

Lawrence 的判決被視為爭取同性戀者平權的一大步，可以由兩個層面

呈現出判決的意義。 

理論上，本案是涉及兩個成年人，在完全自願的情況下進行同性性行

為，不違反憲法基本權利。此為同性戀的除罪化，法院的判決宣示同性戀

人間的性行為屬個人私生活，不受法律禁止和處罰，其極度隱私的性行為

活動為憲法、法律保障的範圍。而各州在最高法院的判決公布後，全美各

州是在成文或者判例法上有所謂的 Sodomy，法院判決不論同性戀者或者

                                                      
22

 參與不同意見書的分別有，Justice Antonin Scalia、Justice William H. Rehnquist、Justice Clarence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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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者，只要從事所謂私人性行為，皆為憲法所涵攝的隱私權範疇，故，

受憲法保障，而被認定違憲。其他各州透過立法直接廢除 Sodomy。 

實際上，儘管最高法院的判決為同性戀者的私人性行為除罪化，透過

判決論述卻可以看見將同性之間的關係僅限縮於私人空間的表現。這是由

在多數意見中對自由的論述過於狹隘，對於「性」與「性別」做出特定的

想像(陳宜倩，2008：172-73)；其所導致同性之間的關係儘管已經除罪化，

卻仍舊因為民眾特定觀念，將同性關係限縮在特定場所的表現，無法真正

在公眾場所表現出自由意志，對同性戀者而言無疑是另一種人格、尊嚴上

的傷害，政府不應剝奪同性戀者的自由權。 

然而值得肯定的部分，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Justice Kennedy 則指出：

「對婚姻而言，若只是要有合法的性行為，那麼無疑是貶低婚姻的效用。」，

婚姻不只是關於性行為，更進一步是親密行為、友誼、愛情；因此，婚姻

不僅指涉私人部分，同時也包括對雙方對外表現的公共部分。將以往婚姻

附帶生物目的的性，做出不同觀念的判決，這使得同性伴侶希望透過爭取

「婚姻」制度，不但可以享有合法私人的親密行為，同時也可以獲得公眾

認同重要的開端。 

  (三)United States v. Windsor 

United States v. Windsor 對同性婚姻權利進程是個里程碑，受矚目的原

因在於挑戰 DOMA 的合法性，特別是對「婚姻」的定義。聯邦最高法院

的判決，認為 DOMA 中限定婚姻適用對象為一男一女的結合，違反聯邦

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的正當程序原則。故，聯邦最高法院在多數意見書中

陳述 DOMA 違憲，婚姻適用對象不再僅為一男一女；然而，在判決中僅

提出對婚姻定義的再解釋，對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是否入憲則未具

體說明。 

1.案件背景 

Windsor 與其同性配偶於 2007 年在加拿大獲准合法的婚姻關係後，移

居美國紐約，後其配偶在 2009 年因病去世，Windsor 被要求支付 363053

美元聯邦遺產稅，方可繼承配偶所留下之遺產，但當時紐約並未准許同性

婚姻權利合法，而未獲得夫妻遺產稅的豁免，遂提出訴訟。2008 年，紐約

州州長 David Paterson 下令州政府機關承認其他司法管轄地區的合法同性

婚姻身分。紐約州部份下一層級的地方州法院作出類似的裁決，然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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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對於該法律的效力則未做出裁決，Windsor 在州法制的婚姻權利

保障適用範圍上仍具爭議。 

聯邦國稅局認定該項減免措施適用範圍並未包含同性伴侶，故 Windsor

無法獲得退稅。其最主要的原因來自聯邦的 DOMA 規定，Windsor 在同性

配偶死亡後無法獲得聯邦在房屋稅方面的福利，因而提出 DOMA 違憲的

訴訟。 

2.案件爭點 

主要爭點在於，實質性問題為在州層級賦予同性伴侶合法的婚姻權利

情況下，DOMA 中的第 3 條規定是否違反權利平等保障原則。Windsor 提

出訴訟之前，也有其他州的同性伴侶面對聯邦層級的福利未與州的制度相

互連結的問題，間接形成差別對待不符合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的平等

保護原則。程序上的爭點則為，鑑於行政部門拒絕捍衛 DOMA 的正當性

之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該案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 

3.案件主要判決 

2012 年，Windsor 在一份聲明中指出，其與配偶締結關係已逾數十年，

卻未曾想過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被論及其關係的合法性，同性婚姻中的

伴侶應被平等對待，而非被視為二等公民」。因此，再度向聯邦最高法院

提起訴訟。 

Windsor 案的訴訟途徑一路由區法院到聯邦最高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無

法避免的是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爭議，特別是在當時聯邦層級 DOMA

對婚姻的定義仍以「一男一女的組合」，使同性伴侶無法納入聯邦層級對

於婚姻中配偶的權利保障範圍，而當時政府立場也認為捍衛 DOMA 有其

必要性。 

在 Windsor 向地區法院提出訴訟的過程中，2011 年司法部 Eric Holder

發表聲明，指出 Obama 政府認為以性傾向作為分類應適用嚴格審查基準，

不會繼續捍衛 DOMA 的合憲性，然在國會或法院宣布違憲之前，行政機

關會繼續執行 DOMA 的規範。在紐約州產生議會與司法對於審查標準認

定不同的爭議23，一直到 2013年 3月，聯邦最高法院對該案聆聽口頭論辯，

                                                      
23

 Windsor 的律師團提交動議要求進行簡易裁決，時任紐約州檢查總長 Eric Schneiderma 提交辯

護狀支持Windsor的主張，認為 DOMA 第 3條不適用嚴格審查基準。而其規定明顯是「國家權

力干涉婚姻定義」。然，州議會的兩黨提出反對Windsor 簡易判決的動議，認為性傾向的分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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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發布在 5：4 的判決下，宣布 DOMA 第 3 條

規定違憲。 

(1)多數意見書 

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為，DOMA 第 3 條規定違憲，主要是剝奪憲法增

修條文第 5 條保障人的自由。由 Justice Kennedy 所執筆的多數意見判決書

24中提到「推翻 DOMA 合憲的論述是援引州的自主性原則、平等保障和自

由概念」，最高法院在多數意見書中寫道：「DOMA 制定的作用，是將州制

定的婚姻法與聯邦的婚姻法做出區別，並使州的婚姻法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該法制訂非強化政府效率，而是凸顯出不平等…」，進一步提到「DOMA

破壞州制定同婚姻的對公眾以及個人所彰顯的重大意涵，因為它使州合法

的同性配偶身分及其婚姻效力不受到聯邦法律的承認，這直接訴諸公眾州

的同性婚姻是處於次等的法制地位，在法律制度上的區別，無疑貶低同性

伴侶。」 

事實上，同性伴侶基於性傾向自由選擇權是受到憲法保障，其伴侶之

間所構築的關係，希望獲得聯邦有尊嚴的對待，而非有區別的權利保障。

其相關的法令規範，將使由同性伴侶共同撫養的子女其尊嚴受到貶抑，同

時也使這些子女質疑自己所生長的家庭其完整性。在其他生活方面，同性

配偶支付更龐大的稅率與生活負擔，卻無法獲得來自聯邦福利的保障。 

基於上述理由，DOMA 是無效的，其制定的目的非但使婚姻無法保障

人格尊嚴的完整性，反因法制的差異性對待而傷害同性伴侶人格與尊嚴的

完整性。故，違反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 

(2)不同意見書 

由 Justice Scalia 所撰寫的不同意見書25，提到：「這個案件事有關權利

的幾個部分。是有關人民自主權利以及法院對法律的判決權，而由今日的

判決可以看出是強調後者的重要性，而降低人民自主權利的可預測性。法

院的職權不是在具爭議性的議題上替人民做出判決，即使做出判決，也是

不合乎民主憲政程序的判決。」Justice Scalia 進一步論述，「Windsor 的判

                                                                                                                                                        
適用較嚴格的審查基準。一直到 2012年 Judge Barbara S. Jones作出判決，根據合理審查標準，

DOMA違反第 5修正案平等保障的承諾，侵犯Windsor 應有的合法權利，認定該法違憲，裁決

Windsor 可以獲得退稅補償。 
24

 多數意見書中包含 Justice Ginsburg, Breyer, Sotomayor, Kaga. 
25

 參與不同意見書的法官除 Scalia之外，分別有 John Roberts、Samuel Alito、Clarence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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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僅是對個人有利的部分，透過多數意見書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他們宣稱

反對同性婚姻者就如同是人類的敵人。」Justice Scalia 指出最高法院的裁

決，對同性婚姻的禁令產生衝擊，將改變傳統婚姻的定義，這不是屬於最

高法院的職責。 

另外，Justice Roberts 在不同意見書中，提到多數意見書是根據聯邦制

度，尋找 DOMA 違憲的部分，因為聯邦政府干涉州所制定的婚姻制度。

聯邦政府確實不能涉及州或者單獨地區的法制內容特別是規範公民權利

的部分，但聯邦政府緊緊對這樣非尋常的關係提出示警，而非真正成為違

憲的主因。 

4.案件意義 

1996 年國會制定 DOMA 後，州的同性婚姻在聯邦法院下是不具合法

性的。在 2004 年，麻州首先允許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後，引發各州對

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效應，而後幾年之間各州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爭

議不論是以憲法合法化或者是立法機關制定，反映出性親密行為、婚姻與

家庭與人性尊嚴、相互尊重、自由和平等的關係。 

DOMA 法的制定，主要是聯邦層級對於「婚姻」的定義為「是一種聯

邦法令、規定或者是一種行政解釋，由一男一女合法的結合，形同丈夫與

妻子的關係」。「配偶」則是指「身為異性伴侶的個人成為丈夫或妻子」。

聯邦對於「婚姻」與「配偶」的定義分別涉及超過 1000 個項目的法律，

其中包含國家所賦予的福利、利益與責任，這些卻沒有一項適合同姓夫婦，

甚至是州已承認具有合法正式關係的同性夫婦，亦不在此適用範圍中。然

因法律二元性之故，部分的州表示會對同性婚姻權利予以承認；一旦州准

許同性伴侶擁有合法的婚姻關係，將使「婚姻」制度面對挑戰，即州層級

賦予婚姻效力，而聯邦層級婚姻卻是無效的困難(McClain, 2013 : 416)，這

也是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者在實質、形式權利上所要突破的部分。此外，

在判決中針對「性傾向」審查基準分類的問題提出不同於以往僅適用於合

理審查基準的觀點，未來「性傾向」審查基準也將成為聯邦最高法院以及

各州法院爭議的部分。 

Windsor 的訴訟途徑由區法院、上訴法院一直到聯邦最高法院，DOMA

限制婚姻適用的對象為一男一女，卻因 Windsor 為同性夫婦的身分，導致

Windsor 在聯邦層級中涉及婚姻的權利遭剝奪。聯邦婚姻法律其主要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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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障人格與尊嚴；相反地，卻因為制度造成其目的與效果是貶低和傷害

人民，故聯邦法律是無效，沒有合法的目的。聯邦最高法院對於 Windsor

一案的判決公布後，可以看到的後續的效應包括聯邦層級、州層級的反應，

其分別如下： 

 a.在聯邦層級部分：政治部門隨著較早之前 Obama 政府已經宣稱

不再捍衛 DOMA 的正當性；故，當最高法院判決 DOMA 違憲，婚姻適用

對象不再僅限一男一女後，聯邦改變其稅率法的適用對象以及國防部的相

關福利亦即於同性伴侶等一系列平權措施。後，司法部長也宣布聯邦政府

將擴大同性伴侶平權，在聯邦政府管轄下的民、刑事法律事務，都與異性

婚姻配偶享有同樣的法律權。 

 b.在州層級部分：隨最高法院判決的公布之後，間接影響原本傾向

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州，加速透過立法機關等進行相關立法，除了

在之前已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州之外，夏威夷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等

陸續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 

透過聯邦最高法院對 Windsor 案的判決，說明 DOMA 在婚姻適用對象

上的違憲情況，並未將同性婚姻權利納入聯邦憲法保障範圍中，說明聯邦

最高法院對於聯邦憲法是否保障同性婚姻傾向採取觀望、不主動的態度，

但對於各州是否同性伴侶賦予婚姻權採取尊重的立場。 

二、州層級承認同性婚姻權利的法律論述 

選擇結婚對象的權利是個人利益的一部分，這是屬於個人自主權，憲

法應尊重個人自主權。美國各州對於同性婚姻合法的態度立場，出現很大

的差異，基於法律二元的特性，婚姻與家庭關係法制歸屬州的權限；因而，

部分州為了避免衝擊已存在的婚姻法，同時考量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的問題，

兼顧兩者平衡之下，制定有別於婚姻法的法規，保障同性戀者合法的權

利。 

在美國，也有部分州制訂法律捍衛傳統婚姻，主張婚姻是由一男一女

的組合；進一步，反對同性婚姻的州在州憲法增修條文中明確定義婚姻，

就是由一男一女的組合。反對同性婚姻合法的團體，更進一步要求聯邦憲

法增修條文中明確列入婚姻是由一男一女所結合而成(Green, 2011 : 63-64)。

因此，也使 DOMA 近來成為聯邦法院中受爭議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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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州的立法機關選擇不承認法院駁回對同性伴侶關係予以正式

法律上保障的判決，而立法制定正式關係，例如：Domestic Partnership、

Civil Union。此外，部分地方行政機關也設法制定保障同性伴侶權利的相

關法令。可以看到美國政治部門回應選民訴求的部分，礙於選民的壓力以

及政治氛圍，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的建立透過政治部門，獲得正面的成

果。同樣地，不再捍衛 DOMA 正當性的主張也從政治部門開始運作，逐

漸擴展影響層面至各州。 

一直要到 2003 年麻州最高法院明確宣判州只授予異性夫婦婚姻是違

反憲法尊重個人自主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指出同性伴侶有結婚的

權利。然而，麻州的這一個判決引發一連串的效應，後續其他主張同性婚

姻合法的州，開始有具體司法或者政治行動。部分州或者城市展開積極的

行動，Pinello(2006)則提到舊金山市長公開頒發同性伴侶結婚證書，倡導

同性婚姻合法者認為麻州判決是朝同性婚姻合法化邁進一大步。這卻使主

張反對同性婚姻陣營提出同性婚姻無效的訴訟，公眾對於麻州判決有不同

的態度取向，非完全贊同同性婚姻合法。礙於制度，聯邦無法提供同性伴

侶婚姻權利之際，州憲法或者州的行政機構是否可以提供同性伴侶在婚姻

權中比照異性伴侶所可以享有的權利部分。政府部門沒有限制人民進入婚

姻制度的權利，因為婚姻是人類積極權利的一部分，國家不能剝奪任何公

民之基本權利。 

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者認為生育與養育子女是婚姻的目的之一。時至

今日，傳宗接代不再成為進入婚姻的目的，那麼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

符合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範圍，成為主張同性婚姻合法化論述者的疑慮。

異性夫婦尚且不願意生育，國家也未限制這樣的異性夫婦婚姻狀況不合法；

況且同性夫婦非不願意擁有下一代，而是受到法令限制。一旦同性伴侶婚

姻存在事實未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雙方無法獲得合法關係下，即無法獲

得權利保障，那麼儘管擁有子女，其子女也無法獲得基本權利。 

美國聯邦政府在聯邦最高法院尚未作出最終判決情況下，暫時對於賦

與同性伴侶婚姻權的實際作為持保留態度。相較聯邦政府的無積極作為，

各州對於同性伴侶的婚姻權利則相對積極，不論是反對或者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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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各州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合法修正案 

州別 年份 投票支持% 標題 修訂內容(擷取) 
阿拉斯加州 1998 68% 2 號公民投票議

案、42 號聯合決
議案 

婚姻只存在於一
個男人和一個女
人之間，方為法
律上有效並獲本
州承認 

內華達州 2000、2002 69.6%、 
67.1% 

內華達州 2 號議
案 

只有一個男人和
一個女人之間的
婚姻，才可獲本
州承認並為有效 

密西西比州 2004 86% 密西西比州 1 號
修正案 

婚姻只有存在於
一個男人和一個
女人之間時才可
在本州成立並為
法律上有效 

密蘇里州 2004 72% 2 號憲法修正案 婚姻只存在於一
個男人和一個女
人之間，方為法
律上有效並獲本
州承認 

蒙大拿州 2004 67% 蒙大拿州 96 號
創制案 

只有存在於一個
男人和一個女人
之間的婚姻，才
在本州為有效，
並被本州承認為
婚姻。 

奧勒岡州 2004 57% 奧勒岡州 36 號
公民投票議案 

只有存在於一個
男人和一個女人
之間的婚姻，才
在本州為有效，
並被本州合法承
認為婚姻 

科羅拉多州 2006 56% 科羅拉多州 43
號修正案 

只有存在於一個
男人和一個女人
之間的婚姻，才
在本州為有效，
並被本州承認為
婚姻 

田納西州 2006 81% 田納西州 1 號修
正案 

建立一個男人和
一個女人之間的
伴侶關係的歷史
制度及合法契約
係為本州唯一合
法承認之婚姻合
同 

亞利桑那州 2008 56% 亞利桑那州 102
號提案 

只有一個男人和
一個女人之間的
結合，才在本州
為有效，並被本
州承認為婚姻 

加州 2008 52% 加州 8 號提案 只有存在於一個
男人和一個女人
之間的婚姻，才
在加利福尼亞州
為有效，並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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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尼亞州承認
為婚姻 

密西根州 2004 59% 密西根州 04-2
號提案 

該州立法禁止同
性伴侶結合的任
何形式 

維吉尼亞州 2006 57% 馬歇爾-紐曼修
正案 

該州立法禁止同
性伴侶結合的任
何形式 

   資料來源：http://www.hrc.org/ 

   表格：作者自繪 

 

從【表 3-4】可得知，各州民眾、司法部門基於聯邦憲法中對婚姻的解

釋，強調由一男一女組合而成方為有效婚姻。因此，主張同性婚姻合法的

州在賦與同性伴侶婚姻權的保障上，較傾向賦與市民權利或者普通法的權

利。儘管 Civil Unions 或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制度被質疑仍存有歧視同

性伴侶的意涵，卻也是美國各州在不願衝擊現有婚姻制度的情況下，一種

過渡性的權利保障制度。然而，實際運作過程中，主張同性婚姻合法的團

體，則認為 Civil Union 和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制度儘管可以稱為準同居

關係，在權利保障方面雖近似婚姻，卻仍和婚姻有所差別，主要在於： 

(一)基本權利義務關係 

在法律制度上，以聯邦層級與州層級而言，婚姻的權利與義務，有一

體適用的標準，在聯邦與婚姻相關的權利保障項目有 1000 多項，分別分

散不同領域中。而各州不同形式的同性關係與聯邦的婚姻法有一定程度的

差異，並不適用於聯邦保障對象範圍。就以州層級的 Civil Union、Domestic 

Partnership 等等合法同性關係，這些分屬於不同州所賦予的權利與義務，

是符合該州特有需求而產生的制度，州的制度在適用對象上各有其規範，

部分開放對象為僅為同性伴侶、異性伴侶或者兩者兼及。 

(二)權利適用對象 

就婚姻關係而言，保障夫婦的法律規範領域是廣泛的，一般所知有繼

承權、重大決定代理權、離婚程序保障、子女監護與探視、相關保險、納

稅、借貸租賃等等，在確定建立合法婚姻關係後自然成為適用對象。然，

準同居關係成立，部分權利的獲取例如保險等仍以同性伴侶工作雇傭契約

而定，雖各州所行法規通常也有職場反歧視法，但能保障同性伴侶所應享

有的權利自然無法和婚姻關係中的伴侶相比擬。卻也有市政府單行法規中

規範同性伴侶與已婚異性夫婦享有相同關係，如：紐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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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合法關係主體 

同性伴侶建立合法關係的模式，除卻 Civil Union、Domestic Partnership

等關係之外，目前美國已有麻州、佛蒙特州、紐約州等州相繼通過同性婚

姻權利合法，然而對聯邦與其他州法層次尚未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婚姻建

立僅適用異性伴侶。另外，準同居關係，准許同性伴侶成立則有加州、新

紐澤西州等。 

在法律觀點上認為同性婚姻、Civil Union、Domestic Partnership 等都

非屬於聯邦層級的權利保障，同性婚姻或者類似婚姻形式的同性伴侶結合

到目前為止，美國聯邦尚未賦與等同異性婚姻的權利保障。同性伴侶或異

性伴侶在選擇婚姻上各持理由，但都希望藉由「婚姻」制度去表達愛與承

諾，且透過制度保障婚姻中應有的權利與義務，試圖彌合因為制度設計所

帶來的不平等。 

(四)司法承認 

以婚姻而言，不管是美國或是其他司法管轄區，在司法承認上，是自

然生成建立的關係。儘管，麻州等州准許同性婚姻，但礙於聯邦層級未明

確承認同性婚姻屬於憲法保障權利，故，承認州層級的同性婚姻極具爭議。

而，州層級的同性婚姻一旦跨越其他司法管轄區域，其法律效力仍屬各國

裁量範圍。 

就美國的狀況分析，各州對同性婚姻的態度與傾向各異，即使願意賦

予同性伴侶婚姻權的保障，那麼實行的模式也因各州立法機關因地制宜的

法律特性而有所差別，可預見的是須面對法律名稱不同其效力相容性的問

題。此外，州法院的判決主張以及州政府法令在聯邦層級適用性爭議，無

法擺脫聯邦 DOMA 法中對「婚姻」的定義26，州層級的同性伴侶正式共同

居住關係，也僅適用州憲法下保障的權利與義務，聯邦層級的權利與義務

的保障則是受限。 

簡言之，Windsor 案判決對各州所引起的後續效應，似乎使部分傾向同

性婚姻合法的州加速立法或者公投行動，這對於同性伴侶而言是一種尊嚴

                                                      
26

 因聯邦政府所制定的 DOMA，各州在主張維持傳統婚姻的狀況下，透過立法機關制定所謂的

mini-DOMA 屬於州層級對婚姻定義的規範，因此儘管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婚姻不再僅適用「一男

一女」，卻也無法禁止州的 mini-DOMA的法律效力。See Deirdre M. Bowen , Windsor’s Purgatory: 

State DOMA’s Can’t Stabilize Straight Marriage, But They Can Still Prevent Gay Marriage, 91 Denver 

University Law Review Online 25, 2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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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承認，具重大的指標。Windsor 案是對行政機構剝奪人民權利所提出

的訴訟，而最終判決 DOMA 違憲，則意味國家賦予同性伴侶在人性尊嚴

上的保障(Ben-Asher, 2013 : 28)，因為尊嚴的平等性不能因為性傾向而有所

差別。 

綜觀上述，三個聯邦最高法院在同性權利保障的司法判決，其脈絡呈

現出美國同性戀者在爭取權利保障過程所面對的挑戰。美國法制長時期以

來，對於同性戀者群體態度是漠視的，不論是個人私生活或者公眾場合可

以看見的是來自於不友善的眼光，甚至是制度性上的偏見。經由社會運動

扭轉大部分民眾對於同性戀者負面印象，以及司法判決開啟歷史上未提及

的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範圍。雖 Bowers 案判決形成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的黑

暗時期，卻也打開司法界、學界、民眾開始關注同性戀者的權利，經過不

斷的論辯後，同性戀者的權利逐項獲得合法保障之際，仍可見涉及制度性

的婚姻權遲遲未有具體明確的說明，這是 Windsor 案判決之後可以推測同

性婚姻權利依舊存在爭議，對於同性戀者平權而言，始終未真正達到平等

的地位。 

有關州層級在同性伴侶獲得何種樣態的共同居住關係，是等同婚姻權

利、義務或者近似婚姻權利、義務，將於第四章中進行探討。 

貳、歐洲同性婚姻權利之法律爭議─家庭權與婚姻權之爭 

在歐盟儘管立法試圖統一編纂有關家庭法律的條文，但其相關統一性

質的法律卻未真正建立，而是將權利保障留給各國自我設定婚姻的要件以

及限制。歐洲對同性婚姻的論述在 Maastricht Treaty 之後所整合的歐盟有

了較為一致性的論述，進而傾向制訂統一法律進行規範。 

同性伴侶取得正式共同居住關係或者合法婚姻權，近年來成為歐洲人

權保障受矚目的議題。在歐洲不時可以看到對同性戀者的暴力行為，各國

卻無法有效制止同性戀者受暴力攻擊的現象，部分國家對同性戀者有政策

上的歧視，例如 2013 年波蘭下議院拒絕授予同性伴侶 Civil Union 制度合

法化、俄羅斯也在同年由總統簽署禁止同性戀法案。由於歐盟各國歷經人

口組成的變遷，特別是德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新生兒出生率降低、

結婚率降低、離婚率增高的趨勢，使個人人格發展與自我實踐成為社會認

可的價值。表達自我意識，是完善人格發展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人性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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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價值。 

事實上，婚姻制度由歷史的角度來看，是一種選擇配偶的權利，是經

過雙方同意後所做出共同組織家庭的選擇，不應該讓種族、性別的不同影

響自由選擇的權利(Bribosia &Isabelle& Laura, 2014 : 2)。此外，婚姻法是提

供以性別平等基礎為主，讓在這個制度中的兩人，可以相互扶持，排除同

性伴侶在婚姻制度之外是違反法律平等原則。歐洲在有關同性婚姻權利的

法律爭議，因為歐洲國家林立，無法一一詳細敘述各國在法律上涉及同性

婚姻權利的部分。另外，就文獻分析閱讀上的限制， 僅以時間點在歐盟

成立後，歐洲法院的司法判決為探討。 

歐洲有關同性婚姻權利的司法判決，各國司法部門皆有其主張與立論，

在無法一一詳列之下，僅選擇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做一統整性的分析。

其次，歐盟成立後對其會員國司法上、立法政策上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而歐洲法院與歐洲人權法院之間的判決效力，則以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效

力凌駕歐洲法院，故選擇歐洲人權法院判例作為爬梳歐洲司法判例的主軸。

最後，要提出說明的部分在於歐洲人權法建立時間已久，欲加入歐盟國家，

則先要通歐洲人權公約的前提下，各國承認歐洲人權公約的成為約束國內

法的效力對於各國是逐步形成，非同一時間通過歐洲人權公約效力的肯認，

所以在歐洲人權法院的私法判決上，僅採通說的方式，無法一一將個案做

一說明。 

歐盟法的基本權利，最初是歐洲法院約束行使公權力之歐盟機關所發

展出來的；而後，歐洲法院認定各會員國於某些特定情況下，也受歐盟法

基本權利之約束(陳靜慧，2009：163)。歐洲法在人民權利或義務方面可以

直接作為各會員國依法的準則，不需各會員國重新立法確認法律效力，則

可以對會員國產生規範的效力。同性婚姻權利產生爭議的部分在基本權利

的部分，透過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涉及同性婚姻的婚姻權、家庭權規範

所產生的爭議做一探討。 

一、婚姻權：消極的禁止同性婚姻權利原則 

歐洲人權法院在 2010 年對 Schalk and Kopf 
27提出同性婚姻案件做出

具體的判決，締約國沒有義務提供同性伴侶婚姻權，因此奧地利並未違反

                                                      
27

 Eur. Ct. H.R., 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 Appl. No. 30141/04, 24 Jun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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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公約》。然而，歐洲人權法院的對於婚姻相關案例的判決，會

隨個案而有所不同，對於婚姻的判決中，並未將對象侷限於異性伴侶

(Bribosia, Isabelle& Laura, 2014 : 3)，其中不能違反的是禁止歧視原則，限

制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或者組織家庭是否已違反禁止歧視原則。 

《歐洲人權公約》第 12 條規定，已屆適婚年齡的男女有權利進入婚姻

與組成家庭，規定中並未具體陳述何種組合樣態可以進入婚姻與組成家庭，

是一種類似性別中立的規範用語。而事實上，對於《歐洲人權公約》中較

模糊的用語，已經在先後在 1986 年 Rees v. UK
28與 2002 年的 Goodwin v. 

UK
29中除卻模糊空間的障礙，確立締結婚姻適用主體對象的規定限定在

「年齡」與「異性」為要件，成為法律層面排除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規範。 

在此，歐洲人權法院於 1986 年的 Rees v. UK 中，Rees 控訴英國法律侵

害婚姻權，主要是因為 Rees 的原性別為女性，在變性成為男性後，英國不

核准其結婚的申請。另外，然而，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認為英國法律並無

違反公約第 12 條中的情形，主要基於各國有權決定同性或者變性人為法

律主體的婚姻適用情況，同時也未違反第 14 條禁止歧視的規定(許耀明，

2008：645)。故，英國法院的判決並未違反歐洲人權公約。英國將婚姻適

用對象限於「異性」是基於生物觀點，認為由異性組成的婚姻足以建立家

庭，同時提供家庭中重要的生物性功能，即延續下一代，這是基於生物學

上的論述。 

另外，歐洲人權法院傾向將同性伴侶是否具有婚姻權或者其他共同生

活關係，係屬公約第 8 條保障私人生活領域範圍，非歸屬第 12 條的結婚

權範圍。而有同居事實，或者其他合法共同居住關係，是否也可以成為婚

姻的要素，歐洲人權法院將共同居住事實、生殖與婚姻不必然存在一定關

係。歐洲人權法院認為結婚的必要條件，永久同居的事實非其要素之一，

但附加論述「同居事實為組成家庭不可或缺的部分」(許耀明，2008：647)，

顯然組成家庭必須要有共同居住的事實，方可以建構家庭。 

最後，假設法律僅以其他形式的關係建構保障同性伴侶共同居住的合

法性，而將其排除在婚姻制度外，是否涉及歧視性的差別待遇。Mara 

Estevez v. Spain(許耀明，2008：653)的判決，說明歐洲人權公約中，並未

                                                      
28

 Rees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 No. 9532/81, 17 October 1986. 
29

 Christine Goodwin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 No. 28957/95, 11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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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體的法律規範同性伴侶的婚姻權，歐洲人權法院則將其權限歸屬於各

國立法。 

二、家庭權：保障同性伴侶共同居住的事實 

組成家庭，歐洲人權公約第 12 條明確規定「組織家庭」之權利，第 8

條中也有關於「家庭生活」的保障。依照歐洲人權法院在相關案例的判決

中指出，國家必須提供適當的方法，以確保「相關利害關係人得以保持正

常之家庭生活(許耀明，2008：643)。透過一種制度，達成自我實現的目的，

是一種權利形式，由國家擔保該權利獲得保障。歐洲人權公約中說明其主

要包含兩個要素，第一，「有效之親子關係存在」(un lien de parenté auquel 

s’ajoute une relation effective)，公約中提到親子關係不限於因婚姻而生的親

子關係，而是包含祖父母與孫子女的家庭生活，縱使解除婚姻關係後，父

母與子女的關係也包含在此。其次，「無親子關係」(l’effectivité de la relation)

下構成和法的家庭權，則必須透過「有效關係」的成立。最後，要說明的

是歐洲人權公約下家庭權，並未指涉家庭團聚權30。 

由家庭組成的必要條件看來，有穩定的居住事實則可以共組家庭。過

去對同性伴侶組成家庭是由尊重私人選擇生活的觀點論述，因歐洲社會觀

念的改變以及同性伴侶組成家庭增長的趨勢，進一步各國提供同性伴侶共

同居住關係的法律保障有逐漸增加的事實情況下(Bribosia、Isabelle& Laura, 

2014 : 8-9)，歐洲人權法院意識到現況的變化，提供同性伴侶組成家庭事實

的肯認。在 P.B. and J.S. v. Austria
31中，法院重申同性伴侶營造一個穩定共

同居住的事實，是屬於家庭的概念，家庭的樣態不限於異性伴侶所組成，

各國也建立不同形式的保障制度，藉以推論法院提供一種積極義務，對多

元家庭樣態至少提供一定程度的權利保障。同性伴侶是否擁有合法的家庭

權，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由家庭生活之維持保障角度出發，仍以維持傳統

的配偶定義，卻將同性伴侶關係或者同居歸屬於「私生活」保障的觀點(許

耀明，2008：653)，雖間接限制同性伴侶共組家庭的合法性，但也提供私

                                                      
30

 許耀明(2008)一文中指出，家庭團聚權，歐洲法院對其的解釋為人員自由流通的具體原則。是

有關歐盟下的移民與居住政策，歐盟法中第 63條第 3項有關各國移民與居住政策，賦予歐盟會

員國國民自由進入他國領土與居住其內的規範，進而與其配偶或家庭成員團聚之權利。根據新的

歐盟法規定，對配偶之定義也涵蓋登記伴侶與其他正式共同居住關係的部分。然而，是否指涉同

性伴侶則須視歐洲人權法院的規定。 
31

 Eur. Ct. H.R., P.B. and J.S. v. Austria, Appl. No. 18984/02, 22 July 2010, §§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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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自主選擇的保障。然而，在回應同性伴侶人權的需求，則將立法權

留給各國，增加各國立法的彈性空間。 

人權保障是一個動態的權利概念，過去未曾發生的同性婚姻權利爭議，

卻因個人自主權以及自我權利保障意識的盛行而受到矚目，各國對同性婚

姻權利保障爭議也顯示出一種動態漸進式的權利賦予，即便合法與否的爭

論不斷，卻不能忽略同性伴侶組成家庭既存的事實。未來，《歐洲人權公

約》以及歐洲人權法院可以朝透過個人權利而非集體權利賦予，降低對各

國政治上的衝擊，也落實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具體保障。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現今仍存高度爭議的情形下，卻又不可偏廢人

權保障重要性時，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發展出保障同性伴侶相關權利的非婚

姻模式，提供同性伴侶與異性配偶相似的共同關係權利、義務。一方面可

以減緩對現有傳統婚姻制度的衝擊以及挑戰社會價值的困境；另一方面，

可以提供實質權利，使同性伴侶不會被排拒在合法權利義務之外，落實形

式與實質平衡共存的制度。 

歸納上述各節分析可知歐美在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的背景、權利保障發

展的進程以及法律爭議。對歐美國家而言，因其文化與國家發展過程中深

受天主教、基督教影響，後因民主體制的發展，宗教教義對政治的影響力

逐漸降低，卻也內化成為文化價值與生活習慣。故，大眾對於同性關係的

認知來自宗教自然持反對立場，時間將宗教內化成生活習慣，卻也將人權

保障意識帶入生活中，透過一系列的倡議運動，民眾認知與同性戀者群體

自我覺醒。進而挑戰現有婚姻制度排除保障同性伴侶的爭議，包括同性婚

姻是否為公民權利、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是否有合法化的必要性，以及

是否抵觸宗教信仰。歷經逾 10 年的論辯，不論是美國，其政府部門無法

枉顧同性伴侶所提出的主張與訴求，進一步的具體作為大致上的脈絡為：

政治部門在同性婚姻爭議其態度由反對到積極立法，而司法部門相較政治

部門無須立即回應民眾的訴求，其態度與立場則是由反對到觀望，是呈現

較消極的作為。 

至於歐洲部分，多數國家在處理同性婚姻的爭論上，多偏向政治議題

來操作，政治部門的做法與美國相似，由反對到積極立法，但保障模式則

多樣化，不僅限於「婚姻」；然而，歐盟與歐洲人權公約兩個屋頂架構，

對歐洲各國未來授予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是否具有約束力，以及歐盟和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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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公約本身是否支持同性婚姻，是值得後續觀察。而歐美各國的經驗與

制度發展時間較早且制度保障日趨完善，將來都成為我國面對同性婚姻議

題可茲借鏡取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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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美同性婚姻權利保障模式之分析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爭議，可分為制度化與非制度化。制度化的部

分所衝擊的是憲法中的婚姻制度，造成憲法制度的爭議，本章節將探討同

性婚姻權利合法爭議對歐美婚姻制度層面上的衝擊。另外，同性伴侶所組

成的同性家庭法律制度所應提供的實質與形式上的保障。儘管 2013年 6

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 DOMA 法是否違憲作出最終判決；然而，細看

判決內容僅就 DOMA 對婚姻的定義為一男一女的組合做出違憲判決，提

出婚姻適用對象不應該限制在一男一女，卻未對同性婚姻合法做出具體陳

述。並將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交由各州自行裁決，聯邦最高法院仍舊未

對同性婚姻合法與否做出明確的判決。故，仍依各州所制定同性婚姻權利

保障的制度做一分析。再次，歐洲部分，即使歐盟成立，對各會員國有一

定的制約能力；然，就實際運行而言，並非全部歐洲國家皆成為歐盟的會

員國。又，歐盟中的各會員國有各自獨立的司法管轄權項目，歐盟可以干

預的程度有多少，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是否屬於歐盟可以規範的部分成為備

受質疑的部分。 

第一節 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模式之分析─麻塞諸塞州 

多數國家對於同性伴侶是否可以進入婚姻制度，享有婚姻制度中合法

的權利，多數採取漸進式的承認。鑒於美國的法律二元特性，州憲法可以

自主規範婚姻，即使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婚姻定義作出解釋(2103 年 6月之

前，採取 DOMA 的定義，之後其適用對象不再限於一男一女)，卻也不能

干預州對同性婚姻權利的判決。 

各州對於同性婚姻也各持不同的態度，有的州認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

侶相同，不應有所等差，不能將其排除在婚姻制度外；因此，州賦予應有

的婚姻制度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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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美國各州實行州層級婚姻制度的現況 

State  Relationship Marriage 
Equivalent 

備註 

康乃狄克州
Connecticut 

Marriage  2008年州最高法院通
過同性婚姻合法。 

德拉瓦州 Delaware Marriage  2013年議會投票通過。 
哥倫比亞 District 
of Columbia 

Marriage  2009年市議會通過。 

伊利諾州 Illinois Marriage(等候
眾議院表決) 

 2013參議院以表決通
過。 

愛荷華州 Iowa Marriage  2009年高等法院對同
性婚姻合法裁決確立。 

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Marriage  2008年，議會通過允許
外州同性伴侶在本州結
婚。 

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Marriage  議會提案通過，2013 年
SSM生效。 

緬因州Maine Marriage  由公投通過同性婚姻合
法。2012年 SSM 生效。
之前的同性合法關係為
Domestic Partnership。 

馬里蘭州 Maryland Marriage  由公投通過同性婚姻合
法。2013年 SSM 生效。
之前的同性合法關係為
Domestic Partnership。 

新罕布夏州 
New Hampshire 

Marriage Yes 2009年議會通過。 

紐約州 New York Marriage  2009年，法院通過其他
地區同性伴侶，享有異
性婚姻的權利。議會通
過。 

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 

Marriage  2012年承認州外同性
婚姻關係。2013 年議會
通過，而之前的同性合
法關係形式為 Civil 
Union 

佛蒙特州 Vermont Marriage Yes 2000年，Vermont 州長
簽署Civil Union同性伴
侶合法關係，是一種同
性伴侶關係的新法律。 
2009年立法機構正式
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
化，是第一個由州議會
投票表決通過。 

華盛頓州
Washington 

Marriage  由公投通過同性婚姻合
法。2012年 SSM 生效。
之前的同性合法關係為
Domestic Partnership 且
視同婚姻關係。 

資料來源：Hertz, Attorney Frederick with Attorney Emily Doskow(2009), Making It Legal: A 

Guide to Same-Sex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s& Civil Unions, U.S.A: NOLO.以及 

http://www.hrc.org/files/assets/resources/marriage_equality_10-2013.pdf 

表格：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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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來看目前美國各州採用同性婚姻的現況，就麻塞諸塞州(以

下為行文方便而使用麻州)而言，並非一開始就主張賦予「婚姻」制度，經

由不斷的論辯過程爭取而來的合法化，是回應同性伴侶對婚姻的需求。 

就以麻州允許同性伴侶婚姻權利合法化的歷程，可以看到麻州保障同

性伴侶婚姻權，卻非完全等同聯邦政府所實行的婚姻制度，仍有部分權利

麻州政府並未賦予同性伴侶。 

壹、麻州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 

麻州，在公眾範圍和政府部門對於是否公平賦予同性戀者與其家人合

法權利保障，爭議一直存在；然，基於平等保障原則，政府部門是否應該

更進一步制定相關法律，達成保障同性戀者的訴求。 

一、麻州同性戀者權利法制 

同性戀者在爭取合法權利保障的過程，面對的是來自公眾質疑與不信

任，如何降低公眾對同性戀者負面刻板印象是首要目標，進一步獲得法制

上的保障則是對同性戀者身分的認同。麻州憲法中有關人權保障法令：所

有人生而自由且平等，這些是與生俱來的，是必須且不可剝奪的權利，更

不可因其性別、種族、膚色、信仰而有所不同。以人性尊嚴的角度出發，

性別傾向的選擇出於個人自主權的一部分，擁有完整的個人自主權，成為

人性尊嚴的一部分。在麻州倡議保障同性戀者權利經驗上，政府部門的回

應，展現出公眾意見在公共議題上的效力，促使政府部門正視該族群權利

的保障，可以呈現在： 

首先，麻州立法機關在 1972 年制定在職場與家庭方面對於禁止歧視的

法令1，爾後數年間保障同性戀者權利在麻州成為一個受矚目的公共議題；

禁止具有仇恨性言論與行為的產生，立法機關修正法律規範中存在對性別

傾向的歧視，同時也禁止學校、政府機關有類似以性別傾向為基礎的分類。

1980年，法院判決「性傾向」不能成為限制領養孩童的原因；在此之前，

法院針對同性伴侶領養孩童的部分最主要依據的是以孩童福利為基礎，特

別援引「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以其標準檢視父母的傾向與行為，對象包

含異性伴侶，以期降低對孩童的傷害2
(Bonauto, 2007 : 5-6)。此後，遂以「子

                                                      
1
 Acts of November 15,1989, chap.516,§19,1989 Mass. Acts 796, 803. 

2
 Bezio v. Patenaude, 410 N.E.2d 1207, 1215-16(Ma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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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最佳利益」為標準，提出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論述。 

其次，1993 年麻州法院規範允許共同收養是在一種依據已存在的法令

(是一種非憲法的規範)，是一種法定「事實上」的父母身分。然而，這樣

的認定標準引起主張同性戀者權利保障陣營的反對，其所謂「事實上」父

母的身分勝過「實用性」父母的考量，這讓離婚的夫婦依舊與孩童維持原

有的親子關係。而後，在 1998 年3，麻州最高法院進一步規範未婚者，可

以透過約定在建立合法婚姻關係後，同時建構與未有血緣關係者合法的親

子關係。 

二、麻州政府對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回應 

同性婚姻權利持續成為論辯的議題，政府部門有作出回應的必要性。

最初，麻州政府在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態度立場上傾向禁止婚姻權利擴展

至同性伴侶，對於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主張，麻州透過發動公民投票

修改憲法與否認同性伴侶可以擁有與婚姻相關的權利。該修正案無疑是對

立法機關、行政部門、法院在同性婚姻權利賦予上產生一定的限制效果，

導致修法通過同性家庭權利遭受損害。 

麻州政府駁回同性伴侶有進入婚姻的申請，主要爭議之處為： 

(一)同性夫婦不能生育 

婚姻制度中重要的部分在於組織家庭。家庭的建立，其核心價值之一

在繁衍下一代，在自然生殖的需求下，一男一女的組合成為婚姻制度的條

件。然而，麻州法院提出不同的見解，繁衍下一代未必是婚姻制度重要的

條件。婚姻中不可或缺的條件是雙方相互間的承諾。另外，生殖科技的進

步，在建構完整法令的情況下，開放同性伴侶擁有與自己血緣相關的子女，

並非不可能。 

(二)同性婚姻不利子女成長 

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者認為，同性婚姻一旦合法會對傳統家庭、

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在「親子」的部分，由同性伴侶組合而成的家

庭，首先，要面臨自然繁殖下一代的問題；其次，即使法令解決非自然繁

衍的問題，進一步將是「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無法提供孩童完整的成長

環境，打破傳統家庭中對性別角色的定位、分類。最後，提出反對同性伴

                                                      
3
 Wilcox v. Trautz, 693 N.E. 2

nd
 141,147(Mass. 1998). 



第四章 歐美同性婚姻權利保障模式之分析 

131 
 

侶進入婚姻制度在於維持傳統婚姻制度的運行與價值。 

法院認為政府無法證明同性婚姻對子女的成長會產生不利的狀況；其

次，禁止同性婚姻不表示異性夫婦所建立的家庭提供孩童最佳的成長環境，

更不能證明禁止同性婚姻將增加為撫育子女而結婚的異性婚姻數量，更無

法推定異性婚姻下一定會有好的父母。事實上，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使得在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孩童，無法獲得合法權利的保障。 

(三)同性戀不需要婚姻保障 

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持反對態度者認為同性之間呈現較不穩定的關

係，不需要婚姻制度限制彼此的關係；確實「婚姻」制度，部分同性伴侶

本身也認為是一種異性主流價值的型塑，一旦冠上傳統「婚姻」將失去同

性族群的異質性，無法展現多元社會中存在的差異性。法院認為政府無法

證明同性伴侶對於婚姻的需求較低，甚至不需要婚姻制度的保障。因為「婚

姻」涉及權利保障，在經濟或利益的需求上，在憲法平等保障前提下，同

性伴侶不應被排除在合法權利保障適用範圍之外。 

另外，有關提供同性伴侶與異性配偶相同的婚姻權利，將會降低異性

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意願的論點。法院指出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並不會減

損異性婚姻的尊嚴、效力與權利，且強調：「麻州《憲法》保障全民的平

等與尊嚴，禁止創造次等公民(second class citizens)」。結婚率的下降，與個

人發展與規劃有關，社會型態的轉變使個人自我發展的過程中，婚姻不再

成為必然實踐的目標。同時，在已實施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國家，如北歐

也未有具體數字顯示，影響異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意願，同性婚姻權合

法是主要因素。 

麻州政府面對爭取同性婚姻權利過程中，在透過不斷反覆論辯，漸漸

扭轉公眾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印象，藉此匯聚公共意識成為政府開放同性伴

侶進入婚姻的強大後盾。進一步主張同性伴侶無異於異性伴侶有追求幸福

的平等權利，藉此考量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可能性，由此可知麻州政府對

同性婚姻權利持較開放的態度。惟，直接將婚姻權利延伸至同性伴侶，其

產生的後續效應以及各界的反對，使麻州政府採取具有過渡性質，以替代

「婚姻」制度的模式，即建構與婚姻平等的 Civil Union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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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等保障的落實？─Civil Union制度的建立 

在麻州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者，認為法院對同性伴侶有權進入婚姻

制度的判決衝擊「家庭價值」，而強調一男一女的婚姻模式方符合社會需

求。然，同性伴侶存在是事實，如何回應同志群體的訴求與主張，同時也

能符合憲法價值的方案，進而在制度上有了 Civil Union 同性關係合法模

式。 

在憲法保障人民權利原則中，國家與法律應保障所有人權利平等，不

應個人條件產生權利保障的差別，同性伴侶無異於異性伴侶，皆適用憲法

的法律保障主體。若僅因其性取向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有所不同，即無法獲

得權利保障，則違反憲法平等保障原則。政治部門對於「婚姻」制度普遍

由歷史與傳統的觀點為基礎，認為制度的形成經過一定時間的積累，必定

是大眾所習以為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綜觀西方

歷史與傳統並未有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法規出現，此為政治部門拒絕

核發同性伴侶婚姻證書的原因之一。 

因此，麻州選擇以漸進的方式，是為了防止法律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

衝擊現有傳統婚姻制度以及制度改革所帶來一連串的影響；故，麻州的立

法機關參考佛蒙特州所實行的 Civil Union 制度，同樣設立保障同性伴侶共

同居住關係以及權利、義務，但非使用「婚姻」的稱謂。同性伴侶在 Civil 

Union模式下，雖享有實質近似婚姻的權利，仍舊可以由制度名稱看出不

平等之處。麻州立法機關制定 Civil Union 制度，透過該制度保障同性伴侶

擁有合法的婚姻權利與義務，僅在名稱上不使用「婚姻」，這被視為一種

妥協下所產生的制度。 

貳、同性婚姻權利的進一步─Goodridge v. Mas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2003年，麻州最高法院判決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是違反州憲法中，

有關「正當程序」和「平等保障條款」的原則，且將婚姻概念由以往「只

限於一男一女的結合」，重新解釋為「兩個人作為伴侶自願的結合」。 

一、Goodridge v. Mas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麻州在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論上，圍繞在州最高法院對 Goodridg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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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4判決的爭議一直存在，特別是影響美國聯邦在

婚姻的判決先例。但 Goodridge 一案的裁決具有明確性的意義，因首開美

國同性婚姻權利的先例，其核心所涉及的是法治的觀念。圍繞法治觀念的

爭點在於立法部門與司法部門之間的權限爭議，各部門是否逾越職權，而

威脅到法治體系的運作，尤其對於司法部門權限的質疑。其次，判決的內

容成為日後相關案件裁決中引用的例證。同時，也挑起社會與法律之間的

問題，事涉部分為民權、社會正義，是針對少數群體與廣大無形中所存在

的「不同」的部分。因為，社會傳統的建立是植基宗教、文化、法律、政

治，儘管同性戀權益在法律上非創新的議題，而同性婚姻權利對於法律卻

是一項權利的創新，而引發不同價值觀的論辯。 

(一)案件背景 

2001年 4 月 11 日，Gay and Lesbian Advocates and Defenders (GLAD)

代表七對同性伴侶對麻州行政部門提起訴訟，主要在於行政部門剝奪其婚

姻權以及相關親子權。Judge Thomas 在判決中提到「同性伴侶應向立法機

關提出進入婚姻制度的需求，而非向法院提出訴訟」，隨後提到「立法機

關在法律制定上否決同性婚姻權利的立法，捍衛傳統婚姻制度主要為生育

的考量」。強調生育為婚姻主要目的，維持傳統婚姻制度，限制婚姻適用

對象為異性，這是合理的立法，因為同性配偶無法以生物方式孕育出同時

屬於雙方的下一代，故，婚姻制度僅限適用於「一男一女」。原告不服該

判決而上訴麻州最高法院，認為法院裁決反對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是違

反自由、平等保障原則。 

(二)案件爭點 

Goodridge 案的爭點在於，原告主張該案涉及平等保障與正當程序原則，

故，應適用嚴格審查基準。麻州政府則主張適用最寬鬆審查基準。法院認

定系爭審查基準，不論是以正當法律程序或者平等保障原則，皆無法適用

較嚴格審查基準的檢驗。 

(三)案件主要判決 

Goodridge v. Mas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在麻州最高法院判決後

產生州層級對同性婚姻提供合法的權利保障。在 2003年，以 4-3判決排除

                                                      
4
 440 Mass. 30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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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是違反麻州憲法所保障的所有個人的尊嚴與平等，

禁止創造次等公民。 

1.多數意見書5
 

由Marshall 主筆，提到儘管判決是開啟法律問題的爭議，但援引最高

法院在 Lawrence 案中的主張「Sodomy是違憲的法案」判決後，一系列法

律上的論辯。Marshall 提到：「我們關心的是麻州憲法是否提供每一個個人

平等與自由的保障，而非加諸法官個人的道德標準」。Marshall 駁回原告對

法律禁止同性婚姻的論述，提到法律並未明確陳述婚姻適用對象，卻也不

代表立法機關在立法時允許同性伴侶的婚姻權，這源自立法者對婚姻定義

的模糊。 

其次，州的行政機關拒絕核發同性伴侶婚姻證書，是否違反平等保障

與正當程序原則，Marshall主張「麻州憲法禁止政府侵害個人自由的權利」，

無論就平等保障或者正當程序原則進行檢視，「麻州憲法的婚姻政策不符

合合理審查基準的審查標準，因此，也無須以嚴格審查標準作為審查基

準。 

最後，Marshall 在回應被告 Mas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的主張部

分：a.行政部門認為婚姻的主要目的在於生育，為了提供一個利於生育的

條件，故，同性伴侶被排除於婚姻制度。Marshall 則認為將生殖視為婚姻

要素，無疑是強調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的差異，事實上，非婚生子或者已

婚配偶在無延續下一代的情況皆存在。無法作為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的論述。

b.被告主張須提供養育子女的最佳環境，意指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無法提

供子女完整的發展環境。Marshall 認為同性家庭與「兒童最佳利益」之間

不會產生衝突，亦無具體證據顯示同性伴侶能力不及異性伴侶。州沒有權

力因為孩童生長環境而賦予不同程度的保障，禁止同性婚姻反而剝奪同性

家庭中成長子女的權利。c.針對州行政部門主張禁止同性伴侶意在保留州

以及私人有限的經濟資源。Marshall 提到州不能剝奪同性伴侶享有婚姻中

經濟利益的保障，不應該忽略同性伴侶可能有父母或者子女需要照顧，並

且麻州婚姻法的規定中，沒有限制已婚配偶要證明經濟互相依賴，方可享

有婚姻在私人與公共的經濟利益。 

                                                      
5
 參與多數意見書的有Marshall、Ireland、Co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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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Greaney所撰寫的共同意見書中，則提到對於禁止同性伴侶獲

得婚姻許可證，取決於個人的性傾向，這是不合理的。憲法保障應擴展到

每個人，而非特殊群體的部分，麻州憲法並沒有性傾向的歧視，但卻限制

一個人自由選擇配偶的權利，這是憲法法規中不合理的部分。 

2.不同意見書6
 

Cordy 指出立法的建構基礎為可以提供保障、養育子女的兒童最佳利

益原則下，符合州的目的。對於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非考量政府是否侵

害個人自由權，而是有沒有必要改變民事上的婚姻制度。Spina 則主張「個

人不論是受到不平等或者個人自由被侵害都是不允許的狀況，然而，司法

的判決是否讓立法機關因立法而導致社會結構改變。 

(四)案件意義 

麻州最高法院在 Goodridge 案的判決公布後，其所引發的是民眾反對

的後續效應，這些來自公眾的反應不僅僅是麻州，甚至來自其他州反對同

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聲浪四起。案件判決所產生的意涵在於： 

1.麻州本身的影響 

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非僅提供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保障，且反映出

立法與司法機關權限的爭論，後續法律問題開啟麻州的司法爭議。在反對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陣營，已提出訴訟以及推動修訂州憲法禁止同性婚姻。

儘管，最後憲法修正案未通過，卻也可以看出同性婚姻權利所存在的爭議

性。 

2.其他州的影響 

麻州的 Goodridge 判決，對其他州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出現示範性

的效果。特別是對已經正式實行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的某些州而言，州

的立法機關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的回應，部分已著手立法相關程序。此

外，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州，有鑑於 Goodridge 判決可能產生的影響，

衝擊到傳統婚姻制度以及維繫家庭價值的重要性，則進一步透過憲法修正

案禁止同性婚姻合法，從而凝聚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的力量，以當時 Bush

執政時期的政策而言，多數贊成禁止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6
 參與不同意見書的撰寫則有，Spina、Sosman、Co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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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oodridge v. Mas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的後續效應 

麻州最高法院在 Goodridge 的判決後，其所產生的後續爭議，除了同

性婚姻權利合法，所引起社會大眾在該議題上不同光譜兩邊的價值爭議外；

麻州政府機構之間產生不同的反應。 

(一)司法部門職權的爭議 

眾所周知，麻州憲法包含較廣泛的法治概念，其州憲法對於各部門的

運作強調(Duncan, 2004 : 43)：立法部門應永遠不會行使行政和司法的權利，

或其中之一；行政機關從未行使立法權、司法權，或者其中之一；司法應

不會行使立法權和行政權，或者其中之一，到最後可能會變成屬於政府的

法律，而非屬於人民的法律。Goodridge 案的判決是以 Lawrence 多數判決

意見為基礎，正式承認同性婚姻在憲法的地位，進一步使麻州成為美國第

一個承認同性婚姻合法的州。 

代表麻州政府部門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所提出的主張是捍衛傳

統婚姻制度。麻州憲法基於平等與自由原則，提供保障：(1)所有的伴侶應

有平等的能力去選擇與其所愛的人進入婚姻；以及(2)在自由與法律適當程

序下，伴侶可以自由選擇其所要過的生活方式，政府不能剝奪及干涉這些

項目。明確地說，基於州憲法所提供的平等保障與正當程序原則下，婚姻

是一種基本權利；進一步說明，特別提出憲法禁止基於性別、性傾向的歧

視的產生，或隨意武斷的禁止某特定群體享有合法權利。意即，同性戀者

同樣享有麻州憲法上所保障的合法權利，不因其性傾向而有所差異，是立

基憲法平等保障原則。 

首先，在 Goodridge 案，麻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將合法婚姻權利的適用

對象延伸至同性伴侶，該裁決一出引起不同的反應。最高法院的判決所引

起的爭點在於是否有權將婚姻權利擴展至同性伴侶，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因為制定婚姻權利法規是隸屬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沒有權力作出授予同性

伴侶婚姻權利。 

其次，麻州最高法院對 Goodridge 案的判決是非常不透明的，未援引

任何法律理論作為訴訟基礎。然，實際上婚姻權利是屬於個人自由與自主

權的部分，法院引用平等保障標準與正當程序保障條款，卻未說明判決是

基於何種標準，導致司法判決不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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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門的角色是解釋現行憲法規範，不能單純將違憲疑義，以期待

立法者做為而予以推卸，其職責在落實憲法中保障人民權利的部分；既然

現行法規的運作出現疏失，那麼司法除謹守權力分立原則外，進一步要有

積極作為，以彌合法律與社會之間的鴻溝。司法不應該由保障人民權利主

動角色上退縮，法院做出判決的正當性並非來自這各機關本身，而是因為

判決讓憲法條文產生具體的效力，法院站在保障人民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

更應該有積極的動作，不因案件本身具有爭議性，特別是來自政治上的爭

議而不執行司法的職責。 

針對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範圍與效力而言，州法院對於該州憲法解釋

是最終權威機關，但不表示該法院有權忽視聯邦憲法對於類似條款之解釋

意見。其主要原則在於，聯邦憲法提供人民權利最基本保障，州憲法雖不

得低於聯邦憲法之保障，卻可以提供較高的保障(張宏誠，2011：161)，故

麻州最認為應將婚姻權的適用對象擴展至同性伴侶，而主張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 

(二)政治部門的回應 

同性戀者在政治領域屬於弱勢的群體，在社會大眾對於「同性戀」仍

存有一定程度負面印象下，代表同性戀者群體的參選人較難脫穎而出。理

論上，同性戀者並未被否認其政治上的投票權，亦未出現被奴役的現象；

然，事實上卻仍不時出現同性戀者在某些平等權利的投票中被排除的現象

(就科羅拉多州憲法增修條文第 2條，即否認同性戀者受到地方在就業、房

屋租賃上的平等保障範圍) (Nussbaum ,2010 : 35)，代表同性戀者被剝奪追

求幸福的權利。 

麻州原有設置保障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的 Civil Union，是經由立法

途徑反映同性伴侶的需求7，是逐步授予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近似的婚姻權

利，建立該制度的目的除提供同性伴侶權利之外，冀希藉由該制度降低對

傳統婚姻制度的衝擊，顯示出立法機關對同性伴侶權利需求的回應。實際

上，該制度所提供的實質權利並未完全等同異性配偶，制度反而型塑同性

伴侶次於異性伴侶的印象。 

在同性婚姻權利爭議上，支持、反對的光譜上會隨時間、空間的不同

                                                      
7
 440 Mass. 12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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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變化。面對保障同性伴侶基本權利行使的必要性，政府部門無法拒

絕這樣的訴求，在 Lawrence 案的判決後結束 Sodomy法並表示支持同性伴

侶的權利，進一步主張同性婚姻合法的判決，這些是政府強迫民眾支持的

作為。政治部門不應該替人民做出決定，人民有表達反對同性婚姻的自由，

且禁止同性婚姻是符合合法利益的目的，政府不能夠強迫人民接受同性婚

姻的立法。特別麻州最高法院在 Goodridge 的判決公布後，政治部門的回

應及立法機構的積極立法。 

Marshall 總結其判決中指出「法院不會主觀指出是否應賦予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卻也不應該阻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可能性。禁止同性伴侶進

入婚姻是不合理的，違反麻州憲法保障個人自由與平等保障原則，人民婚

姻權不應以其性傾向而有所差異。 

三、麻州建構一種新的平等保障模式─同性婚姻 

麻州在 Goodridge 案後，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已建構了法制上的合

法性，提供一種婚姻平等的模式，即州層級上的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同性伴侶應擁有婚姻權。在 Goodridge 之前，性別平等原則是實際運

用在婚姻法令上，州在婚姻上的禁令，呈現出選擇性執行婚姻法規，讓平

等保障和基本權利失去公平性。Goodridge 的判決中明確表達出保障同性

伴侶的婚姻權是基於州憲法自由與平等原則的規定，麻州憲法規定禁止在

婚姻上出現性別差異。 

麻州的同性婚姻其內容、條件、規範與限制，則適用該州婚姻法的相

關條件與限制。麻州是全美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州，不但真

正保障同性伴侶成為合法的婚姻配偶，提供與異性配偶在婚姻中享有的一

切權利與義務的實質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象徵朝同性平權邁進一大步，

對其他州亦有示範的象徵性意涵。 

理論上，麻州州政府確實提供同性伴侶享有婚姻權利的範疇與肯認其

身分的作用；實際運作上，麻州的同性婚姻權利保障僅限於麻州，其法律

效益並未及於其他司法管轄地區，例如：一旦遷徙到他州，要解除其婚姻

關係，勢必產生婚姻身分的認同問題，以至於喪失部分權利。 

過去，Civil Union 被麻州視為一種落實平等保障原則的制度，既符合

平等保障原則，同時可以兼顧維護傳統婚姻制度與降低社會衝突；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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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過渡的特性，確實提供實質的權利的保障；但，相對之下所帶來的

卻是制度上對同性伴侶的歧視，既然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地位平等，那麼

為什麼需要制定特別法保障同性伴侶。麻州的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歷程中，

可供借鏡之處在於，其立法的過程中，先行採取所謂過渡性質的 Civil Union

制度，提供同性伴侶實質婚姻權利的保障。然而，大多數支持同性婚姻合

法者提出疑慮，既然基於平等保障原則之下允許同性伴侶享有婚姻的權利，

那麼，為何要另外建立近似「婚姻」制度的 Civil Union 模式，而非直接准

許核發結婚證書。制度是否型塑同性伴侶為二等公民的印象，此外雖 Civil 

Union是一種權衡現況所制定保障模式，在實質權利方面確實提供與異性

配偶相似的婚姻權；實際上，權力賦予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例如：領

養子女權利，以及子女的監護權等，基於非「婚姻」配偶，家事法庭無法

判決雙方解除關係後子女權利的歸屬。 

第二節 美國州層級非婚姻模式之分析─Domestic 

Partnership 與 Civil Union 

在美國，雖已有部分州賦予同性伴侶合法的婚姻關係，依舊逾 30州反

對承認同性婚姻。即使有越來越多州對同性婚姻傾向支持的態度，然而，

卻主張以非「婚姻」模式賦予權利與義務。除了上述州層級的同性婚姻制

度之外，有些州傾向賦予實質權利，在制度名稱上卻不使用「婚姻」。Civil 

Union、Domestic Partnership 的制度既然提供類似婚姻的權利，那麼形式上

為什麼無法進入婚姻的名稱，使同性伴侶質疑其在法律地位不如異性夫婦，

更懷疑尊嚴平等次於異性伴侶，造成對制度正當性的衝擊(Appleton, 2010 : 

19)，使同性伴侶在制度上成為二等的公民。理論上，透過制度使同性伴侶

實質權利獲得保障；實際上，卻也因為制度，使同性伴侶在制度層面上次

於異性夫婦，無法獲得制度的保障與社會的認同。在美國各州所使用的制

度名稱、賦予的實質內容各有不同，而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就應運而生，茲就這兩種模式做一分析與探討。 

壹、州層級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美國州層級除了有以「婚姻」制度賦予同性伴侶權利之外，有些州則

實行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制度，所賦予的與異性夫婦在婚姻中的權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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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選擇以加州作為 Domestic Partnership 模式的分析對象主要是加州是美

國最早提出相關制度的州；另外，加州不但在實行該制度上有所成效外，

同時也推動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雙軌途徑。在加州最高法院對於 In 

Re Marriage Cases 的判決後，肯認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憲性，後引發反對同

性婚姻公投法案 Proposition 8，該公投案的通過再度引起加州的同性婚姻

權利爭議。Proposition 8 法甚至進入聯邦最高法院訴訟，其對同性婚姻權

利爭議，一直要到 2013 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中，才有更進一步的判決公

布。 

Domestic Partnership制度是一種類似 Civil Union制度的合法同性關係。

賦予有限制的州權利，無論是同性或者異性伴侶，在尚未進入或無法進入

婚姻的情況下，州、城市所提供與近似婚姻層次的權利，例如：紐約、舊

金山。另外，登記成為正式關係者，則會獲得該制度下的權利保障，至於

權利保障的項目則視各州或地方行政部門所提供為主。 

由同性伴侶所組成的家庭，挑戰一直以來「家庭」存在的意義，以及

顛覆家庭角色的扮演，過去以男性為主的家庭關係開始有了轉變。

Leonard(1997)提到反對同性婚姻者，在理論層面上非完全反對同性伴侶應

當享有合法的婚姻權，僅僅在於「婚姻」名稱、制度上認為將衝擊現存婚

姻而反對。因此，倡議者提出婚姻的替代方案，建立 Domestic Partnership

模式，是一種非婚姻形式的認可。Eskridge(2012)強調「建立 Domestic 

Partnership 原始概念在於嘗試取代婚姻制度」，即當同志族群支持或接受

Domestic Partnership 原因在於是一種新的制度，是一種非婚姻形式的家庭

組合模式(NeJaime, 2014 : 115)。在當時，獲得同志群體的支持因為他們期

望消除對同性戀者的不平等規範。 

事實上，Domestic Partnership 並非完全異於婚姻制度，甚至有傾向模

仿婚姻制度，但這是一種非自覺建構不同或小於婚姻的形式(Murray, 2013 : 

11)，Domestic Partnership 是挑戰婚姻為核心的家庭意識否認同性伴侶獲得

基本經濟和社會利益合法權利。初期在推動 Domestic Partnership 模式，其

適用範圍是不論性傾向，希望弱化與婚姻相關的事項，選擇承認未婚的異

性伴侶、同性伴侶，甚至沒有親密行為的關係，證明拒絕婚姻的典範，維

持共同居住的事實。 

最後，Willetts(2011)指出提倡Domestic Partnership的另一層意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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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敦促政府對家庭重新定義，這反映人們的生活日趨多元，不再局限於傳

統的家庭定義，以及社會多元樣態的現況。現有的婚姻形式無法符合現代

多元樣態的需求；故，Domestic Partnership 等非婚姻制度提供正式關係與

合法權利保障有其必要性。 

美國各州中除加州選擇 Domestic Partnership模式作為保障同性伴侶婚

姻權利之外，尚有其他各州選擇該權利保障模式。而選擇加州的原因

(Cummings, 2010 : 1240)在於 1.加州有最多的同性伴侶人口(將近 85000，佔

全美同性伴侶人口的 15%)，成為美國在同性權利倡議運動的先鋒，透過加

州發起的同性運動往往不限於地區性的活動，而成為全國性的運動。同時，

在加州發生同性伴侶事件的處理方式也會成為全美地區關注焦點，進而作

為同性戀者權利發展的指標。2.加州在同性婚姻的議題上，提供由法律規

範的角度通過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訴求，也透過立法與司法之間的互

動情況，說明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性。3.2008 年後，Proposition 8 通過主

要是州憲法修正案，禁止婚姻制度擴展至同性伴侶，突顯加州反對同性婚

姻權利合法，讓同性婚姻成為加州具有爭議的公共政策。另外，加州擁有

全州性質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即使在同性伴侶未獲得進入婚姻制

度的許可之前，也可以有類似婚姻的合法權利。 

【表 4-2】美國各州採用 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的現況 

State  Relationship Marriage 
Equivalent 

備註 

加州 California Domestic 
Partnership 

Yes 2008年通過同性婚姻合
法卻在 2008 年在反對同
性婚姻者提出「提案
8」，主張同性婚姻不合
法。2012 年聯邦第九上
訴巡迴法院宣布提案 8
違憲，主張提案 8 者則持
續上訴聯邦最高法院，
2013年聯邦最高法院即
將作出判決。 

內華達州 Nevada Domestic 
Partnership 

Yes 議會推動。 

奧勒岡州 
Oregon 

Domestic 
Partnership 

Yes  

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 

Domestic 
Partnership 

No 州最高法院裁定該州關
於禁止同性婚姻和同性
民事伴侶關係的全民公
投合法有效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Hertz, Frederick with Emily Doskow(2009),Making It Legal: A Guide to 

Same-Sex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s & Civil Unions,U.S.A:NOLO,pp236-37 

表格：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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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 4-2】列出目前美國實行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各州，以及

是否完全等同婚姻制度。州在選擇採用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是 Civil 

Union各自有其考量的部分，惟在達到實質權利的保障之外，又不會衝擊

現有婚姻制度。 

Proposition 22 的通過，首先，除了象徵爭取同性婚姻權利遭受挫敗之

外，其次，加州法律納入「倡議法規」，意即透過公民投票所制定出的法

律，這樣的法律等同立法機關所制定出的法律，只要州長簽署法律即可生

效。再次，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律，要做出明確的更動、修訂或廢除法律，

則必須選民批准後才可生效。最後，Proposition 22 也衝擊到 Domestic 

Partnership 中部分保留給同性伴侶成為配偶的可能性。登記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正式關係，同性伴侶依舊渴望建構正式的配偶關係，儘管透

過司法訴訟，但礙於 Proposition 22 建立而上訴失敗。 

Proposition 22 確實成功的阻止加州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直到 In re 

Marriage Cases 後情況才有所轉變。 

一、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模式─Domestic Partnership─加州 

以加州為例，關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論辯已逾十年之久，Perry
8一

案是加州最近有關同性婚姻權利的案例。自 1999 年，加州採行 Domestic 

Partnership 法，提供同性伴侶許多與異性夫婦相同的權利與利益。次年，

投票通過 Proposition 22
9修正州在婚姻的規範，來定義民事婚姻是由一男一

女的組合而成(Anderson, 2011 : 1443-45)。在 2003 年，立法制定綜合措施，

讓同性戀者擁有近似異性夫婦相同的權利和利益，唯有名稱不叫「婚姻」。 

就法律上對 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的認知，是一種對同性伴侶共同

居住關係賦予法制保障的新概念，但該制度卻有別於植基普通法中的婚姻

或同居協議(Vetri, 2007 : 45)。普通法中對婚姻模式有四個基本要求：首先，

年齡，必須能夠執行契約的年齡；其次，雙方基於自願的情況下建立正式

關係；再次，要履行同居義務；最後，舉行公開婚禮的儀式。意即 Domestic 

Partnership 其運作模式近似普通法下的婚姻形式，權利與義務部分大多數

與婚姻相似，唯有無法像締結婚姻關係般舉行公開的證婚儀式。 

                                                      
8
 Perry v. Schwarzenegger, 704 F. Supp. 2d 921, 1003(N.D. Cal.2010). 

9
 Proposition 22, See California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Proposition 22 (2000). see also In re 

Marriage Cases, 183 P.3d at 4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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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2005 年加州通過 AB205，授予 Domestic Partnership(取代較早

的Domestic Partnership Registry制度)，採用登記方式締結或解除雙方關係，

基本上給予同性伴侶在婚姻中全部的權利，但非「婚姻」制度；異性配偶

亦可選擇進入該制度，成為正式關係，但須一方當事人在 62 歲以上。 

以下就 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運作型態做一分析 

(一)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 

Domestic Partnerships 模式選擇加州做為探討範例，是因為加州為最早

訂定有關保障同性伴侶法令的州，在其司法管轄範圍內皆適用(Aloni ,2010 : 

131)。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是希望透過不需要婚姻制度卻可以讓同性

伴侶在實際上獲得社會福利的保障，獲得應有的婚姻權利保障。 

為使互許誓言相互照顧且永久共同生活的同性伴侶，其共同生活關係

亦可獲得州法制之保護，1999 年加州立法機關，在不修正傳統一男一女

結合之婚姻定義的立法前提下，建構 domestic partner 新法律概念及通過加

州 Domestic Partnership Registration Act(CDPRA)，將原本須具婚姻關係始

得享有的部分配偶權，如：醫院探病權（hospital visitation rights）、健康保

險福利（health benefits）等，授與同性伴侶。就加州而言，透過“California 

Domestic Partn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t(Domestic Partners Law)
10

”

建構權利保障範圍，Domestic Partnership 採取登記制，也有其基本的實行

方式(Vetri ,2007 : 45-66)，分別有其規範、條件以及限制11。Domestic 

                                                      
10

 See 加州 Family Code§297.5 et. Seq. The preamble to the legislation can be found at Calif. 

Assembly Bill 205§1(a)-(b)(2003). 
11

 在 Vetri(2007)的文章中詳述有關 Domestic Partnership其條件、規範、限制分別為：(1)資格：

要登記成為 Domestic Partnerships的關係需要符合下列標準，分別是要年滿 18歲；要共同居住；

是同性別。或者，異性伴侶，一人或者二者皆是 62歲以上；心智成熟度足以接受及認可這個制

度下的關係；沒有婚姻關係或在另一州登記 Domestic Partnership。(2)權利與義務：依照一般原

則登記成為 domestic partners即享有州憲法配偶的權利與責任。實質上的權利與義務包含，受雇

者的權利；家庭醫療層級；親權；對無行為能力伴侶醫療方式的決定權；勞工賠償；人身傷害法；

葬禮方式的安排；遺產繼承權等。(3)財產與債務：根據加州的規定共同財產制度適用 Domestic 

Partnerships。其私人財產擁有的狀況可分為登記成為 Domestic Partnerships前與登記之後，分別

有詳細的法律規定。(4)親子權(Calif. Fam. Code§297.5(d)：相互扶持的伴侶組成家庭後，會根據

個人意願進一步想要有小孩。Domestic Partnerships中也將孩童撫養權列入該模式中。在同性伴

侶登記確認二者的關係後，對於女同性戀者來說，只要有任何一方懷有孩子，兩人即可合法撫養

孩子。這也意味，凡登記 Domestic Partnerships可以擁有子女，對於子女有其相關權利與義務，

例如，代孕；養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監護權；探視權；對子女的支持。(5)工作權：Domestic Partners

法就如同其他法律原則，保障雙方在登記之後的一切權利與義務。因此，在工作的受雇過程中，

不應個人性別傾向而有所不同，且須保障其健康與生活保險、養老金、家庭照顧假的權利。(6)

醫療、照護權：Domestic Partnerships保障雙方可以在對方無行為能力時的醫療探視權、家庭照

護、醫療方針的決定權，這對相互扶持的兩人是重要的權利與義務。(7)納稅：在應繳納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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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s 制度較為獨特的是沒有限制適用對象為同性伴侶，且未侷限有

親密關係者。 

(二)Domestic Partnerships 模式的優缺點 

任何制度的實行過程都會有其優缺點，分別為： 

1.優點 

Domestic Partnerships 是兩個成年人可以選擇分享另一個人的親密生

活和建立彼此堅定的關係與相互照顧12，登記者不限於同性伴侶，甚至不

需有親密行為的關係者，可提供多元家庭的建構。加州的 Domestic 

Partnerships 法與其他各州對於同性伴侶所採認的合法關係，不論是

Domestic Partnerships 或者是 Civil Unions 模式，同性伴侶一旦登記合法，

就算搬到加州依據 Domestic Partnership 所規定，合法的同性伴侶不需要再

重新登記，將被視為有效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關係(Vetri, 2007 : 74-75)，

加州將提供 Domestic Partnerships 法下的權利與義務。 

2.缺點 

Domestic Partnerships 的制度仍被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者所質疑，認

為既然憲法保障平等，且婚姻是屬於個人自主權利的一部分，就應賦予婚

姻權利而非另外建立其他制度，造成制度上的歧視。在實行 Domestic 

Partnership 後，LGBT 等倡議婚姻平等者則認為該制度無疑視同性伴侶為

次等公民(Dorf, 2011 : 1287)，象徵區別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的差異。加

州除了運用Domestic Partnership形式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利與義務近似異

性夫婦之外，進一步通過加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惟，在 2008 年反對婚

姻應擴展至同性伴侶的團體，以公投方式通過 Proposition 8，禁止加州繼

續頒發婚姻許可證給與同性伴侶。 

二、同性婚姻權利的挫敗─Proposition 8 

2007年加州立法機關承認同性婚姻，儘管時任州長 Schwarzenegger 否

                                                                                                                                                        
方面，Domestic Partnership 中的伴侶與在州憲法中已婚的夫婦有所區別的象徵。(8)繼承和無遺

囑者財產繼承(Calif. Probate Code§6401 and 21610)：如果伴侶死亡並未留下遺囑，另外一方有權

獲得死亡者的財產。若留有遺囑者，則按照其意願分配。(9)葬禮的安排 ( Calif. Health and Safety 

Code§ 7100(2).)：在 Domestic Partners法登記合法關係者，絕對有權利安排已逝者的葬禮，以及

一切身後事宜。(10)Domestic Partnerships登記的終止：Domestic Partnerships終止雙方關係的方

式有，如果符合指定條件，可以未經法院即宣告終止；非在指定情況下，須經法院宣告終止雙方

關係：死亡或進入婚姻，以上即為 Domestic Partnerships登記終止的方式。 
12

 See California Family Code§2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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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該立法，且質疑立法機關是否有權利制訂該項法律。 

(一) Proposition 8 的背景 

對於加州行政部門宣布不會對同性伴侶核發婚姻許可證，且質疑立法

機關的立法，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的團體遂轉向對法院進行訴訟，提出論述

主張在於「將同性戀者的基本權利由權利保障的法律分離，是違反加州憲

法」。因此，2008 年加州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並頒發結婚證書。 

然，此舉卻引起加州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團體的反彈，由加州選民提出

公民投票反對加州最高法院的判決，主張「婚姻」應為一男一女的結合。

2008年 11月，加州舉行恢復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的結合的憲法修正案，

有超過 700 萬加州人在此次公投中贊成恢復傳統婚姻定義，因而駁回加州

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 

Proposition 8 一案的通過，使加州停止頒發同性婚姻合法的證書，之

前所頒發的合法證書仍存在法律效力，故，加州在同性伴侶婚姻權利保障

是以 Domestic Partnership 為主要制度(一直要到 2013年 6月聯邦最高法院

判決之前，加州對同性伴侶的權利保障是適用 Domestic Partnership)。 

(二) Proposition 8 的意義 

首先，Proposition 8 通過其所代表的意義在於反對同性婚姻合法，主

要論述在於維持傳統婚姻的重要性，婚姻具有穩定社會秩序與維持家庭關

係的功能。其次，藉由 Proposition 8 法案公投通過，其結果象徵即使對於

同性婚姻態度相對支持的加州，仍有堅持反對同性婚姻合法的立場存在。

這顯示出美國社會乃至世界各國針對同性婚姻合法雖逐漸傾向支持卻依

然極具爭議。Proposition 8 支持者宣稱該禁令禁止行政機關繼續頒發同性

伴侶婚姻許可證，目的在維護州的合法利益。再次，Proposition 8 象徵州

憲法在面對改變以及挑戰時，可以提供回應的方式。以加州憲法而言，在

面對原則上的變更時，提供修改機制，Proposition 8 案的通過顯示修訂基

本權利主要是為了符合多數民眾的需求。 

(三)Proposition 8 的爭議 

1.行使公民權利的正當性 

Proposition 8 通過，讓加州停止頒發同性伴侶婚姻許可證，亦即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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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權利合法與否再度成為爭議。Perry v. Schwarzenegger
13一案，即加州

同性伴侶 Perry透過律師在 2009 年要求停止 Proposition 8 的實行。而

Proposition8也被認為是一種違憲的修正案，撤銷不可剝奪的權利。 

加州法院裁決時會考量到是否衝擊行使公民權利的正當性，700 萬加

州公民投票所建立的修正案，法院判決違法，推翻其效力，則行使公民權

利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將遭到質疑。Proposition 8 代表的是加州州民的公眾

意識，藉由公民投票行使公民的權利，其所彰顯的是人民主權的重要性。

法院判決 Proposition 8 違法，讓參與公投的加州州民質疑，司法權侵害人

民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原則。 

2008年加州同性婚姻合法對主張維護傳統婚姻制度者的衝擊，進而有

反對同性伴侶進入婚姻權利的公民公投案 Proposition 8；同理，在

Proposition 8 通過後，原本欲進入婚姻制度的同性伴侶，隨即無法享有婚

姻的基本權利，故而有了 Perry v. Schwarzenegger
14。Proposition8 成立後，

加州的同性伴侶回復到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權利義務的法律關係，實際

上剝奪同性伴侶的婚姻權。 

2.法院判決的立場與態度 

在公共論述中，有關同性戀者權利的賦予最主要是以平等保障為基礎，

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在權利與義務方面不應有所差異。一般而言，法院對

是否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傾向謹慎的判決(Anderson, 2011 : 1416)，透過研

究自由與歷史文化之間的各種爭論，反覆確認判決是否會為同性婚姻權利

的議題帶來更多影響，法院期盼透過判決可以緩和賦予同性伴侶權利與道

德文化之間的爭論，加州法院對於 Proposition 8 案通過後，以及其後續的

Perry 案，都可以看出同性婚姻權利引起的爭議。 

Proposition 8 通過後，其所引起的後續效應，在司法訴訟上，加州同

性婚姻支持者則向聯邦法院提出訴訟，挑戰 Proposition 8 的合憲性。第九

巡迴法院在 Perry v. Schwarzenegger 一案中，透過 Judge Reinhardt 所撰寫

的主意意見書指出：Proposition 8 違反美國憲法的平等保障條款，即剝奪

先前同性伴侶已擁有的婚姻權，是不合理的。 

3.對 Proposition 8 的挑戰─Hollingsworth v. Perry(原為 Perry v. Brown

                                                      
13

 52 Cal. 4th 1116, 265 P.3d 1002, 134 Cal. Rptr. 3d 499. 
14

 704 F. Supp.2D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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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erry v. Schwarzenegger) 

Perry和其同性伴侶 Sandy在一起已經 10 年，同時也是 4 個男孩的父

母，在 2004 年提出婚姻申請，在舊金山取得合法婚姻資格，卻因時任州

長 Schwarzenegger 拖延實行同性婚姻，導致部分權利受到侵害，更進一步

Proposition 8 的通過，Perry原本申請通過的婚姻被終止，故而提出訴訟。

其訴訟代理人主張：婚姻的意義已隨時間而推移擺脫歧視性限制，同性戀

者也應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14條所保障，以及 Proposition 8 危害基本人權

的爭議之處。 

在 Perry一案的訴訟上，其所提出的主張「Domestic Partnership 或 Civil 

Union和婚姻不一樣，我們的要求並非創建一個項新的權利，或者要求法

院承認一項新的權利。最高法院承認婚姻是一項基本權利，那麼同性伴侶

為什麼無法獲得基本權利」，故，提出控告加州行政機關的訴訟。 

該案的判決，加州法院認為加州政府無法提出合理的理由，說明造成

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的差別對待與分類方式是基於何種理論，州法院的判

決已衝擊加州憲法修正案，使政府官員是否可以不必遵守 Proposition 8 的

規範，繼續頒發同性伴侶婚姻許可證。Judge Walker 說明對於 Proposition 8

違憲的理由，「如過 Proposition 8 的支持者認為禁止同性婚姻是維持傳統婚

姻制度，那麼對於在同性家庭下成長的子女，其權利保障又該如何？」，

排除同性伴侶為婚姻制度適用對象，無法通過平等保障原則的檢視，因為

Proposition 8 拒絕賦予一個人行使基本權利的資格，即自由選擇進入婚姻

的對象。 

Proposition 8 中提出維持傳統婚姻主要基於「兒童最佳利益」，意味同

性伴侶組成的家庭無法提供孩童完整的成長空間，所以反對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Judge Walker 在其判決中提到，加州政府無法提出合理證據或者符

合州的利益為基礎之下，剝奪同性伴侶婚姻權，是一種違法的行為。Judge 

Walker 指出，事實上，沒有具體證據或數據說明同性伴侶提供兒童成長發

展最佳環境；反觀，禁止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是否意味剝奪在同性家庭中成

長兒童的合法權利。Judge Walker 最後強調「我們尊重加州民眾公投出的

結果，但不表示不能挑戰這個結果」，Proposition 8 的結果無法符合憲法中

平等保障原則。Proposition 8 對同性戀者是一種出自道德觀點上的判斷，

這是禁止歧視法律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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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地區法院的判決公布後，支持 Proposition 8 的團體隨即向聯邦提

出訴訟，而後 2013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 Proposition 8 是否違憲的訴

訟案件做出最終裁決。傳統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根據當下的時空環境，權

利保障範圍將隨時間、科技等等條件因素改變而有所不足，不論是異族通

婚、婦女權利保障、同性婚姻權利、科技資訊保障權等等，這些傳統法律

制度未論及的保障範圍，逐漸因社會的多元與轉變而受到重視，進一步產

生權利保障的需求。同性伴侶對婚姻權利的要求，不僅在實質權利保障方

面，更重要的是透過法律制度的建構，使其身分合法化，保障其個人尊嚴。 

不論是上一節所分析州層級的同性婚姻或者是本節所要探討的州層級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都是州對同性伴侶共同居住正式關係的

一種肯認，並且這些具體法律的建構是非經由州法院判決，而是透過州立

法機關立法所建制的(Knauer, 2012 : 751)。地方行政機關也採取保障同性伴

侶的措施，其所採用的方式較有所限制，多半以象徵性的權利賦予，如

Domestic Partnership Registry模式，主因在於州或地方政府一旦採取較積

極的權利賦予途徑，恐將涉及憲法修正以及禁止原有婚姻唯一男一女的定

義，其所牽涉的法制層面較廣，無法及時達成權利保障的效用，甚至限縮

可以賦予權利的空間。 

三、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2008年 In re Marriage Cases
15

 

在加州同性婚姻權利運動的歷程中，2008 年是最具爭議的一年，特別

是 In re Marriage Cases 的判決影響日後同性伴侶獲得婚姻權利的部分。儘

管加州最高法院在該案的判決中，明確指出同性伴侶不應被排除在婚姻制

度中，應與異性伴侶一樣擁有婚姻中配偶的權利。卻在同年 Proposition 8

公投案後，再度被駁回合法婚姻權利。然而，支持同性婚姻權利者與同性

平權運動者，質疑 Proposition 8 的正當性，而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訴訟。

一直到 2013 年，聯邦最高法院對 Proposition 8 作出判決， 加州同性婚姻

權利的爭議，回復到 Proposition 8 案之前的狀況，亦即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狀態，但規範合法與否的狀態則交由加州自行判斷，故，In re Marriage 

Cases的判決被視為加州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至為關鍵的案件。 

                                                      
15

 43 Cal. 4th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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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背景 

2004年 2 月 12 日，舊金山市市長透過市議會立法機關通過頒發同性

伴侶婚姻許可證。2004 年 2 月 13日由 Proposition 22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以及 Campaign for California Families 兩個組織向舊金山市

最高法院提出要求禁止頒發婚姻許可證予同性伴侶，反對同性婚姻合法者

付諸司法訴訟行動。隨後，舊金山市政府同樣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

宣布《家庭法》第 308.5 以及加州憲法中婚姻定義只限一男一女的規定違

反平等保障的規定。同時，不能在加州結婚或者其他州、司法管轄區已獲

得婚姻權的同性伴侶也對加州憲法合憲性提出訴訟16。 

爾後，在 2008 年，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者向法院提出訴訟，主張

Proposition 22 違憲，加州最高法院判決 Proposition 22 違反加州憲法，從

而使加州同性婚姻合法化，可說是 In re Marriage Cases後續司法訴訟發展。

2008年加州最高法院在 In re Marriage Cases
17的判決中，宣示限制同性婚

姻的州法，例如：「加州家事法典(California Family Code)第 300條與第 308.5

條(該條款為 California Defense of Marriage)等，違反州憲法平等保障條款，

並且肯認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憲性。 

2.案件爭點 

本案的問題核心在加州法律將婚姻的定義限定於一男一女之間的結合，

拒絕核發婚姻許可證於同性伴侶，是否違反加州憲法，其主要爭點在：上

述法律規範是否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婚姻權；其次，這樣的規定是否違反

憲法平等保障原則。 

3.案件判決 

加州最高法院在 2008 年 5 月 15日以 4-3 的判決裁定，針對同性婚姻

與同性伴侶的法律符合嚴格審查標準的分類。進入婚姻是一種基本權利的

保障範圍，這是基於加州憲法第 1條第 7 項所規範的。 

(1)多數意見書 

多數意見書由 Justice George 列舉最高法院的異族通婚案例的判決「平

等尊重和尊嚴」的重要性，婚姻屬於公民基本權利，且為個人自由與自主

                                                      
16

 Woo v. Lockyer (super. Ct. S.F. city& Country, No. CPF-04-503943); Tyler v. Country of Los 

Angeles(super. Ct. L.A. city& Country, No.BS-088506). 
17

 43 Cal. 4
th

 757, 856-57, 76 Cal. Rptr. 3d 683, 76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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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部分，符合憲法基本權利保障的範圍。 

婚姻權的保障，不能因為性傾向的選擇而有所差異，應授予同性伴侶

擁有和異性伴侶相同屬於自己的婚姻與家庭，符合嚴格審查基準，是基於

加州憲法的平等保障原則。且其所援引的分類為嚴格審查基準，是各州最

高法院首次將性別傾向列入該分類中。 

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一樣擁有合法的基本權利保障，沒有將同性伴侶

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的必要性。因此，法院對於加州禁止同性婚姻權利合

法以及 Proposition 22 是因為性傾向的不同，產生權利保障適用的差異，是

違憲的。加州最高法院裁決加州行政機關須遵守最高法院判決，核發婚姻

許可證於申請的同性伴侶。 

(2)不同意見書18
 

Baxter 指出，加州憲法沒有明示或暗示婚姻對象適用於同性伴侶，而

這樣的判決讓人感到驚訝，是婚姻不再具有傳統的定義，並且駁回透過公

民投票產生的 Proposition 22，形同挑戰公民投票的效力與民主制度。加州

以授予同性伴侶近似婚姻的實質權利，若進一步要通過賦予「婚姻」形式，

則挑戰現有的社會價值與法律制度，同時也衝擊立法機關的職權與民主進

程。 

4.案件意義 

In re Marriage Cases 的判決，加州同性伴侶獲得合法的婚姻權，朝同

性婚姻平權更進一步。理論上，經由加州最高法院判決後，加州同性婚姻

權利已經合法，同性伴侶獲得與異性伴侶平等的婚姻權。實際經驗上，確

實有同性伴侶獲得加州政府核發的婚姻許可證，也引起更多其他州同性伴

侶移居加州，希望獲得合法婚姻。然而，判決產生正反效應，反對同性婚

姻權利合法團體，藉由非司法訴訟方式禁止加州政府繼續核發婚姻許可證

予同性伴侶，而有了 Proposition 8。 

加州法院指出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外，實際上是對同性伴侶的

一種傷害，同時也反映出官方的觀點，認為同性伴侶所組成的家庭無法和

異性伴侶家庭所比擬。這些論述違反加州憲法，加州憲法不允許將加州公

民分類，即使公民擁有合法權利的保障，制度上卻是傷害了同性伴侶。 

                                                      
18

 參與不同意見書的有 Baxter、Chin、Corr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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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 Marriage Cases 後續所引發的反對來自公民力量崛起的

Proposition 8；然，更重要的象徵意涵是來自 2013 聯邦最高法院針對

Proposition 8 所作出違憲的判決。推翻 Proposition 8，將加州同性婚姻權利

爭議維持在上一次訴訟的判決，亦即 In re Marriage Cases 加州最高法院的

判決，這表示加州同性婚姻權利仍具法律效力，在聯邦最高法院未做出判

決之際，加州對同性伴侶共同生活關係的保障模式，則採取 Domestic 

Partnership。 

綜合上述，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是回應同性戀者對於組成家庭需

求的途徑，其重要的意涵不在於憧憬婚姻制度，而是確定建立家庭的重要

性與兼顧家庭多元樣態的發展，不論其組合成家庭的對象為何，在該制度

下可以獲得正式關係與合法權利的保障。在州層級的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

係，不僅有 Domestic Partnership 模式，另外還有 Civil Union 模式。 

貳、州層級的 Civil Union 

美國州層級所實行的合法同性關係除了婚姻、Domestic Partnership 之

外，另外，所要提出的制度則是 Civil Union，事實上，州層級實行的制度

非僅有這三個類型，仍有州採行其他制度，而是此三種類型為多數的州所

實行。若要仔細區分 Domestic Partnership 與 Civil Union 的差異確實有其困

難存在，主要在於兩種制度皆是提供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保障，是一種婚

姻制度的替代方式，為了避免衝擊現存婚姻制度。Domestic Partnership 與

Civil Union 的不同除制度名稱的不同外，還有部分制度內容的差別。 

Civil Union 是 1999 年在佛蒙特州所制定的法令，而其對象僅限於同性

伴侶，透過該制度藉以對同性伴侶提供相同的州福利、公民權利和法律保

障。Civil Union 制度在不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州，而又願意提供同性

伴侶合法權利保障下，廣泛被運用。實行 Civil Union 制度的州，在登記成

為正式關係後，其所賦予的包括所有權、使用權、過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責

任、勞雇的權利獲得各有程度上的不同。其他尚有收養、醫療保險、緊急

醫療、財產所有權等，皆屬其合法保障的部分。 

在執行 Civil Union 後，並未完全解決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爭議，主要

爭論之處在於婚姻的表現形式仍舊無法和傳統婚姻相同，甚至無法使同性

伴侶獲得平等的對待。進而有婚姻平等法的建立，其主要解決 Civil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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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的不平等。 

一、佛蒙特州同性關係合法的背景─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佛蒙特州相對其他州而言對同性伴侶接受度較高，在制定保障同性戀

者的法律規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是友善的態度。特別是在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其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後，更開啟佛蒙特州同性伴侶法新氣象，故，

就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做一說明。 

(一)案件背景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提出上訴者 Stan Baker 為三對(一對男性同性

伴侶，二對女性同性伴侶)許下誓言相互照顧並共同生活的同性伴侶向州提

出申請婚姻許可證。負責核發婚姻許可證(marriage license)的市政府官員拒

絕該申請，原因在於佛蒙特州的婚姻法並未授與同性伴侶婚姻權，而向州

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被上訴者為佛蒙特州政府。其告訴的主張為佛蒙特州

政府拒絕核發婚姻許可證於同性伴侶，違反州憲法第 1章第 7條規定19：「州

政府建立之目的，係在保障州民之共同利益與安全，而非為確保社會中特

定族群的利益而存在」。爰此，請求州地方法院針對市政府官員違反州憲

法一事作成判決，並頒布「禁止令」(injunction)，禁止市政府官員拒絕核

發同性伴侶婚姻許可證。 

州政府則提出下列抗告主張20：1.婚姻，是以一男一女兩性結合為基礎；

2.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是撫育子女的正常模式；3.婚姻制度增加生育與

撫育關係的連結；4.婚姻制度涉及公共利益，州政府應予以保障；5.確保

在他州也可以獲得承認的婚姻制度；6.婚姻制度是人類社會生活的「規範

性表述」(normative statement)；7.州政府有減少「代理孕母」(surrogacy)

及「捐精」(sperm donation)契約數量，以避免爭奪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案件

的發生。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案初審在州地方法院的審理判決上訴敗訴，主

要理由為：1.主要依據現行州婚姻法的規定，無法推衍出同性伴侶享有婚

姻權之結論；2.考量國家於未成年子女在生育(procreation)及養育

(child-rearing)利益，將婚姻適用對象以一男一女為限，不能稱之為違反州

                                                      
19

 Vt. Const. ch., art. 7. 
20

 Vt. Chit. Sup. Ct.Dec.19(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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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規定。提出上訴者不服州法院判決，向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州最高

法院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做出判決21。 

(二)案件爭點 

該案的判決其涉及的爭點有：1.現行州婚姻法之規定，是否同樣適用

於同性伴侶？2.現行州法制未將異性配偶所享有的婚姻權利賦予同性伴侶，

是否有違州憲法平等原則？ 

(三)主要判決、不同意見 

本案 Chief Justice Jeffrey Amestoy撰寫多數意見書，其主張排除同性伴

侶婚姻資格是侵犯他們在佛蒙特州憲法第 1章第 7款下的共同利益及法律

保障條款。即，訴訟者所提出在州駁回同性伴侶婚姻許可證的申請後，同

時也排除他們在州的合法權利，例如：獲得醫療保險、住院探視和醫療決

策權等，原告質疑初審法庭判決是排除同性伴侶可以擁有親子權。 

多數意見書所陳述提及該案件可援引聯邦平等保障作的三個審查層次

作為分析框架。為此，婚姻為基本權利保障範圍無庸置疑，然而，參考現

行州婚姻法是否涉及差別待遇，而法院應引用何種分類標準，則成為本案

判決論述的焦點。綜觀其他案件判決書的論述，可以總結為「在保障共同

利益條款(Common Benefits Clause)的先例案件22中，反映出佛蒙特州立法

裁量手段是以促進州政府的公共利益為目的，在有合法目的的情況下，是

允許排除某些法律」。Baker 案，其多數意見則引用聯邦法院所主張的憲法

增修條文第 14 條的分類，說明共同利益條款有其建立的歷史淵源，然而

時代的推衍，共同利益條款已有不同的涵蓋範圍。條款中明確提到，所有

人的權利都應被政府所保障，不應有任何人被剝奪其基本合法權利，這不

僅僅針對少數群體的利益，而是平等享有公共福利與保障，是社會的整體

利益。 

主要意見中採用「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反映包容性原則」，但該原則

的適用則必須符合某一分類審查標準。本案訴訟人為同性伴侶，屬於審查

標準中的分類，則成為州法院判決立法形成目的與手段之間合理性的準則。

                                                      
21

 州最高法院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做出判決，其判決為：「於現行州法制下，具婚姻關係之異

性伴侶所得享有之權益，亦應授予同性伴侶，在符合州憲法第 1章第 7條平等保護原則之規定。

但究竟應採取何種立法模式，如修正州婚姻法之方式或另定如：家庭伴侶等類似法制之平等對待

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此屬州立法機關之裁量權。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744 A.2d 867(Vt. 

1999). 
22

 State v. Ludlow Supermarkets, Inc , 448 A.2d 791, 792 (Vt.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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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聯邦有關共同利益條款的案件，在實質正當程序方面，其所遵循的標

準不會產生不同，Justice Souter
23所提到的「該途徑是要求法庭對權利的需

求作出裁決是基於權利的重要性或者是尊嚴的重要性，判決過程中不應摻

雜私人因素與法官個人價值，須從國家發展歷史與傳統為基礎，打破僅由

個人觀點出發的判決」。 

主要意見中陳述婚姻權利與保障上排除同性伴侶為適用對象的問題。

首先，多數認定的法定分類，佛蒙特州婚姻法規只是用異性配偶。其次，

該分類其政府最主要目的在保障合法及長期存在夫婦間的利益與孩童的

安全利益，這些僅適用於一男一女的結合24。事實上，現今社會對於締結

婚姻不再以繁衍下一代為主要目的，有些具有婚姻關係的異性配偶卻無法

生育25，同樣適用婚姻制度。根據佛蒙特州收養法與州人工生殖法的規定，

同性伴侶可以透過收養方式，達到養育子女的目的，甚至可以藉由人工生

殖科技(assisted-reproductive techniques)的協助，完成生育的願望26。 

州最高法院對於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的判決，其主要意見為： 

1.原告主張，現行州婚姻法下同性伴侶並未擁有婚姻權。州最高法院

則認為，法令雖未具體明確定義「婚姻」係為一男一女的結合，但佛蒙特

州司法審判過程中採用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及 Black’s 

Law Dictionary對婚姻的定義27。在州法院對於婚姻案件訴訟的判決中，不

難看見立法對於婚姻定義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主管機關確實是將「夫婦」

劃定為具特殊性別的用語(gender-specific terms)，可以推論是一男一女的結

合，成為州立法機關最初建構婚姻法的基礎來源。一系列的法規中，可以

看到「婚姻」由一男一女的組合似乎反映出大眾共識，基於該論述，同性

伴侶在現行州婚姻法制下，被視為不具婚姻權28。 

2.現行州法制中，未平等授予同性伴侶與異性配偶相同的權利與義務，

是否有差別規定，違反州憲法平等保護條款？對此，可先由佛蒙特州憲法

中共同利益條款部分來看，儘管與聯邦平等保障條款有近似的歷史淵源，

                                                      
23

 Id. at 879 (citing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a. v. Casey, 505 U.S. 833, 849(1992). 
24

 Vt. Stat. Ann. tit. 15A§1–112.  
25

 Baker,744 A.2d at 881. 
26

 Baker,744 A.2d at 881. 
27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506 (2d ed.1955) (marriage consists of state of “being 

united to a person of the opposite sex as husband or wife”);  Black's Law Dictionary 986 (7th ed.1999) 

(marriage is “[t]he legal union of a man and woman as husband and wife”). 
28

 Baker , 744 A. 2d at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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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的和發展明顯不同。雖然聯邦修正案可能因此補充公共利益條款所提

供的保障，卻不能取代成為佛蒙特州的權利和自由保障的部分。佛蒙特州

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擁有其基本的法律，其立法手段與目的皆有其考量。

在本案中，被上訴者州政府提出辯護主張，現行州法制之所以無法提供同

性伴侶等同異性配偶的婚姻權，其所採取差別待遇之目的29，係在確保傳

統婚姻制度可以達成繁衍生命及養育未成年子女的國家利益。 

(四)案件意義 

2000年，佛蒙特州制定一項國家級的民事法律，這個法律的制定最主

要是回應佛蒙特州最高法院對於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30的判決，認為否

認同性伴侶應享有婚姻權利違反佛蒙特州憲法。其主要判決：「州婚姻法

下，異性伴侶所得已享有之權利義務，同性伴侶亦應享有，如此方符合州

憲法第 7 條共同利益條款(common benefits clause)的規定」。而佛蒙特州最

高法院的判決公布後，即針對是要讓同性伴侶進入既有婚姻制度，抑或是

提供一個與異性伴侶享有權利的同等地位決定權則交由州立法機關。而立

法機關對於採取何種法制，使同性伴侶與具有婚姻關係的異性配偶獲得平

等地位以及合法權利保障，則享有立法裁量權。州的司法部門在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的判決僅就爭議交由立法部門，並未有進一步具體的做法。

以法院的職責而言，其最主要的任務在裁決人民訴訟事項，保障人民基本

權利的項目上，州最高法院不應迴避具爭議性的權利訴訟案件的判決，而

應秉持司法積極的作為，對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做出具體回應，特別是在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可以看到州政府駁回同性伴侶婚姻許可證的申請

一事，已經抵觸州憲法平等保障條款的事實，確已違背司法的本質，州最

高法院應有明確的判決產生。 

另外，針對州立法機關應採取何種補救方式保障同性伴侶的婚姻權，

州最高法院並未具體明確指出，僅以「其屬州議會的立法形成自由」31作

為說明。州最高法院對於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補救途徑，其考量除了同性

伴侶須獲得合法權利保障的訴求之外，同時也必須考慮社會大眾多數意見

以及社會價值對於賦予婚姻權的評價。故而，將補救措施交由具民意基礎

                                                      
29

 Baker , 744 A. 2d at 881. 
30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744 A. 2d 864, 867 (Vt. 1999). 
31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744 A. 2d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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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機關，可以減少民意對該權利的爭議，同時也可以達成與民眾溝通，

取得民意的共識，亦是符合民主正當性的要求，此為立法機關的職責。然

而，究竟是否應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爭論，或者該如何建構同性伴侶

共同生活模式，這些都屬於州憲法中人權保障的範疇，此即憲法解釋的部

分，應為負責解釋憲法的最高法院職權之一。因此，州最高法院應明確做

出違憲與否的判決。 

歸納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的判決可以看到，儘管佛蒙特州最高法

院將極具爭議的同性伴侶是否具有婚姻權的結果交由立法機關決定，然而，

佛蒙特州最高法院的判決論述呈現出對同性婚姻權利友善的傾向，更進一

步指出保障同性伴侶家庭權、婚姻權的重要性，相較其他州32在這個時期

對同性婚姻權利判決，是較具體合法保障同性伴侶婚姻基本權利模式的論

述。 

二、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模式─Civil Union─佛蒙特州 

回應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 的判決，同性伴侶在州法制下應具有與

異性配偶相同的權利，始符合州憲法平等保障條款的要求。佛蒙特州參、

眾議院的立法機關，透過一系列聽證會、辯論會等立法過程，徵詢民眾的

意見，冀希達成絕大多數的民意共識，建立法制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利。 

(一)法制建立模式─參酌 1989 丹麥模式 

佛蒙特州在同性關係的法制上，是建立 Civil Union 制度來保障同性伴

侶在共同居住的權利與義務。佛蒙特州政府最早在 1977 年33將已成年在雙

方自由意志的性行為予以除罪後，接續州政府一連串的立法過程中，例如：

禁止仇恨法(hate-motivated crimes)以及規範州民就業、公共設施使用、住

宅申請、保險等州法令上，列出禁止性傾向歧視的規定，透過法令期望讓

同性戀者在州法令上獲得與異性戀者平等的地位。就實際法令制定過程中，

佛蒙特州在 Baker 案最高法院尚未做出判決之前，並未對同性伴侶共同居

住關係提供法令上的保障。 

如上述，佛蒙特州最高法院在 Baker 案中的判決，具體說明未賦予同

                                                      
32

 與 Baker v. State of Vermont一案同一時期的其他州，例如夏威夷州(Baehr v. Lewin, 852 P.2d 44, 

60-68(Haw.1993))、阿拉斯加州(Brause v. Bureau of Vital Statistics, No. 3AN-95-8562 CI,1998 WL 

88743,at 5-6(Alaska Feb.27,1998))的法院判決是更呈現出具體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模式。 
33

 Laws of Vermont,1997, No.5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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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伴侶婚姻權利違憲的理由，卻也做出複雜的判決；法庭在無任何理論依

據支持同性伴侶不能進入婚姻的歧視性行為，沒有直接讓同性伴侶婚姻權

合法，而是交由議會做決定，讓議會找出解決方式，讓同性伴侶享有合法

權利。立法機關採取救濟途徑是援引丹麥在 1989 年所實行的 Danish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簡稱 DRPA)；故，對丹麥的 DRPA 模式簡單說

明。 

1989年丹麥所運行的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法制與現今丹麥對同性

伴侶婚姻權利保障模式截然不同。當時，因社會價值觀普遍對於同性戀存

在污名化、歧視觀點，在無法以客觀包容的態度去面對該群體之際，其所

衍生的相關權利保障在法制上成為空白的一章。丹麥為了解決同性戀群體

已存在的事實，使其在法制上與社會生活上，獲得與異性伴侶平等的地位。

丹麥國會成立專門委員會，由法律、社會及文化、生活等不同面向，進行

同性戀議題的研究(Kulow, 2002 : 421-22)。藉由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發表，不

僅扭轉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者存在的刻板印象，同時也向國會提出規範同性

伴侶共同生活關係的法制，即 DRPA 草案。歷經立法程序的討論與表決，

在 1989 年分別通過法案與正式施行之日，丹麥成為全球第一個實行同性

伴侶法制的國家。 

 (一)佛蒙特州建立 Civil Unions 歷程 

2000年佛蒙特州正式實施 Civil Union 法，其相關規範、內容等被編入

Vermont Statutes Annotated 中。當時，同性婚姻權利是否合憲在全美仍屬

爭議性權利之際，佛蒙特州的 Civil Unions 法的制定為同性伴侶權利保障

的濫觴。然，該法依舊存在是否基於平等保障的爭論。 

1.Civil Unions 的建制起源 

首先就 Civil Union 一詞的概念作一說明。使用 Civil Union 稱呼同性伴

侶共同生活的關係，佛蒙特州非首次使用該用語，而是源自法國國會在

1992年所提出規範同居關係的 Contrat d’Union Civile 草案時(江崇源，2012：

84)所創立的。和法國的制度對照，佛蒙特州使用的 Civil Union，係泛指依

該法所成立之伴侶關係，除借用法律用語之外，更進一步修正只為同性伴

侶所適用。佛蒙特州使用 Civil Union 模式除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利之外，

亦被其他州欲立法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法制，卻又深恐衝擊傳統一男一女

婚姻制度者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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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特州議會參眾議院分別以相較多數通過允許同性伴侶登記成為 

“Civil Union”的關係，享有州賦予異性伴侶一切在經濟與法律上的權利。

只要成功允許進入該制度者，即可享有婚姻中的權利。故此，在 2000 年

佛蒙特立法機關制定在州婚姻法之外，專門適用於同性伴侶對象的 Civil 

Union Law，作為州政府保障同性伴侶權益的法源，州長的簽署而正式實

行。同時，該法也是美國同志平權運動歷程中，第一步不觸及修正傳統婚

姻定義且同時授與州婚姻法裡配偶合法權利義務擴展至同性伴侶的法制。

此法公布後，日後成為其他州的同性伴侶移居至佛蒙特州申請加入 Civil 

Union尋求獲得法制上的保障。Civil Union 其象徵意義為同性伴侶在法制

合法化有了初步的成果，進一步成為其他州在制定相關法制所援引的模式。

然，Civil Union 無法完全保障同性伴侶的權利，因非稱「婚姻」，一旦遷

徙出佛蒙特州，其他州對於兩人的關係、權利與義務是否仍維持合法則待

考驗。 

【表 4-3】美國各州實行 Civil Union的現況 

State  Relationship Marriage 
Equivalent 

備註 

科羅拉多州
Colorado 

Civil Union No 2013年議會提案通過。 

康乃狄克州
Connecticut 

Civil Union Yes  

德拉瓦州 Delaware Civil Union  2013年議會投票通過 Marriage。 
伊利諾州 Illinois Civil Union  2013參議院以表決通過

Marriage。 
新紐澤西州 New 
Jersey 

Civil Union Yes 2012年國會通過同性婚姻合
法，卻遭到州長否決。 

新罕布夏州 
New Hampshire 

Civil Union Yes 2009年議會通過。2010 年實行
同性婚姻。 

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 

Civil Union  2012年承認州外同性婚姻關
係。2013 年議會通過 

佛蒙特州 Vermont Civil Union Yes 2000年，Vermont 州長簽署 Civil 
Union同性伴侶合法關係，是一
種同性伴侶關係的新法律。 
2009年立法機構正式承認同性
戀婚姻合法化，是第一個由州議
會投票表決通過。 

資料來源：Hertz, Frederick with Emily Doskow(2009),Making It Legal: A Guide to Same-Sex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s & Civil Unions,U.S.A:NOLO,pp236-37. 

表格：作者自繪 

 

由【表 4-3】中得知除佛蒙特州之外，各州實行 Civil Union 的狀態，

即使各州陸續通過進入到「婚姻」制度的形式。仍可看出當初選擇 Civil 

Union制度運作源自不變更州婚姻制度「婚姻」的定義，成為立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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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看佛蒙特州同性伴侶關係立法的演進，為了避免在同性婚姻議題上不同

意見者的對立與衝突，在法制層面上，其所採取的對策即以不修正州婚姻

法中婚姻的定義為的立法模式為主。透過此種途徑以回應州司法機關同性

伴侶同樣適用憲法平等保障原則。 

2.佛蒙特州 Civil Union 的內容 

(1)佛蒙特州 Civil Union 成立要件 

同性伴侶雙方要締結 Civil Union 的關係，首要必須符合資格34，即：

無婚姻或其他正式法律關係存在；須為相同性別者；年齡須滿 18歲；精

神狀態須正常；須非未取得監護人書面或同意之受監護宣告者；須非存在

親屬關係。 

(2)申請之程序規定 

其主要程序規定如下(江崇源，2012：84-86)： 

a.申請 Civil Union 許可證：欲成立該關係的當事人任何一方，向州內

住居所的行政機關進行申請手續。若在佛蒙特州內無住居所，可向州內任

一城鎮行政機關申請，方便他州州民向佛蒙特州申請締結 Civil Union
35。 

b.舉辦成立 Civil Union 儀式：取得許可證的當事人，應於有效期間 60

日之內，如，州法官、合格證婚人、或者領有證照的神職人員等有權見證

締結關係的人士面前36，雙方締結 Civil Union。 

(3)佛蒙特州 Civil Union 的權利與義務內容 

佛蒙特州首先創立 Civil Union 制度保障同性伴侶權利的模式後，其他

各州的 Civil Union 多數援引佛蒙特州的保障內容，然各州在制定權利保障

範圍則依循各州需求而設，無法統一敘述 Civil Union 的權利內容，故僅就

本節所探討的佛蒙特州模式作一概括性論述。 

同性伴侶在登記 Civil Union 的正式伴侶關係後，彼此則產生如同婚姻

關係中的親屬關係，與丹麥模式不同之處在於其同性伴侶適用佛蒙特州法

中有關「配偶」(spouse)、「家庭」(family)、「家庭成員」(immediate family)、

「眷屬」(dependant)、「近親」(next of skin)這些有關配偶、親屬關係的稱

謂，同樣適用 Civil Union 的同性伴侶(江崇源，2012：87-91)，然而，部分

                                                      
34

 Vt. Stat Ann.tit. 15,§§1202,1203; Vt. Stat Ann.tit. 18,§5163. 
35

 Vt. Stat Ann.tit. 18,§§5160(a),5161(a). 
36

 Vt. Stat Ann.tit. 18,§§5160(b),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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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婚姻制度下的權利與義務仍有所限制37。 

                                                      
37

 江崇源(2012)在〈美國佛蒙特州同性伴侶法制之發展：以 2000 年「公民結合法」及 2009 年

「婚姻平等法」為論述重心〉中說明 Civil Union的權利義務，分別有：1.概括性權利義務：為避

免列舉 Civil Union可適用權利與義務而產生掛一漏萬的情況下，Civil Union法設計的初衷則主

張在州法制下所得享有的權益，不採取列舉而以概括式、原則性的立法模式訂定。因此，在州境

內登記成為 Civil Union的正式伴侶關係後，其權利義務接受州法制的規範與保障，即與州婚姻

法制下異性配偶立於平等地位。 

2.列舉的權利義務：在佛蒙特州制訂 Civil Union關係中可享有的權益內容、範圍，除概括性的權

利義務之外，也有部分詳細說明的列舉性權利義務。主要為： 

(2-1)伴侶之間的撫養與方式與婚姻法中的配偶相同。 

(2-2)規範家庭關係的州法制，如：婚姻無效、分居、離婚、未成年子女的監護及撫養、夫妻財產

制及贍養費等規定，同樣適用登記成該關係的伴侶。 

(2-3)配偶生存中或死亡後，其所有的財產(包含動產以及不動產)，其所有權、占有權、公共關係

及其權利的轉移或分配等夫妻相關財產分配規定，同性伴侶皆適用。 

(2-4)配偶可行使之侵權訴訟，也可主張之；此外，訴訟過程中可主張拒絕證言權，則準用之。 

(2-5)遺囑法中有關配偶可行使的權益，無論實質或程序同性伴侶亦適用。 

(2-6)Civil Union中有關收養子女的規定，亦適用收養法的規定。 

(2-7)配偶，依照州法關於州公務人員團體保險即持續性照顧契約(continuing care contracts)的規定，

所可享有的權利，亦可主張之。 

(2-8)於 Civil Union關係下的同性伴侶，得以適用州家庭暴力防治法。 

(2-9)禁止基於婚姻狀態(marital status)的歧視規定，也適用之。 

(2-10)州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律，被害人配偶得請求遺囑補償金之規定，同樣適用 Civil Union

的配偶請求之。 

(2-11)於州法制下，傷殘勞工之配偶所得的職災利益，同性伴侶亦可主張之；此外，有關「給薪

家庭照顧」(family leave benefits)、薪資轉讓，同性伴侶可依法主張。 

(2-12)州法有關緊急及非緊急醫療與照護行為的實施、探病權、住院通知、住院病人或療養機構

病人權利等規定，同樣適用。另外，有關「醫療行為事先指示」(advance directives)，則準用之。

遺體捐贈在州法的規定上，同樣適用。 

(2-13)州法中與「公共援助福利」(public assistant benefits)有關之規定，亦可享有。 

(2-14)配偶依州法規定，稅務上享有之扣減或免稅之利益，則可主張之。 

(2-15)有關退伍軍人貸款優惠之規定，有其可適用。 

(2-16)其他有關農業以及捕魚狩獵之規定，同樣適用同性伴侶。 

(2-17)申請投票缺席的州法制規定，亦適用。 

(2-18)透過司法判決以確認婚姻關係存在的效力，於 Civil Union之間可適用。 

上述為 Civil Union制度中列舉的權利義務部分，欲建構正式關係的雙方可像傳統婚姻制度中的

異性伴侶，以準配偶的身分簽訂「婚姻協議」(ante nuptial agreement)，確立雙方締結正式關係後

的權利與義務。 

3. Civil Union關係的解除：一種關係的締結之際，伴隨而來的也須考慮到該關係解除的相關法制。

Civil Union關係的解除，除了伴侶一方因死亡的當然解除外，在 Civil Union制度中的同性伴侶

該如何在生存中解除彼此的關係，依照該制度建立之規定，則必須準用之離婚法。州離婚法中所

涉及之法定離婚程序、法定離婚事由、法律上分居(legal separation)即離婚效力等法律規範及內容，

期望透過法律同樣可以保障解除關係的雙方權利。 

首先，在法定離婚程序方面，除了雙方關係的解除外，更重要的是對於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過程

以及環境，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故，佛蒙特州的離婚程序必須透過「裁判離婚」37法制，向「州

法院」以提出離婚之訴，最主要是期望藉由法制的規定，防止輕率離婚情況的發生。 

提出離婚申請是屬於夫妻任一方在州內「住所地」(residence)之州地方法院(Superior Court)管轄，

為避免移居離婚(migratory divorce)37現象產生(紀欣，2009：108)，佛蒙特州進一步規定提出離婚

訴訟前，須居住滿 6個月以上之外，同時也須要州法院進行最後聽證(final hearing)前，居住滿一

年之相關程序上的規定。其次，在法定離婚事由上，除以「有責主義」(fault-based divorce)37為

基礎，同時兼採取「婚姻破綻主義」(no-fault divorce)，使雙方訴請離婚的理由較為彈性。 

再次，法律上分居的部分，夫妻任一方依循司法程序，請求州法院解除夫妻間的同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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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質的平等─婚姻平等法 

佛蒙特州的 Civil Union 法，不論是全國性質的 LGBT 團體或者州內同

性戀社群都無法認同，認為是一種政治妥協下的產物，並非真正賦予同性

伴侶完全的平等，不應只提供近似婚姻的權利與義務，在實質的程序上卻

選擇非「婚姻」的制度，有其原因。 

(一)立法原由 

反對 Civil Union 制度的論述有兩種不同的論述。首先，主張法制要比

Civil Union 更進一步使用州婚姻法來保障同性伴侶的論點。Civil Union 反

映出在制度上對待同性伴侶等同「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立法制

定原則，從州憲法整體價值秩序角度而言，是否符合州憲法平等保障原則。

早期建立 Civil Union 模式，是希望透過該制度保障同性伴侶合法的權益，

卻也遭部分學者質疑該制度建立的正當性，將 Civil Union 的制定視為另一

種對同志群體在法制上的隔離。另外，設計 Civil Union 最主要是希望藉由

衝擊傳統婚姻制度較低的法律，同時達成贊成與反對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

利的觀點。這意味 Civil Union 的建立僅將焦點置於保障實質權利部分，卻

不願意面對來自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立法者的質疑。 

其次，則是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連制定相關保障法制都不需要

的論述，Rauch(2004)認為非但同性婚姻權利不應該合法，甚至連其他形式

的建立都是對婚姻制度的毀損例如 Civil Union 或者 Domestic Partnership，

應與以排除。 

另一方面，支持 Civil Uunion 制度者卻認為該制度是在傳統婚姻制度

中「同中求異」，賦予婚姻權利與義務之際，也保有同性伴侶本身的獨特

性。Eskridge(2002)援引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條中「自由且平等」

的論述，主張 Civil Union 制度賦予同性伴擁有州所提供合法的權益，專為

同性伴侶提供法制層面上的保障是前所未有的。進一步指出 Civil Union 非

掠奪權利而僅是賦予合法的權利，且要求同性伴侶盡應盡的義務。 

                                                                                                                                                        
(cohabitation)，但彼此間的婚姻關係仍存在。而其適用程序一佛蒙特州規定設有住所達 6個月以

上，同時具分居已達6個月以上且婚姻關係已無回復之可能，方可向州法院訴請解除同居之義務。

最後，在離婚法律效力的部分，除同居義務消滅外在身分及財產關係的權益也隨之有所變動與調

整。主要呈現的部分為：妻與未成年子女姓氏的變更；夫妻財產之分割；未成年子女之監護與扶

養；贍養費的給付原則。上述之規定依佛蒙特州法規定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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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Civil Union 提供同性伴侶近似婚姻的實質權利保障，確實可

以解決同性伴侶對於婚姻權利的要求，也不衝擊現有法制層面上的婚姻關

係。實際上，在前述中分析締結 Civil Union 關係後，可以獲得的權益以及

其關係的效力，甚至探討了解除雙方關係程序的運用。然而，在州立法機

關制定 Civil Union 法促使同性關係合法之際，其所要面對在制度性上的挑

戰是，一種關係的建立必須考量到雙方若要結束該關係時38，其所應承擔

的後果。而該法在建立雙方關係中有詳細的規定，卻未具體規範雙方結束

關係的途徑。最主要的部分在於，就州婚姻法相關規定中，結束婚姻關係

需透過家事法庭的確認，而 Civil Union 制度在家事法庭中的適用仍受到質

疑，形式上的準用之，並非在實務判例過程可以獲得真正的運用。這也是

爭取同志平權團體無法真正認同 Civil Union 的原因之一。 

Civil Union 為同性伴侶共同生活設立的專法，成為其他各州取徑的模

式，一時間同性伴侶正式關係為各州矚目的權利保障焦點。更早之前的夏

威夷州的 Reciprocal Beneficiaries Act 以及加州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Registration Act 都透過立法逐步保障同性伴侶正式關係。由此可知，同性

婚姻權利保障，確實不再成為權利保障空白的一章，甚至隱晦不談的一

塊。 

鑒於 Civil Union 制度建立後，原旨在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利，卻因為

聯邦政府為了降低夏威夷州在 Baehr 案判決對傳統婚姻制度的衝擊，而制

定了 DOMA，即使 Civil Union 模式保障州的權益，卻無法享有聯邦與婚

姻中相關的合法權利。實質權利與形式權利皆不平等的狀況下，佛蒙特州

立法機關即於 2007 年成立 Commission on Family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針對就 Civil Union 實施後社會的變化與影響進行研究。 

佛蒙特州的州民普遍支持同性婚姻權利，其州立法機關在民意的推波

                                                      
38採裁判離婚主義，在 1970年代之前，各州法律對離婚原因限制頗嚴，目的在維護婚姻之安定。

到了 19世紀初，一些州尚須經立法機構通過特別法才准許離婚。即使其他各州，也只有在一方

配偶本身無辜（innocent），且證明另一方有若干法定重大過錯（離婚原因），即有刑事犯罪，或

「道德敗壞」事情，例如：通姦、遺棄或虐待時，才准許離婚。即使今日各州婚姻法革命，改採

無過失離婚制度，離婚仍須經法院判決准許。美國各州擁有婚姻、家庭關係的立法權，為避免住

居在離婚要間規定較嚴格的州民，為簡便離婚手續及過程，而移居離婚規定較寬鬆的州進行離婚

訴訟，以達離婚目的。所謂有責主義，則是夫妻任一方，有：通姦；入監服刑且刑期於逾 3年以

上；殘酷且不人道的虐待；惡意遺棄他方達 7年以上；有足夠之經濟能力，但不盡扶養義務；有

不治之精神疾病。見楊崇森(2013)，〈美國家事法之理論與實際運作(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215期，頁 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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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瀾與其他州如麻塞諸塞州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促動下，州議會在非司法

判決要求下，主動立法制定同性婚姻之「保障宗教自由與承認公民婚姻平

等法」(以下簡稱婚姻平等法)(An Act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 and 

Recognize Equality in Civil Marriage; Marriage Equality Act)
39。該法頒布使

同性伴侶獲得州婚姻法中異性配偶相同的權益以及法制上真正平等地

位。 

(二)婚姻平等法的內容 

2009年 4 月完成立法，於同年 9月 1 日正式實行。該法的內容將原本

僅用於同性伴侶的 Civil Union 法予以廢止，同時將州法中「婚姻」的用詞

修正為 civil marriage 藉以宣示同性伴侶、異性伴侶的婚姻權，皆受州法制

平等保障，存有規範40。 

 (三)婚姻平等法的影響 

佛蒙特州在頒布執行婚姻平等法後，可以看到該法發揮的影響力，特

別是在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議題上，成功使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獲得

州婚姻法中的權益同時也負起應盡的義務。婚姻平等法的影響呈現在大眾

意識、司法層面、立法層面上。 

大眾意識上，除了麻塞諸塞州等州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影響外，

主要是大眾共識的改變。以往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反對力度甚深的基督教等

宗教團體，在同志平權運動以及對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法制化後，州民

意識到同性伴侶的是一個既存事實，這僅僅是在性傾向上選擇的不同，並

非涉及倫理道德價值觀。故，州民逐漸扭轉對同性戀者負面刻板印象，以

及對同性伴侶應擁有合法婚姻權利產生認同，可以看到社會價值的轉變。 

司法層面上，由佛蒙特州一系列立法過程來看，法院判決將爭議的保

障方式交由立法機關決定，然而判決中明確指出保障同性伴侶平等權利的

重要論述。意即，司法機關在判決上並未具體指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敘述，

卻也未見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論述。這也使得婚姻平等法實施後，減少

                                                      
39

 2009Vt. Acts& Resolves no.3(passed as S. 115,2009 Gen. Assem., 2009-2010 Legis. Sess. 

(Vt.2009)). 
40

 1.立法目的在，承認公民平等婚姻權以及保障神職人員與宗教團體證婚的宗教自由。2.將婚姻

重新定義，依法定方式為兩人的結合。3.詳述締結婚姻的實質要件。4.列舉適格之證婚人。5.就

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以及本州憲法第1章第3條對宗教自由之保障，是否提供公民證婚儀式，

屬於宗教自由(Act to Protection Religious Freedom and Recognize Equality in Civil Marriage, No. 

003, § 5(codified in Vt. Stat Ann. tit. 1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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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爭議的訴訟。 

立法層面上，州的立法機關進一步完成一系列保障同性伴侶共同居住

關係的法案，Civil Union 以及之後的婚姻平等法，使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

在法制層面上達到平等的地位。特別是在婚姻平等法制定實施後，將 Civil 

Union同性伴侶過渡性質的正式關係，進一步提升至婚姻法中配偶的關係，

主要是將「婚姻」一詞重新定義，不再存有 Civil Union 制度上的歧視，而

是真正促進同性配偶與異性配偶在法制上的平等。雖聯邦DOMA的實行，

導致州層級的同性婚姻中的配偶無法真正享有聯邦福利，但各州逐步承認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推動聯邦層級的政治部門、司法部門重新思考

DOMA的正當性，未來對推動聯邦層級賦予同性伴侶聯邦婚姻權利合法化

的可能性增加。 

第三節 歐洲同性婚姻模式之分析 

歐洲對於同性伴侶是否應該進入婚姻制度，或者被排拒在婚姻制度外，

依舊存有爭議。而，允許同性伴侶可以擁有婚姻權的國家，在其形式建構

上，也各自存在差異。與婚姻相關的法律，除了規範個人進入婚姻的規範

外，也會賦予合法配偶「稅率」上的優惠，加強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誘因，

婚姻會提供配偶優惠，卻不會勉強個人進入婚姻。沒有獲得同意的婚姻是

無效的，且在某些國家中將被視為一種犯罪；因此，歐洲部分國家在不認

同同性行為的合法性之際，對於同性戀者婚姻權，乃至其相關權利保障，

可預見的在法制層面上，呈現出不友善的態度與決策。 

壹、歐洲各國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 

歐洲各國在同性婚姻權利爭議，儘管有全世界第一個承認同性關係的

丹麥，卻仍有多個反對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爾後，在歐盟成立與歐洲人

權法庭的相關規定是否可以影響歐洲各國賦予同性婚姻權利。 

一、形式權利的保障 

對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爭議，在歐美國家中，其主要癥結點在於宗教

信仰與道德觀念。近年來歐洲對同性婚姻的態度與立場逐漸產生變化，道

德觀念不再成為阻止同性婚姻合法的主要因素。可以透過歐洲對於婚姻形

式與觀念的轉變得知(Hertz &Doskow, 20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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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洲將婚姻視為一種合法關係的建構勝過於宗教因素。透過歐洲

各國人民在進入婚姻制度的過程中，不再注重宗教上的證婚儀式，只需以

民事上的規範為主要規範，則可以看出神職人員的證婚儀式重要性的遞

減。 

(二)歐洲結婚率的下降。根據統計數字，相較於美國，歐洲選擇進 

入婚姻的比例逐年減少；以北歐地區的國家而言，進入婚姻制度的比率僅

有美國的一半。美國平均每 1000位居民有 10位已婚，而歐洲則是平均 1000

位居民僅有 4-5 位已婚。 

(三)同性關係合法化快速在歐洲開展。歐洲在宗教信仰上，多以 

虔誠的天主教徒所建構而成，即使信仰基督教也存在一定的比例，同性行

為不符合這兩種宗教教義，且不允許其存在。事實上，北歐、中歐國家將

同性戀者權利視為一種人權保障範圍，甚至連西班牙宗教信仰較為傳統的

國家，在立法上也保障同性戀者的權利。 

由上述可知，「婚姻」制度是不是具有重要性與存在價值，這對歐洲人

民而言，「婚姻」似乎不若以往成為每個人一生中所要達成的目標。因此，

對於同性伴侶是否授予婚姻權，一般人民普遍將此歸屬基於個人自主權與

自由選擇的權利，傾向較友善的立場。 

對同性伴侶而言，則存在不同的主張，進入婚姻的立場與態度不一致，

對於積極倡議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者，則認為透過法律制度上的肯

認，象徵社會大眾對於同性戀者的認同。法律形式上的認同，對於同性戀

者乃至同性伴侶來說，不再受到制度上不平等的對待所帶來的異樣端觀點，

故，爭取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有其必要性。 

二、實質權利的保障 

授予同性伴侶婚姻權利保障僅有婚姻至可行嗎？答案是否定的，歐洲

各國思考保障人權的重要性，認為同性伴侶的其他權利，例如：職場上禁

止出現性別傾向歧視、社會保險適用等，那麼婚姻權既然屬於基本權利，

憲法明確指出人性尊嚴的重要性。而人有其自由選擇進入婚姻、以及和誰

進入婚姻，不但是自由權保障範圍，也是個人自主權的展現，更是完整人

格權的開展。 

然而，在歐洲各國體制的運作部分，則會產生衝擊現有婚姻制度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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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同時也須面對來自光譜另一端極端反對同性婚姻甚至同性行為的價值

與公眾意識。但，同性伴侶對婚姻權的需求，各國政府亦無法忽略該項權

利保障的重要性，為了回應同性伴侶正式關係法制化，各國政府採取非婚

姻途徑，卻又可以賦予同性伴侶近似異性配偶的婚姻實質權利的保障模式。

又，歐洲各國同意引進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的非婚姻保障模式後，究竟

應建立何種經驗模式，各國揉合本國體制與民情各自建構同性伴侶的法制

關係。 

以瑞典的個案為例(Glass、Nancy and Elizabeth, 2011 : 161-65)，儘管現

在瑞典已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特別是法案通過使婚姻中的性別為中性。

瑞典的婚姻平等之路始於 1973 年，議會通過同性伴侶共同居住合法化，

卻遭到民法委員會拒絕，認為同性伴侶的組合一旦合法，將取代現行法令

而衝擊過大，拒絕承認其合法關係。但官方提出報告，社會大眾認為可以

接受由同性伴侶組成家庭的生活方式。卻要到 1994 年，政治部門才積極

立法制定 Domestic Partnership 模式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逐步提供家庭權

以及親權。進一步修法，使婚姻制度成為中性的制度，建議婚姻應賦予進

入婚姻制度的伴侶充分的婚姻權利，不應以性別做為區分。甚至教會也基

於平等保障的原則下，成為世界最早給予同性伴侶在教堂進行婚姻儀式的

國家。 

貳、歐洲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模式 

當全世界各國僅有 7 個國家提供全部婚姻權利保障與應盡義務之際，

卻有更多國家思考採取非婚姻的保障模式。藉由「隔離但平等」的理論基

礎概念，制定保障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的模式，賦予同性伴侶合法身分、

實質權利、義務，惟，非稱為「婚姻」。就歐洲目前提供同性伴侶共同居

住關係的形式，扣除婚姻制度外，也各有不同，普遍運用的形式大致可以

分為：Registered Partnerships、Civil Union、Life Partnership 、The Civil 

Partnership and Certai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ohabitants Act 、

Registered Civil Partnership 等等，雖形式使用不同名稱，其設立的目的在

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利。 

在探討歐洲各國同性婚姻權利保障，最大挑戰在於歐洲國家林立，各

國政治體制與社會價值皆不相同，對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態度與意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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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異。此外，還必須考量是否符合歐盟在同性婚姻權利上的規範。 

在歐盟，儘管立法試圖統一或編纂有關家庭法律的條文，但其相關統

一的法律卻未真正建立，而是將全力保留給各國，故，歐洲各國自行設定

的婚姻要件與限制各自不同。 

一、政治部門對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爭議與回應 

政治部門為對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的第一道防線，無論是主張贊同或者

反對，這些都是民意的匯集，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必須要對民意有所回應。

甚至部分時候仰賴大眾共識制定法案，對於具高度爭議的同性婚姻權利合

法，政治部門也會隨不同政黨、執政者、社會氛圍與大眾民意而有所轉變。 

以荷蘭為例，1980 年代，政府部門採取與婚姻制度平等的 

“Cohabitation contract”模式保障同性伴侶與異性已婚配偶相同權利，雖未

涉及歧視同性伴侶，但同性戀社群認為婚姻制度僅屬於異性社會，已造成

同性伴侶遭受來自制度不同的對待，被視為一種差別待遇。事實上，荷蘭

民法未明確要求配偶的定義為異性。行政機關為減少制度所帶來的爭議，

在 1997 年制定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djustment Act 改變原有的登記法，

真正將相關權利賦予登記該制度的合法伴侶(Glass、Nancy and Elizabeth, 

2011 : 145-50)。立法機關確認並通過立法，擴大同性伴侶收養權，同時也

提出論辯生育無法成為拒絕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因素。 

Kurtz(2004)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主張以「生育」違反對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的論述，其所提出的生育恰巧會成為反駁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述。主要

若以相同的因素那麼一旦異性伴侶不願意生育或者不能生育，那麼是不是

也成為婚姻制度排拒的對象。所以，政治部門選擇以中性的用語與制度解

釋制定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djustment Act 的緣由，是有助改變社會、公

眾的態度，也不至於衝擊宗教價值，該制度也被視同與婚姻制度等價。 

歐洲國家選擇採用非婚姻制度提供同性伴侶權利保障，政治部門多持

與荷蘭政治部門相近的主張與論述，惟，各國提供權利保障的模式名稱與

權利範圍依照各國制定標準而有不同。 

二、司法部門對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爭議與回應 

歐洲重視人權保障有其歷史因素以及現實狀況考量。各國司法判決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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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障人民權利的案件，在判決過程中多以保障人民權利為優先考量。對

於法律社群而言，其本質一方面思想上保守，一方面卻又得面對快速變化

的環境，而企圖求新求變。南非大法官 Albie Sachs(2013)就指出法官在面

對新人權保障議題之際，則要考慮的是選擇作為既定法律原則的擁護者或

者是改革者。特別是針對原則一貫的判例以及重新定義原則時，法官面臨

的是重新定義對現有制度所帶來的衝擊，或者是依照原有判決，選擇忽略

新興人權保障重要性。那麼權利保障的範圍該由誰來制定，標準又是甚麼？

以歐洲而言，多元性的文化，社會價值迥異的各國，至為關鍵。 

就以法國而言，權利保障的方式是以提供個人的自然權利和集體權利，

沒有具體提到婚姻，只有對個人的平等進行論述。1804 年民法中，不將婚

姻的核心定義視為婚姻制度構成的必要條件，相反的是透過不同條件建構

出所謂的婚姻；因此，法國的婚姻制度規範具有較大的空間，會隨不同時

空環境而變更新的條件。2007 年，Casassion 法庭，針對一起在波爾多提

出婚姻無效的訴訟，對婚姻的定義進行再確認，肯定婚姻的形式唯一男一

女的組合，但不明確的強求。Fulchiron(2011)提出以歷史為理由，透過民

法來定義，Fulchiron 在婚姻與法國所制定保障同性伴侶權利的制度 Pacte 

Civil de Solidarite'(PACs)之間做出區別。婚姻法令覆蓋家庭，而 PACs則以

伴侶為主，說明該制度不像婚姻制度可以擁有家庭權、親子權(Saez, 2011 : 

26)。法國認定婚姻所涉及的是完全的婚姻權利，而非 PACs 僅以兩人之間

的伴侶關係為出發點，權利上與婚姻制度仍有所區隔。 

近年來，法國透過立法起草新的婚姻定義，擬定對同性伴侶開啟進入

婚姻制度的可能性。即使歐盟或歐洲人權公約明定人權保障的重要性，然，

對於同性伴侶等相關權利議題卻呈現出搖擺不定的解釋，主要是同性伴侶

的婚姻權、家庭權具高度爭議性。各國仍遵照國內法的規定，授予同性伴

侶實質權利項目仍有限制，法國則未開放同性伴侶的親子權，事實上，歐

洲人權公約並未規定同性伴侶的父母權，嚴格說法國並未違反歐洲人權公

約。 

過去，法律社群無論就規範面或者實踐面而言，宗教信仰所型塑的價

值觀，經過數千年文化與生活經驗的積累，會在日常生活與法律制度看出

宗教行事規範的標準。即使憲法規範政教分離，宗教對歐洲各國法律規範

仍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卻不能偏廢少數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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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保障的重要性，更不能因此而造成歧視。 

同性婚姻權利，對司法社群是一種新興人權保障與制度性「婚姻」兩

者之間的判決衝突。若是判決同性婚姻權利不合法，則維繫原有的傳統婚

姻，以及制度中所包裹的相關保障權利與義務僅賦予異性配偶，同性伴侶

平等保障則無法落實。一旦判決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保障同性伴侶身分之

外，婚姻中所納入的權利與義務則完全擴展至同性伴侶，產生衝擊現有婚

姻制度與家庭觀，與社會資源、政治資源稀釋的疑慮。該如何建構滿足天

平兩端的需求，司法部門在人權保障原則下，判決應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

然而相關立法則交由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協商。 

綜合上述，儘管歐洲各國提供不同制度、權利保障項目，意在縮短同

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權利保障上的差距，解決同性伴侶在婚姻制度上所受的

不平等對待，仍無法完全解決法律、社會、文化與經濟在同性伴侶與異性

伴侶之間所產生的不平等。 

英國為了打破「隔離但平等」的藩籬，英國同志運動聯合同性伴侶與

異性伴侶在 2011 年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訴訟，且開啟「婚姻平權」運動

(Equal Love)，遂英國有了提供同性伴侶婚姻權的 Registered Civil 

Partnership 模式。 

 三、同性婚姻合法化─英國的 Marriage Bill 

2013年 7 月，英國下議院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

Marriage(Same-Sex Couples)Bill，英國政府宣布同性伴侶可以和結婚，並享

有和異性配偶一切相同的權利義務，在 2014 年 3 月 29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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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ervices.parliament.uk/bills/2013-14/marriagesamesexcouplesbill.html 

【圖 4-1】Marriage Bill進程圖 

 

透過【圖 4-1】所看到的是，英國同性婚姻權利法案由提案到通過的歷

程。就英國社會價值相對傳統以及宗教信仰影響日常生活較深的狀況下，

同性戀群體在長時期污名化的標籤下，不能公開自己的性別傾向，壓抑自

己追尋幸福的渴望，無法獲得完整的人性尊嚴。直到點燃同性戀群體重視

自身權利的廢除第 28條社會運動，英國同性戀群體的權利保障議題開始

萌芽。民眾也意識到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已是一個既存的事實，既已組成

家庭那麼其對社會相關的義務與權利，國家應予以完整規範。 

1.公眾態度的轉變─同性婚姻合法支持率增加 

英國推動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公眾態度的轉變扮演關鍵的因素。社會

大眾態度與立場的轉變，降低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的阻力，成為促進婚姻平

等立法的立基。 

【表 4-4】英國民眾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支持度             

 

資料來源：http://www.angusreidglobal.com/wp-content/uploads/2011/08/2011.08.03_SameSex_BRI.pdf 

http://services.parliament.uk/bills/2013-14/marriagesamesexcouplesbi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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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的數據看到，在實行 Civil Partnership 制度後，仍有近半

數民眾認為應授予同性伴侶婚姻權，而支持同性伴侶權利保障模式為 Civil 

Partnership 而非婚姻制度的則下降 2 個百分比，直到 2013 年增加到 55%。 

2.政治部門的回應─積極立法 

在英國，議會多數黨組成行政機關的政治運作模式，使得立法與政策

執行有效率。政治部門必須謹慎回應公眾輿論與需求。事實上，政治部門

正視同性戀群體對權利與義務的需求，故而制定 Civil Partnership 模式。實

際運作後，登記成為正式關係的同性伴侶非實質權利的不足，而是制度上

二次歧視。主張婚姻平等，並非要求賦予同性伴侶新的權利項目，而是獲

得原本制度中已制訂的合法權利保障，更重要的是身分的認同，同性伴侶

不再次於異性伴侶而存在。 

參、歐洲未來的同性婚姻權利─歐洲各國一致性？ 

現今歐洲針對同性婚姻權利保障模式，各國朝向同性婚姻法制化邁進。

就西班牙、法國而言，相對為信仰天主教較虔誠的國家，社會大眾對於同

性婚姻權利的接受度，往往是傾向反對的立場。然，2013年這兩個國家陸

續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立法，可謂朝同性婚姻權利平等跨進一大步。

實際上，法國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後，其所引起社會價值的對立，往往

成為被忽略的環節。 

在歐洲，除了塞爾維亞將禁止同性行為列入憲法中，其他國家國內憲

法皆未禁止同性行為，主要在於進入歐盟的基本條件是簽署同意歐洲人權

公約，而歐洲人權公約中要求保障反對歧視，禁止歧視性傾向則為反對歧

視的範圍之一。然而，部分蘇聯國家中，仍將同性戀行為視為違法。 

歐洲人權法院在近年來處理同性婚姻權利的訴訟案件，多以歐洲人權

公約第 8、12 條為判決原則，援引「家庭生活」的概念，在 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 的案件中，判決奧地利政府未允許同性婚姻不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第 12條的規定。但承審法官卻認為奧地利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8、14

條尊重私人家庭生活方式與禁止歧視，認為奧地利政府有義務引進非婚姻

形式的權利保障形式，提供同性伴侶保障法源。 

由判決可以看出積極層面，法院承認社會快速演變使得許多國家或者

歐盟會員國提供同性伴侶法律承認，建構同性伴侶穩定的家庭關係，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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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居住關係卻不能等同婚姻，是基於尊重自由選擇共同生活方式的樣

態。這是目前歐洲不論就歐盟或者歐洲人權公約對於同性婚姻權利態度的

傾向與立場。 

歐洲同性婚姻未來發展可能面對的挑戰，可以分為幾個面向，分別為： 

一、歐盟 

歐盟成立後，陸續加入成為會員國迄今共有 28個國家，相對多數與相

對少數之間的差距呈現一種動態式的移動。目前，儘管歐盟並未在同性婚

姻權利上有具體性的立法，司法判決上也未明確指出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然而，歐盟所扮演的是統合歐洲立法、司法的角色，其決定具有象徵性。

歐盟的權利保障架構類似一種屋頂理論，在該屋頂下的權利保障解以此原

則為基礎，提供權利保障。未來，是否會做出最終立法或者法院判決賦予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以及對會員國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約束力的程度，成為

值得關注的方向。 

二、歐盟會員國 

各會員國之間存在社會價值體系的差異，對於是否賦予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化也各自存在差異，會員國中的英國、法國等部分國家都以合法化，

卻仍有部分國家採取等同婚姻制度的替代性制度提供保障法源，更有些國

家禁止同性婚姻權利，例如奧地利，甚至不允許其他形式的制度賦予同性

伴侶等同婚姻的權利。歐盟對於各會員國具有多少約束力，一旦會員國不

願意遵守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立法或司法判決，歐盟對會員國的制裁力

可以發揮多大的程度。未來，各會員國國內法，尤其是婚姻法、家庭法的

部分因為歸屬各國自主權利的範圍，是否受到一定的衝擊，是歐洲同性婚

姻權利合法化的挑戰。 

三、非歐盟會員國 

在非歐盟會員國中，有部分國家已經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例如：

挪威。其他國家多屬前蘇聯解體的國家，其意識形態、社會價值體系相對

實行民主體制的國家而言，顯得較不容易接受同性行為。因此，同性伴侶

爭取婚姻權利保障需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是同性戀者爭取平等權利必須要

跨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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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不論歐盟或者歐洲人權公約中，都未明確指出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僅就模糊空間賦予各國自行決定，對歐洲同性婚姻權利保障表面上

看起來是一種障礙。事實上，歐洲就全球各地保障同性婚姻權利甚至同性

戀者權利，可謂先驅。可由下表看出 

 

【表 4-5】歐洲各國保障同性婚姻權利現況 

Northern Europe 北歐 

Country Relationship Marriage 

Equivalen

t 

備註 

丹麥 Denmark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No 1989年即承認 same-sex union
非立法承認同性婚姻。而後國
會通過，到 2012年才承認同
性婚姻。 

瑞典 Sweden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No 建議修改婚姻要件，使性別中
立，2009年同性婚姻生效。 

芬蘭 Finland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No 2009年國會投票通過同性伴
侶可領養孩子。 

挪威 Norway Same-Sex Marriage  由國會通過，2009年 SSM 生
效。 

冰島 Iceland Relationship Recognition No 2010年 SSM 生效。 
瑞士 Swiss Civil Union No 聯邦公投通過，2007年生效。 
Central Europe 中歐 

荷蘭 The 

Netherlands 
Same-Sex Marriage Yes 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其

相關權利比照傳統婚姻權利，
2001年 SSM生效。 

比利時 Belgium Same-Sex Marriage Yes 2003年 SSM生效，卻禁止收養
孩童，一直要到 2006年國會通
過法案，允許同性夫婦收養孩
子。 

法國 France Same-Sex Marriage Yes 立法通過由下議院通過法案，總
統簽署。2009 年法院允許一對女
同性戀者領養小孩。2013年 4

月通過，卻引法社會正反意見的
衝突，甚至有極度反對同性婚姻
的學者舉槍自盡。 

德國 Germany Life Partnership No 2010年，柏林法庭裁定國外登記
同性婚姻在德國可被視為同性
伴侶關係。最高憲法法庭裁定同
性伴侶應享有異性夫婦財產繼
承納稅待遇。 

盧森堡
Luxembourg 

Registered Civil 

Partnership 

No 立法制定 

英國、愛爾蘭
United Kingdom, 

Registered Civil 

Partnership 

No 立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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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England, 

Scotland, , and 

Wales 
愛爾蘭 Ireland The Civil Partnership and 

Certai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ohabitants 

Act 

No 愛爾蘭政府(行政部門)公布Civil 

Partnership 法律草案。2010年通
過法案。 

奧地利 Austria Zivilpakt No 根據投票，政黨提出引進 

Southern  Europe 南歐 

西班牙 Spain Same-Sex Marriage Yes 是歐洲第 3個國家允許同性婚姻
合法，2005 年 SSM生效。 

葡萄牙 Portugal Same-Sex Marriage  政府批准，向國會提交法案。國
會通過，2010 年 SSM生效。 

義大利 Italy Domestic Partnership 

DICO, Dirittie doveri delle 

persone stabilmente 

conviventi 

No 該法案建議給未婚同居者包括
同性伴侶健康與社會福利且具
繼承權，前提是兩人居住共同生
活至少 9年 

希臘 Greece、
Malta、Cyprus 

則無相關立法   

Eastern Europe 東歐 

斯洛伐尼亞
Slovenia 

Registered Partnership No 立法通過 

捷克 Czech 
Republic 

Registered Partnership No 同性伴侶關係法案，立法通過。 

匈牙利 Hungary Registered Partnership No 2009年國會立法通過。 

Baltic 
States(Estonia、
Lithuania、
Latvia) 

反對在法律上承認同性
關係，特別是 Latvia 則
是以憲法禁止 

  

資料來源：http://www.hrc.org/ 

表格：作者自繪 

 

由【表 4-5】而言，歐洲確實重視同性伴侶在婚姻權利上的需求，以人

權保障為優先考量的狀況下，歐洲多數國家都已經立法通過不同形式的保

障模式。這也是台灣未來在處理同性戀者權利保障或者同性婚姻權利爭議

可以取徑的模式。 

第四節 歐美國家同性婚姻模式之比較 

經由分別分析美國州層級的婚姻以及非婚姻模式提供同性伴侶合法關

係的保障刑模式，同時也整理了歐洲提供同性伴侶正式共同居住權利後，

僅就其作一比較，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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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美國州層級非婚姻模式的比較 

爬梳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制度後得到同性伴侶締結關係

上，採取法律建構保障制度的形式，其所考量在於是否衝擊傳統婚姻制度，

以及能否提供同性伴侶平等(張宏誠，2011：152)。建構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者 Civil Union 模式是基於符合各州民情、民眾需求、與州的公共利益為

前提，僅能以概括的方式分析 Domestic Partnership、 Civil Union 制度的異

同。此外，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都是在婚姻制度光譜中，劃

分為非婚姻制度的那一方。最後，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在權

利保障項目範圍極為相近，不易確切比較兩者的優缺點。故，將 Domestic 

Partnership 、Civil Union 制度的異同，做粗略的分析。主要有實質與形式

兩個面向的差異，分別為： 

一、實質上 

必須說明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確實與婚姻制度在權利保

障項目上有所差異。就親權部分而言，傳統婚姻制度中的異性配偶不需要

思考有沒有親子權，自然而然的生育養育子女成為婚姻中的一部分。

Domestic Partnership、 Civil Union 模式，則各州在不同的情況考量下，並

未全部賦予同性伴侶收養子女的權利。其所著眼的立論為「兒童最佳利益」。

以一男一女組合成的家庭形式為基礎，被視為可以提供子女成長過程中良

好的發展環境；然而，社會發展朝向現代化與多元化的今日，單親家庭、

祖孫家庭、同居不婚等等，雖建立非婚姻形式的保障制度(Warner, 2010 : 

725)，未必不能提供子女完整的發展環境。 

二、形式上 

「婚姻」除了提供婚姻權、家庭權、親子權等實質權利的保障之外，

重要的是藉由「婚姻」制度公開彼此之間的關係，獲得「身分」的認同。

同樣地，同性伴侶也期望進入婚姻獲得「身分」上的認同，為了回應同性

伴侶的訴求，與兼顧不衝擊現有傳統婚姻制度之下，建立等同「婚姻」的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現實狀況下，非婚姻模式的行使固然暫

時解決同性伴侶婚姻權利保障的訴求，同性伴侶卻因為制度上的差異，反

映在社會意涵則象徵二等公民(Dorf, 2011 : 1276)。制度上，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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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Civil Union 非但無法展現出平等，反映出官方態度與社會意

義則強化同性伴侶為次等公民的印象。 

無論實行 Domestic Partnership 抑或是 Civil Union，各州在權利保障項

目也會程度上的差異。 

 

【表 4-6】美國各州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利項目的現況 

 
 

Califor
nia 

Conn
ecticu
t 

Color
ado 

Distri
ct of 
Colu
mbia 

Hawa
ii 

Iowa Mass
achus
etts 

Main
e 

Neva
da 

New 
Hamp
shire 

Ne
w 
Jers
ey 

Ore
gon 

V
er
m
on
t 

Was
hin
gto
n 

Type of 
relations
hip 
同性關
係的類
型 

Domest
ic 
Partner
ship 

Civil 
Unio
n 
Marri
age 

Recip
rocal 
Benef
iciari
es 

Dome
stic 
Partn
ership 

Recip
rocal 
Benef
iciari
es 

Marri
age 

Marri
age 

Dome
stic 
Partn
ership
/Marr
iage 

Dome
stic 
Partn
ership 

Civil 
Unio
n/ 
Marri
age 

Civi
l 
Uni
on 
 

Do
mes
tic 
Part
ners
hip 

Ci
vi
l 
U
ni
on
/ 
M
ar
ri
ag
e 

Do
mes
tic 
Part
ners
hip 

Effective 
date 
生效日
期 

1/05 10/05
-10/0
8 

4/09 1/06 1997 4/09 5/04 9/09 10/09 1/08-
1/10 

2/0
7 

2/0
8 

9/
09
/ 

7/0
9 

Marriage 
equivale
nt  
等同婚
姻 

Yes Yes No No No Yes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
es 

Yes 

Must be 
same-se
x 
限定同
性 

Yes(or 
age 62) 

Yes No No No No No No No Yes Yes Yes Y
es 

Yes 

Hospital 
visitatio
n, 
medical 
decision
s 
醫療探
視決策
權 

Yes Yes Yes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
es 

Yes 

Spousal 
privilege 
配偶特
權 

Yes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
es 

Yes 

Commu
nity 
property 
or 
Equitabl
e 
distributi
on 
夫妻共
有財產
分配 

Comm
unity 
propert
y 

Equit
able 
distri
butio
n 

Equit
able 
distri
butio
n 

Equit
able 
distri
butio
n 

Equit
able 
distri
butio
n 

Equit
able 
distri
butio
n 

Equit
able 
distri
butio
n 

Equit
able 
distri
butio
n 

Com
munit
y 
prope
rty 

Equit
able 
distri
butio
n 

Equ
itab
le 
dist
ribu
tion 

Equ
itab
le 
dist
ribu
tion 

E
qu
ita
bl
e 
di
str
ib
ut
io
n 

Co
mm
unit
y 
pro
pert
y 

Presume Yes Yes No  No Yes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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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ag
e 
父母身
分 

es 

Court 
dissoluti
on 
required  
終止關
係 

Yes Yes No No No Yes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
es 

Yes 

Intestate 
successi
on 
無遺囑
繼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
es 

Yes 

Joint tax 
filing 聯
合報稅 

Yes Yes No No No Yes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
es 

 

Spousal 
support 
available 
配偶支
援 

Yes Yes No Yes No Yes Yes No Yes Yes Yes   Yes 

Tenancy 
by the 
entirety 
租賃補
助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o No Yes Yes Y
es 

 

Body 
dispositi
on rights 
遺體處
置權 

Yes Yes Yes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
es 

Yes 

Priority 
for 
appoint
ment as 
deceased 
partner’s 
represent
ative/ad
ministrat
or 
已故代
理人權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
es 

Yes 

Divorce 
revokes 
will 
bequests 
and 
beneficia
ry 
designati
ons 
指定遺
產受益
人 

Yes Yes No Yes No Yes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
es 

Yes 

DOMA 
or 
constitut
ional 
amendm
ent 
DOMA
或憲法
修正案 

Yes No Yes Yes Yes No No No No No No Yes N
o 

Yes 

資料來源：Hertz, Frederick with Emily Doskow(2009),Making It Legal: A Guide to Same-Sex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s & Civil Unions,U.S.A:NOLO,pp2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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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中，分別是目前美國各州提供同性伴侶非婚姻制度模式，各

州所授予的權利保障項目，以及法律的效力。首先，要說明州層級的非婚

姻模式有些等同婚姻；其次，非婚姻的模式非長久的制度，僅僅為一種過

渡時期的制度，最終僅有在婚姻的基礎上，方可落實形式與實質的平等。 

佛蒙特州為美國第一個授予同性伴侶 Civil Union 制度保障的州，儘管

州提供實質權利的保障，然經過實際制度運作後，卻仍發現制度不足之處，

特別是在法律效力的肯認部分。佛蒙特州登記成為正式 Civil Union 關係的

同性伴侶，搬遷至其他司法管轄地區仍無法適用其婚姻制度，即使在同為

取徑 Civil Union 的麻塞諸塞州，也無法適用該州的權利保障。麻州一直要

到 2010 年後最高法院才肯認佛蒙特州 Civil Union 的法律效力。 

本文認為，Domestic Partnership 和 Civil Union 的異同在： 

一、相同之處：首先，兩種模式甚至其他非婚姻的形式，所呈現出的

是一種法定準婚姻關係。與婚姻的實質權利幾乎相同，惟不以婚姻稱之。

其次，這兩種制度是提供同性伴侶正式關係的選項，也可減緩對社會大眾

對同性婚姻的反對程度；反對的聲音不僅為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制度的團體，

甚至同性伴侶本身也認為制定有別於婚姻的保障模式，不會受限於異性宰

制的價值觀，是一種過渡性質的制度。最後，各州在承認同性伴侶共同居

住權的制度上，不論是使用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者 Civil Union 其立意都

在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雖提供同性伴侶合法權益與義務，卻要面對不同

制度的差異(Knauer, 2012 : 751)，導致權利保障的複雜化，這也是主張同性

婚姻權利合法化者對各州不同保障制度的質疑。不同保障模式會產生權利

的矛盾，同性伴侶在成為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的正式關係後，

一旦遷徙至其他州，那麼其關係的效力是否可以延續至他州，無論已經締

結的正式關係或者是欲解除的關係，都因各州法制的不同，造成制度換軌

的爭議。 

二、相異之處：Domestic Partnership 與 Civil Union 兩種制度除名稱上

的不同外，首先，最主要的是提供適用對象 Civil Union 僅限同性伴侶，

Domestic Partnership 則不限於同性伴侶；其次，Domestic Partnership 制度

提供其他司法管轄區所認同的同性關係相同權利保障，不易產生制度接軌

所產生的權利保障空白。最後，Domestic Partnership 主要是建構家庭關係

的多樣性，同時列入非親密關係、沒有愛情關係的組合，轉換成一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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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可行性，促進多元關係，而不是 Civil Union 單一樣態的家庭模式。 

綜合上述，就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者 Civil Union 實質權利部分已近

似婚姻制度中所賦予配偶的權利、義務。美國國務院則宣布暫不考慮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者 Civil Union 就是婚姻制度的一種，最主要其所涉

及聯邦層級的法律修訂或者其他與婚姻相關的法律都將更動，例如：移民

局的官員在對「配偶」41的定義上就必須重新在法規上做修訂，考量現實

狀況，暫不將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在法位階上納入婚姻範圍

涵蓋中。 

由此推論，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 模式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性，既然聯邦最高法院在 Windsor 的判決中已透露出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化的傾向與態度，儘管最高法院在高度爭議的權利保障議題上，判決態度

相對謹慎，卻不會與 Windsor 的判決有所牴觸。對於政治部門而言，在政

策的制定方向或者運作上，不得不將民眾的態度與公眾的輿論納入考量因

素。未來，民主黨、共和黨都有可能成為執政者的情況下，其政黨對於同

性婚姻權利的態度與立場則可能左右立法制定。下列【圖 4-2】所呈現出

的是共和黨各年齡階層對同性婚姻權利的態度。 

                                                      
41

 N.J. STAT. ANN. § 37: 1-3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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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3/10/61-of-young-republicans-favor-same-sex-marriage/ 

【圖 4-2】2014 年共和黨人對同性婚姻合法的傾向 

 

由【圖 4-2】數據所呈現出的是共和黨年輕世代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

支持度。年輕世代其所代表的是美國未來政策、立法的趨勢，對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以近似民主黨，未來不論是共和黨或者民主黨執政，其政治部門

對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可能漸趨緩和。然而，這卻不代表各州在同性婚姻

權利的態度與聯邦相同。然而，弔詭的是支持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並不能與

支持同性伴侶收養子女畫上等號，意即美國社會依舊認為同性伴侶是否可

以提供子女完整的成長，存有質疑。 

綜觀各州對同性伴侶所提供的正式共同居住關係的保障，不論其形式

為婚姻或為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是州層級的權利保障。然，

卻不表示美國各州在同性伴侶婚姻權利上擁有一致的態度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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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美國各州反對同性婚姻現況 

State 禁止狀況 備註 

阿拉斯加州 Alask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  

阿拉巴馬州
Alabam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阿肯色州 Arkansas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2011年最高法院裁決
允許同性戀伴侶以及
非婚異性戀伴侶申請
領養或收養孩子。 

亞利桑那州Arizon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  

佛羅里達州 Florid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2008年邁阿密巡迴法
庭裁定同性伴侶有權
領養孩子 

喬治亞州 Georgi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艾達華州 Idaho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印第安那州 Indian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堪薩斯州 Kansas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肯塔基州 Kentucky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密西根州Michigan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  

密蘇里州Missouri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  

蒙大拿州Montan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  

北卡羅萊納州
North Carolin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通過州憲法修正案禁
止一切有關同性的合
法關係形式。 

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2013年 12月通拓同性
婚姻合法 

內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北達科他州 

North Dakot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奧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俄亥俄州 Ohio 法律禁止同性婚姻  

賓夕法尼亞州 法律禁止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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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sylvania 

南卡羅萊納州
South Carolin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南達科他州 

South Dakot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德克薩斯州 Texas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田納西州
Tennessee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  

猶他州 Utah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2013年 12月通過同性
婚姻合法 

維吉尼亞州
Virginia 

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及其他形式同
性結合 

 

西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 

法律禁止同性婚姻  

懷俄明州
Wyoming 

法律禁止同性婚姻  

資料來源：Hertz, Frederick with Emily Doskow(2009),Making It Legal: A Guide to Same-Sex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s & Civil Unions,U.S.A:NOLO,pp236-37. 

表格：作者自繪 

 

由【表 4-7】看到美國阿拉斯加州等州對於同性婚姻仍持禁止的立場，

甚至在州憲法上明確禁止其他保障同性伴侶共同居住的正式合法關係形

式。其次，顯示出同性婚姻權利是一個動態的議題，不會隨 Windsor 案聯

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而宣告落幕，由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分別在 12月通過

同性婚姻合法，可以發現各州在同性婚姻權利上的爭議才剛要展開。更彰

顯出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者 Civil Union 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上述部

分的州憲法中並未明確限制提供其他形式的保障，僅名稱不為「婚姻」即

可。在現實形式保障無法突破的情況下，在身分制度與實質權利保障無法

兼顧之下，可以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實質性的權利保障，是一種權宜之計，

卻也是考量現況而制定的模式，無法完全提供婚姻權利，但至少趨近婚姻

權利。檢視美國州層級非婚姻模式的同性關係保障後，進一步論述美國模

式與歐洲模式之間的異同。 

貳、美國模式 vs歐洲模式 

歐美國家的社會背景、文化歷史、生活習慣、政治體制、民主化程度

等等都成為影響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的因素。歐洲各國與美國在這些條

件因素相似的情況下，對處理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的傾向與立場也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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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同中求異之處。 

一、相異之處 

其主要相異之處為制定權利保障制度的策略與途徑 

(一)歐洲 

許多國家提供同性伴侶保障的制度模式多以 Registered Partnership 為

主，其登記制度開始由北歐逐漸擴展其運用範圍，中歐、南歐、東歐都有

國家使用 Registered Partnership，作為保障同性伴侶權利。後，因為制度的

設計是僅提供傳統婚姻中相關實質權利，而非「婚姻」名稱，卻逐漸受到

不願進入婚姻制度的異性伴侶所青睞，希望透過制度保障應有的權利。因

此，歐洲部分國家回應異性伴侶的需求，也擬定異性伴侶進入 Registered 

Partnership 模式的相關法律規範。 

另外，歐洲在制定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制度、模式多數是以立法機關

制定相關法律保障，然而經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案，其存在一定程度的

政治風險，一但執政者不願執行或者拖延執行時機，那麼同性伴侶的權利

可能會在政治角力戰中被剝奪，抑或是引起社會價的對立與司法爭訟，不

利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發展。其中較特殊的例子是法國，由立法機關提

出立法保障同性伴侶婚姻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者則透過憲法委員會介入

禁止同性婚姻合法，但憲法委員會則於 2013年認定同性婚姻法案的合憲。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歐洲與美國模式不同之處，在於歐盟對 Registered 

Partnership 的認同，僅僅是形式上的認可，而非提供實質權利(Curry-Sumner, 

2011 : 55-56)。其實質權利的部分，Registered Partnership 制度中的伴侶必

須符合各國國內法相關制度的規定，因各國保障權利範圍各有不同，在無

法責成共識的情況下，歐盟僅作形式上的認同。 

(二)美國 

針對美國在制定保障同性伴侶締結正式關係的法規範中，儘管立法部

門已制定相關法律回應同性伴侶對婚姻權的需求；但更多時候，美國透過

司法做出權利保障，而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則可能成為各州權利訴訟案件

判決的重要依據情況下，成為促進尚未保障同性婚姻各州重要論述。未來，

美國各州在面對同性婚姻合法上依舊存在爭議，然而在聯邦層級的實質權

利賦予上，在 Windsor 後各州同性配偶可以逐步獲得相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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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同之處 

歐洲與美國在同性伴侶關係權利的模式上，其相同之處，分別為： 

歐洲與美國在提供非婚姻保障制度之際，同時要面對的是人民自由流動的

問題。人民自由流動所面臨的是無法獲得原地或者原有國家承諾保障的權

利，而其補救措施，分別為： 

(一)歐洲部分 

如果主要國家法律認可 Registered Partnership 可以和婚姻制度平行，獨

立個別的權利，將提供已登記成為 Registered Partnership 關係的同性伴侶

所適用，這是對 Registered Partnership 制度肯認的重要部分。另外，若原

來國家並未將 Registered Partnership 與婚姻視為平行制度，那麼將無法獲

得另一個國家權利上的保障。 

(二)美國的部分 

在涉外司法管轄地區的部分，加州所實行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提供

一定程度的制度接軌，賦予等同 Domestic Partnership 所規範的權利保障內

容，各州所制定的規範各有不同。這也是美國提供非婚姻制度保障模式所

面對的挑戰。進而，希望透過聯邦層級做出具體的立法，以降低不同制度

接軌所產生權利義務空白的爭議。 

綜合以上各節分析歐美提供同性伴侶合法關係的保障中，可以歸納出

兩個部分，及美國州層級中 Domestic Partnership 與 Civil Union 之間的相異

之處；另外一個部份則是美國與歐洲模式的相異之處。就 Domestic 

Partnership 與 Civil Union 要細分差異有其困難，其相同在於都是州層級制

定專法保障同性伴侶實質權利，且是具有過渡性質的模式；相異的地方在

Domestic Partnership 除了適用同性伴侶外，也提供異性伴侶作為締結合法

關係的選項，同時也提供多元家庭組成的概念。 

另外，美國與歐洲模式的相異之處，其中相同的地方在於歐美所提供

同性伴侶正式關係保障模式都必須面對人民自由流動後，該模式在其他司

法管轄地區的法律效力；相異的地方在，歐美建構保障同性伴侶關係的途

徑，歐洲多數引用立法途徑，而美國在經歷立法途徑對權利保障無法有可

預期性後，在策略上最後都選擇司法途徑，藉由法院確立權利保障。 

歐美國家對於處理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爭議上，不論是賦予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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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非婚姻制度模式的保障，其立法歷程與相關理論基礎，都可以為台灣

目前對於「多元成家」方案，甚至未來可能面對的同性婚姻權利提供可能

的經驗制度為解決爭議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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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爭議的軌跡 

在台灣，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仍被憲法上當作無可取代的「制度性」

保障，在法律上異性夫婦仍為家庭組成最佳選擇與模範。法律制度卻忽略

由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已存在的事實，對於婚姻定義與配偶的組成含意將

沿用現有的法律規範與解釋，排除同性伴侶應有的合法權利。台灣同性伴

侶權利保障爭議為何？如何解決權利保障的爭議？其法源為何？ 

第一節 台灣同性婚姻爭議之背景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爭議，透過社會運動的倡議，逐漸增加能見度，

對於「同性戀」的現象不再避而不談，而是正視這個已存在的事實。台灣，

身處亞洲華人文化圈中，儘管現代化、民主化在台灣深根已久，無法改變

的部分則是存在甚至內化成生活的傳統價值，例如：傳統家庭價值，特別

是傳宗接代的觀念仍舊維持一定的影響力。台灣對於同性婚姻議題的探討

大多數著重憲法以及家庭法等制度面向的問題，其主要核心在於主張同性

伴侶的婚姻權利合法化，是基於婚姻平等，同性伴侶有權選擇進入婚姻，

在婚姻制度中與異性夫婦一樣擁有相同的權利與義務。所有的家庭都應該

擁有基本權利及保障，例如社會保障，健康保險以及醫療保障等，不能因

性別或者性別傾向而有所區別，不能以道德或者法律去質疑獲得這些基本

權利的事實。 

壹、刻板印象 

在台灣，存在久遠的社會偏見與傳統思維所造成的結果，使得同性配

偶無法享有婚姻的權利與責任，對同性配偶來說不僅帶來日常生活上的不

便與種種合法權利的侵害，更意味法律已經將同性戀視為外來的他者

(outsiders)，並認為他/她們的親密關係不像異性戀依樣需要受到法律的肯

定與保障，暗示同性之間對愛、對承諾、對承擔責任的能力劣於異性配偶。

既然婚姻及其相關的社會關係在社會上具重要性，否定同性婚姻，等同以

一種最徹底的方式否定其展現自我的權利。 

一、同性戀與道德價值的對抗 

當「同性戀」這個名詞在 1869 年首度由匈牙利精神科醫生創造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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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運用在同性行為者身上。社會普遍對「同性戀」存在負面刻板印象，

例如：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態的行為(林正文，2002：522-34)，主要在於

異性戀者認為同性傾向者本身產生性別錯置的現象。 

新世紀的來臨除了享受新科技所帶來的便利之外，同時也會面對許多

未知的疾病，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或稱後天免疫缺

乏症候群)，在 1980 年代由美國通報全球 AIDS感染的病例，自此，人類

展開與 AIDS 的對抗；1995 年後雖因找到治療方法延緩死亡，卻依舊無法

根治，直至今日科學家仍大量投入研究如何治癒 AIDS。 

當 AIDS 病毒首次發現於同性戀者身上，西方社會文化將同性戀者與

AIDS的傳染畫上等號，其主要將之歸屬於同性間的親密性行為氾濫、吸

食毒品等因素，甚至認為同性戀者是一種瘟疫的起源，導致人們將同性戀

者和 AIDS 產生道德上的恐慌(蔡宜臻、呂佩珍、梁蕙芳，2013：272)。西

方社會對同性戀者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導致一連串對同性戀者仇視與敵意

的行為，儼然已危及同性戀者個人人身安全。 

而台灣，在對 AIDS 的接觸時間晚於西方國家，對於 AIDS 的起源與

傳染途徑的不瞭解，誤以為同性戀者即為 AIDS的帶原者，故，將同性行

為視為不道德與犯罪。Yang(2007)將道德經驗納入華人社會中，可以看到

污名化對華人而言，則事關「面子」問題。「面子」象徵華人在社會人際

關係的脈絡，且與道德、家庭聲譽有關。在異性戀的主流社會價值下，同

性戀者的「不同」與負面印象常被視為不道德，違背社會道德規範，使家

人蒙羞，這種泛道德的貶抑與譴責，造成台灣同性戀者社會地位邊緣化的

情形。 

在負面刻板印象之下，台灣社會大眾多誤解 AIDS 傳染途徑，認為同

性行為肇始 AIDS 人數增加，認為同性行為是一種不道德的事情，致使同

性戀者不見容於社會。在同性戀者被污名化之際，自然無法主張相關權利

的保障，然而，同性戀群體確實存在台灣社會中，並不意味不見容於社會

即會消失，這與一般犯罪行為不同。這屬於一個人最基本的需求，及親密

行為以及性傾向的選擇，只是同性戀者選擇的對象被主流社會價值所認為

的「不同」，而成為社會邊緣的一群，進而遭到法律長期的漠視。這與人

權保障的觀念背道而馳，不符合保障少數群體權利的原則，同性行為無關

乎道德，僅僅是選擇從事親密性行為的對象是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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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同志的偏見甚至出現在工作場合及學習過程中；在職場上，同

志遭受歧視或者被解雇，只因為其性別取向。例如：台灣的「晶晶書店」

事件1可以看到對同志仍存有偏見，而產生仇恨犯罪2，其所傳達出的即是

對同志的歧視(張宏誠，2006b：42)。同志相較異性戀者所處的社會地位是

處於弱勢，使其成為社會中遭到邊緣化的一群。台灣社會對同志的歧視非

僅出現在職場上，甚至在學習過程中也會產生歧視事件，例如：屏東縣高

樹鄉的「葉永誌事件3」，更說明性別的刻板負面印象。 

此外，台灣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過去傳統農村生活型態逐漸轉型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消費文化取代生產成為社會

文化運作的邏輯， 「身體」成為物質性的運用，而非勞動力的奉獻。「享

樂」被視為一般主流社會的價值，在大眾趨之若鶩從事消費享樂的過程中，

「轟趴 (Home Party)」應運而生，卻也造成另類的犯罪型態，在媒體關注

轟趴中具有「同志」身分，並且加以報導後，台灣社會大眾易將同性戀者

與轟趴畫上等號。人群聚集下不免產生犯罪行為，故，轟趴與犯罪、同性

戀者畫上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也因為大眾傳播媒體對於相關事件報導過

度聚焦於轟趴中具有同性傾向的犯罪者，導致無法消除社會大眾對同性戀

者為犯罪者的負面觀感。 

二、文化背景─破壞人倫與家庭關係 

同性戀是個人與社會文化脈絡下交互影響所形成的社會現象，其形成

的歷程有所不同，對其認同也會有所差異。當主流社會所存在的是異性戀

價值體系的情況下，「認同」同性戀者是一種牴觸現實社會價值觀的表現。

                                                      
1
 晶晶書店，1991年 1月在台北市開業，是台灣地方性的書店，是少數販賣同性戀主題的書店，

致力提供一個不讓同性戀者受到歧視的公開環境。 
2
 仇恨犯罪是一種「訊息犯罪」，及犯罪行為人以及犯罪行為本身，都在傳達一種特定信念受害

者不為社會所見容。其中最明顯的案例，便是對於同性戀者的仇恨犯罪。其中最明顯的案例就是

對同性戀的仇恨犯罪。可將行為人區分為四：1. 基於意識形態所為之攻擊者他們承襲大多數人

對於同性戀者共適的負面想法的態度，認為攻擊同性戀者只不過是執行社會普遍的道德觀而已；

尋求快感的攻擊者多數為純粹尋找刺激的青少年，其行為可以帶來快感，並在攻擊時獲得成為「大

人」的強勢感；3. 基於同儕壓力所為之攻擊者多數也是青少年，為證明自己的強悍，並有與同

性戀劃清界線的同儕壓力而為攻擊；4. 幻想自我防禦的攻擊者認為同性戀者具有主動攻擊、侵

害的潛在危機，是性騷擾者與性變態，於是在之前先自我防禦(張宏誠，2006a：41-42)。 
3
 葉永誌事件，葉永誌是屏東縣高樹國中學生，因舉止女性化，疑遭同性生惡意歧視，甚至有身

體暴力傷害，一日遭發現陳屍廁所，家屬以有他殺嫌疑及校長等3名學校人員湮滅證據為由起訴，

經台灣高等法院分院九十年度上訴字第 455號刑事判決宣告無罪，後上訴最高法院，該院於 2004

年 7月 23日作成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 3830號刑事判決，撤銷高分院無罪判決，發回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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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 1973 年將同性戀從

心理異常名單中剔除，在此之前，西方國家，不論歐洲、美國曾長時期將

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的一種，而對有同性傾向者進行治療與矯正，試圖將

性傾向「治好」回歸異性戀者的性傾向。 

台灣社會中，對於「同性戀」名詞的概念其接觸的時間要晚於西方國

家，早期對具有同性傾向者，以閩南語的「玻璃」、「腳仙」泛稱，或者借

用古代男寵文化中「相公」、「人妖」或「斷袖」、「龍陽」等等(駱俊宏等，

2005：63)，這些名詞的運用多帶貶抑的意涵。同性戀對華人文化與歷史來

說並非不存在，自西漢高祖至東漢寧帝，就有帝王有過同性戀的史跡，中

國古代稱之為「男色」或「男風」，各朝代的法律與道德對男風持容忍的

態度(康正果，1996：109)。在中國社會中，同性戀者被視為是破壞傳統文

化以及犯罪行為，後與西方的 Homosexuality
4概念揉合後，更帶有「變態、

偏差」的意涵。 

1980年代之前，台灣社會針對同性戀議題的態度是不承認，故意忽略

同性戀既存的事實，甚至否定同性戀群體的存在，幾乎不願意與同性戀者

有所的接觸。此後，隨著台灣首例 AIDS 病例官方文獻引用外國的研究與

概念，對於有同性傾向者，才廣泛使用同性戀的用語論述。由於對同性戀

語詞尚未被運用之前，台灣社會對有同性傾向者多因歷史、文化之故已存

有偏頗的負面印象；爾後隨著在 AIDS 相關研究與報導上，多出現同性戀

者，使台灣大眾對同性戀者更添污名化的標籤。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者之間

所追求的基本需求─相愛，則多不被祝福，無法獲得家人的認同，轉趨成

為社會邊緣的群體。 

另外，與西方國家宗教信仰內化成生活習慣、法律制度、社會文化的

價值觀，台灣的文化背景受到宗教信仰影響的程度相對較低。台灣不像西

方國家只承認基督教形式的婚姻，任何的婚姻形式只要符合法律規範，並

無違反法律。西方國家在反對同性婚姻權利論述上引用宗教教義，對於台

灣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論述上，宗教信仰因素所形成反對說法的向

度較弱。 

理論上，天主教、基督教教義中將同性行為視為一種罪惡的觀念不易

                                                      
4
 Homosexuality出自醫學用語，被用來暗指隱含一種「變態、偏差」意味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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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出現；事實上，台灣所承載的中華文化，特別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

的情況下，儒家的觀點逐漸內化成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進而影響法律制

度、政治體制的形成，特別是家庭，是為穩定社會的主要來源。儘管現代

化、民主化使台灣轉型成為民主國家，然而，儒家思想對台灣家庭與婚姻

的建構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華人社會中對家庭的依賴以及重視程度，

致使同性戀者對是否公開自己性傾向難以抉擇，缺乏自我認同感的情況之

下，面對爭取自身權利所遭遇到來自家庭的反對阻力而卻步，而台灣所處

的華人圈中，同性戀者要跳脫家庭以及華人社會價值體系，凸顯個人自主

權利，確實有窒礙難行之處。 

由於「同性戀」被異性戀主流社會價值貼上「負面」標籤後，同性之

間的愛、相互吸引與行為，則被認為是一種噁心與罪犯對同性戀者存在的

是一種仇視與敵意(方佳俊譯，Nussbaum 著，2007：203-08)，這使得許多

同性戀者在發現自己的同性傾向後，在社會上的處境感到焦慮。一般社會

大眾所認知的同性戀是一種行為，而非真正體現在社會價值與制度運行中

「身分」的認同；一旦認同同性戀者的「身分」，那麼伴隨而來的將是授

與權利與義務，對早期台灣社會而言，要認同同性戀者的身分是有其困

難。 

王雅各(1999)提到這源自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亦可稱為偏

見)，而建立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反映在對社會對待同性戀者的不友善態度，

進而使同性戀者本身自我認同感低落，使個人格權發展受限，人性尊嚴受

到傷害。此外，個人與家庭間綿密的關係，進而建立龐大的家族、宗族關

係是台灣建構和諧社會關係網絡中的一部分。家族對個人的影響力與約束

力勝於法律制度對個人的約束力，這是台灣獨特的社會價值。家人的認同

與支持，可以強化同性戀者對自我認同感。 

然而，家人的認同與否則歸諸社會的價值取向，其過程中遭遇最大的

子阻礙則是不容忍與敵意，考量因自己的性傾向而使家人遭受異樣眼光，

都成為台灣同性戀者自我認同感低的因素。事實上，是否要對同事或者朋

友坦承自己的性傾向，則取決於個人，未必會對台灣同性戀者造成「現身」

的困難；因此，當面對一般社會所應進入的人生歷程「成家立業」的壓力

之際，是否要向家人坦承自己的性傾向，則是台灣同性戀者面對的最大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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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倫理觀念影響華人社會，其主要源自悠久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儒

家思想中家庭觀的部分，具有持久不變的影響力，成為法治化台灣社會中

影響制定法律的因素之一。中華文化主要特色，即以家庭為基礎「國之本

在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孔孟思想影響甚深。進一步在《中庸》提到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來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構

社會價值；另外，《孟子‧滕文公》中提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

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五倫」配合易經的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女，有男女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

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禮義有所錯。」，規範家庭價值

觀外，同時也形塑社會上的行為準則。 

孔子以「正名」來調整君臣和社會階級的權利和義務，在有「男女」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的家庭核心框架下，台灣的

同性戀者挑戰的是五千年以來的文化價值體系。儒家建立以家族為本位，

以倫理為中心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傳統的禮法是以「家」做為宗法制度的

組織單位，在中國法制上有跡可循，婚姻只是以廣大家族繁衍子孫為主。

其中婚姻儀式與婚姻形式，則更是反映了社會對於男女結合所訂下的規範，

以及其背後代表的權力關係。同樣的，結婚也是一種避免淫亂的讓步與方

便(朱瑞玲、章英華，2001：3-4)，家庭對於個人，除了義務性之外，更多

了一份親情的羈絆，必須更顧及家庭關係的和諧。以禮法、家族為本位的

價值取向的法律，支配我國現代法制中的法律價值(徐振雄，2006：55-56)，

而這種法律價值卻是缺乏自由、平等和個人權利保障的概念，實際上是對

人民權利的限制。 

過去，推定建構穩定的家庭來自和諧的異性戀關係，同性戀者之間所

締結的關係相對異性戀者較不穩定，所遭遇的變數較多的情況下，大多屬

於短暫的關係，影響家庭功能的發展。這些推論，同時影響社會對於同性

戀群體的價值判斷與對防治愛滋病的態度，由轟趴事件及晶晶書庫案之後，

一般社會大眾就同性性觀念與性行為，開始有所接觸。事實上，對真實的

同性戀群體卻較少正確的認知，加上同志群體本身自我意識覺醒受社會價

值對「同性戀」存有羞恥感的限制，在身為同性戀的自我認同上產生排斥，

因此對外界錯誤的假設能現身自我辯論的機會較低，間接影響社會對同性

伴侶建構家庭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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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價值與傳統之故，維持穩定的家庭關係成為社會重要的核

心價值之一。而穩定的家庭關係來自婚姻與下一代的繁衍，儘管時代的變

遷、知識的普及、個人主義抬頭，社會核心價值已逐漸質變中；然而，無

法否認的事實在於，絕大多數的社會價值仍舊將婚姻視為人生中必要達成

的重要目標。 

對於同性伴侶而言，以生物方式生育就目前為止，確實有技術層面上

的困難，這是無法否認存在的事實。然而，排除生物生育觀點的因素，同

性婚姻是否無法達成婚姻中的生育，就實際情況而言，可以透過人工生殖

的方式，以及領養的方式解決生育的問題。另外，生育對於婚姻的重要性

隨時代的轉變而逐漸遞減，取而代之的是兩人之間相互許諾的情感基礎。

婚姻獨特的排他性，有助建立雙方穩定的關係，是一種個人的承諾，是一

種社會大眾的認同，以及制度上的保障，是社會上多數共識所建構的制度，

其中隱含由古至今的倫理與道德。 

華人社會中重視家庭倫理，提供社會穩定的基礎，是華人圈中引以為

傲的社會特色。當現代化的來臨，家庭倫理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也影

響華人圈中的社會價值、生活方式甚至法律制度。現代化中，家庭結構的

轉變，主要可以透過家庭子女人數的減少、婚姻解組、繼親家庭、單親家

庭、同性家庭、未婚同居等等新的現象產生，是一種全球性的改變。此外，

醫療技術進步，死亡率降低，形成高齡社會的來臨，代間關係5漸漸成為未

來社會中的另一種家庭型態，「照護」的概念將跳脫夫婦，延伸至具有非

親密性關係的對象，產生多元社會樣態。 

三、子女最佳利益─無法提供孩童完整的發展環境 

性別角色，在家庭建構上扮演重要的部分，特別是對華人社會的家庭

而言。生理性別(sex)與文化性別(gender)成為台灣同性婚姻爭議的背景因素

之一，混淆的性別角色，使性別產生「無性」的狀況，剝奪性別的內在意

涵，造成孩童成長期間對性別角色學習的混淆，無法學習、建立應有的責

任。「家庭性別角色」通常被界定為社會對家庭中男性與女性的期待行為，

                                                      
5胡幼慧(1995)所指出，代間是指家族結構中不同世代所建構出的相互關係，是一種動態的歷程，

其所涉及的非僅於情感層面，甚至於責任、義務、資源等多面向的扶養關係。代間關係的發展是

以家庭為中心的親子關係，一個成人組成家庭養育子女以後，代間關係成為成人發展中重要的一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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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傳統性別角色界定為，男性傾向進取、獨立、支配等等；女性則傾

向順從、依賴、溫柔等等(林松齡，2000：293-94)，在家庭中的分工，女

性多擔任育兒的部分，男性則為家中經濟來源。 

就台灣社會而言，家庭是展現父權的場域，是一種性別不平等的支配

關係，透過家庭角色分工看出，華人社會自古以來的「男主外，女主內」

觀念說明家庭分工，男性多擔任家中經濟來源的角色，而女性則負責家務

以及育兒。然而，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後，家庭角色的分工產生混淆，危

及家庭最根本的功能，甚至造成兒童對性別認知的混亂。 

其次，反對同性婚姻合法提出同性婚姻衝擊家庭價值。強調維持傳統

婚姻制度，主要在於履行婚姻中的性別角色，該項婚姻功能對於子女有重

要的意涵。儒家的家庭觀影響傳統婚姻制度中，家庭角色的扮演，意味同

性伴侶無法符合婚姻中建構家庭與生育子女的部分，因而，台灣民眾對於

同性婚姻權利的立場與態度多傾向不支持。另外，台灣社會價值體系發展

過程中，乘載東亞文化中重要的儒家思想，儘管經過時間內化與其他文化

的融合。然而，儒家思想的不斷的內化成為生活習慣甚至影響法律制度的

共識，這些成為台灣社會價值、文化重要的環節，相較西方國家強調個人

主義的發展，東亞文化中「家庭」的重要性則勝過個人發展，特別是婚姻

與延續下一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即使同性配偶在財產、繼承、租賃、撫恤上應受法律規範，卻不意味

新的法定關係要比照婚姻關係。針對「婚姻」稱謂的合適性，不但反對同

性婚姻者，甚至連同性伴侶本身對是否應進入「婚姻」制度，沿用「婚姻」

的稱謂有不同意見。因為直接使用「婚姻」(marriage)，必須面對來自生物

學、歷史、宗教和法律等許多的疑慮。來自社會的壓力，致使無法公開性

傾向之際，更遑論進入婚姻制度，爭取應有合法的權利保障，這些是台灣

部分同性戀者所遭遇到的困境。因而，就同性戀者群體而言，是否要進入

婚姻制度產生不同的意見。此外，法律對同性戀者提供實質的保障，僅流

於形式上平等的保障，現實生活中，同性戀者仍無法安心地公開自己的性

別取向。 

四、單純對婚姻象徵意義之維護 

 婚姻為人生大事，象徵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就華人圈而言儘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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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來繁瑣的結婚儀式時至今日已簡化，但仍有其象徵意義。在婚姻裡面，

非僅存在儀式的進行，依據社會各個不同階段對婚姻所產生的內涵與象徵

意義也會有所不同，以 Leach(1955)對婚姻的定義認為是權利的集合，所指

出有幾項權利會由婚姻制度所支配，除了將兩個不相干家族連結再一起，

其他則例如規範男女之間的性關係、法律關係、親子關係、以及財產繼承

關係。婚姻，其所存的意涵不僅僅為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看婚

姻有其深層的代表意義。 

 婚姻被視為一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結，透過婚姻制度轉換男人與女人

在社會中的地位，並限制規範彼此之間的性行為關係，建立一個人由出生

到終老合法的社會地位，構築合法婚姻下配偶的親屬關係，這些是婚姻與

社會之間所衍生的部分。婚姻在東西方世界所象徵的除了透過法制提供權

認知則有些微的不同 

(一)西方世界的婚姻 

1.提供孩童合法化身分與地位：在合法婚姻狀態下所生育的孩童使其

獲得合法性，成為社會所接受的一份子。因此婚姻有生育的象徵，同時提

供雙方為人父母的機會，或者可以說在無婚姻的狀態下有了子女，必須進

入婚姻制度，主要是讓孩子有合法的身分。甚至部分的女性只是為了生育

的目的而選擇進入婚姻。 

2.性關係：婚姻與性之間的關係，性在婚姻中具有關鍵地位，

Morgan(1966)提到這也是婚姻與其他親密關係的最大不同處，成為維繫婚

姻關係的要素，甚至基於彼此之間性關係的和諧而決定進入婚姻。婚姻制

度恰巧提供一個規範雙方之間性行為的準則。 

3.是一種認同：婚姻之於人類社會而言，不僅具有繁衍下一代、經濟

上的實質關係，Girgis(2010)更重要的是具備對彼此之間關係的認同，而這

種認同不單只是來自雙方親友與家屬，進一步是社會對兩人關係的認可。

更重要的是婚姻制度建築在社會絕大多數的共識下，這個制度也會影響社

會秩序的穩定與否，主要來自對婚姻原始意涵的認同。西方國家對婚姻原

始意涵的認知除社會規範外，宗教與婚姻之間的聯結，使得婚姻帶有文化

與宗教的內涵。宗教與文化對於婚姻的觀點成為婚姻對外界所展現的樣貌，

是以一男一女組合為基礎，建立家庭，自然孕育下一代，夫妻本為一體，

且互為伴侶，直至一方過世。甚至就基督教信仰而言，夫婦關係優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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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是以夫婦為核心進一步發展其他社會上的人際關係。然而，婚

姻非宗教所創建，而是基於人類共同所需而產生(Girgis, 2010 : 247)，也是

一種實現社會所需的型態。 

(二)華人世界的婚姻 

有別於西方世界對婚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華人世界對婚姻的認知則來自

於倫理。 

1.儒家文化：婚姻是人生大事，特別對於華人而言，一個人的生命歷

程中，婚姻是重要的事項，不論對於男性或女性。由古至今標示中華文化

的特殊性是來自於家庭倫理，家庭倫理對華人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使以

家庭倫理為核心的文化價值植基到社會各領域中。夫婦依禮締結關係，而

後父子關係確立，隨之推及其他社會人際關係的運用上，婚姻正常與否維

繫著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張永儁(2008)提到，由周武王分封諸侯、周

公制禮作樂、孔子的攝禮歸仁一脈相傳的以倫理為天理的人文展現，即使

受西方社會價值、生活型態所影響，儒家文化中所重視的家庭倫理觀始終

對華人世界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無論社會如何嬗遞，華人世界對儒家文化的倫理觀仍為社會價值所偏

重的個人行為準則，也是社會穩定基礎的來源。君臣、父子、夫婦關係，

為儒家思想的主要內容，以陰陽與自然觀念為基礎，透過婚姻延續家族這

功能性意義而言，對個人情感層面相較之下是予以忽略的。雖現代社會中，

婚姻不再以父母媒妁之言為主，以華人社會而言，仍無法擺脫生育、延續

下一代的婚姻核心概念。 

2.家庭的本質為婚姻：在華人世界中特別強調家庭的重要性，而組織

家庭最基本的要素來自婚姻。家族的起源本於婚姻，這是源於自然的，在

《易經》：「在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女，有男女而後有夫婦，

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在自然的結合下成為最根本先於其他社會單位而

存在，且與社會演變緊密鑲嵌。家庭擔負起最初的教育功能的角色，傳遞

知識與社會價值，且與人的生命歷程相關，因此家庭具有傳遞傳統文化內

涵的深層價值。 

家庭的組成，最基本的方式來自婚姻，而婚姻的形式與內涵儘管因時

代變遷而有所不同，然而婚姻在華人世界中承載過去傳統倫理與文化，依

舊象徵多數人生涯中重要達成的指標。傳統中國社會以家庭為社會基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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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家不僅為個人生命的重心，更兼具社會性功能，包含個人情感部分，

也代表社會結構(高旭繁、陸洛，2006：53)，而婚姻是組織家庭的基本因

素，推論婚姻也具有相關的功能。此外，華人世界的家庭與家族之間的關

聯緊密，個人組成家庭後非僅為兩人之間的家庭，其背後所涉及的是親屬

之間的認同與家族關係。 

不論由西方或者華人觀點論述婚姻，婚姻與家庭的關係密不可分，這

也是社會秩序穩定的基本要件之一，也是共同維護的價值，即使家庭的樣

態逐漸轉變中，但對個人來說，最初的人際關係則來自家庭。就台灣目前

社會而言，傳統對於婚姻的觀念仍為社會主流價值體系之下，雖受西方現

代化的思潮影響，婚姻逐漸不再成為個人主要目標選項，然而不能否認的

是家庭依舊對個人有重要的影響。 

對於身處華人圈的台灣，家庭的重要性更是不可言喻，故，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的爭議則是使得現有的生活型態受到最直接的衝擊，家庭的組成

不再是一男一女的父母親，而是同性別的雙親，更直接影響的是自然延續

下一代，此外，家族與親屬之間的認同則也是婚姻重要的內涵。因而，反

對同性婚姻則出自於維護婚姻的象徵意義。 

貳、台灣法律保障的空白 

Foucault 認為現今談論的異性戀與同性戀，18世紀以前尚未有異性戀

者與同性戀者明顯概念的區分與用語，一直到近代才建構出相關的語彙(張

宏誠，2002：103-08)。因而，社會制度、法律結構與經濟安排都將異性伴

侶視為社會合法的組合樣態，包括婚姻中異性伴侶為合法適用對象，不論

是職場中可以獲得的優惠、社會福利的保障，無一不以異性伴侶為對象為

制度建立的基礎。 

法律必須提供保障少數群體的權利，這是憲法在權利保障上的保證，

然而，法律制定的過程中無法忽略的部分是有關於社會、政治與道德的部

分，儘管法律刻意降低道德對個人權利的影響，事實上，在台灣法律中道

德仍發揮一定的程度的作用。 

法律，也是一種社會整合的機制，就如同 Justice Scalia 所提到，「法律

的制定難道沒有包含傳統與歷史，這些難道不是民眾多數的共識？」，而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真的符合大眾所期待的權利保障範圍？以台灣現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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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範圍而論，確實對於「婚姻」是定義在「一男一女」的結合，這

符合制定法律當時的現況，卻忽略現今多元社會的樣態。，不婚同居、同

性伴侶共組家庭的現況逐漸浮現的台灣社會的情況下，法律所提供的究竟

是彌平社會的鴻溝，抑或是再度剝奪少數群體應有的權利保障。 

婚姻，有其不可侵犯的特殊性、排他性，憲法保障兩人結合後從事親

密性行為的權利，甚至是非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這是政府所提供的合

法保障權利範圍。由此推論，同性伴侶有權追求個人親密性行為這符合憲

法保障的基本權利，那麼為什麼同性伴侶會被排拒在婚姻制度外。 

一、法律制度對「同性戀者」的空白 

檢視台灣法律以及法學界對於同性戀者權利相關法律保障，因為涉及

較敏感的議題，專門以及大量的學術研究並不多見。出現學術上的缺憾，

主要來自對「同性戀者」產生排拒的心理，且已經內化成生活習慣與社會

價值的一部分。這同時也與台灣特有的法律文化有關，承載數千年以上的

華人文化，對於法律的制定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法律文化、思想、運作以

及人民對法律的態度組成我國特有的「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法律文化，往

往法律規範與實際運作是兩回事，說明了歷史文化、社會價值對法律影響

甚深。 

台灣的法律對於同性戀者權利的保障，一直要到 2004 年所公布的《性

別平等教育法》中第 12 條規定：「學校應尊重學生與教職員之性別特質及

性傾向」。才看見針對不同性傾向者提供最基本的尊重與對待。由立法的

環境中，不難想像多數異性戀組成的立法院，其所承載的是異性戀的社會

價值，在要求立法過程中清楚指出保障同性戀者權利，其所考量的為是否

對現有憲法「婚姻」定義產生衝擊。然而，就保障同性戀者權利的立法，

是提供「局部性」而非將「整體」的需求納入考量，特別是當同性戀者團

體主張「婚姻」權利合法，則選擇忽略同性伴侶對婚姻權利的訴求。異性

戀者視為基本權利的「婚姻」對同性伴侶卻是一種遙不可及的權利保障，

台灣同性家庭已是既存的社會現況，何以在法律保障中，卻始終不見對同

性婚姻的論述。 

目前，同性戀群體的權利保障爭議成為各國人權保障上受矚目議題，

並且多數歐美國家已經授予一定範圍的權利項目。然而，全世界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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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同種族中，仍以異性戀為多數且形塑主流社會價值的情況下，同性戀

者所處的仍是少數群體的位置。法律制定過程中，是以多數為最大公約數

的共識，這樣的共識恐怕仍以多數為主的異性戀群體所主導。台灣初期，

在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中，對同性戀者貼上「標籤」，使一般大眾對同

性戀者有排斥與恐懼的情緒產生，則有「恐同症(homophobia)
6」的反應。 

 以台灣而言，父系社會的色彩濃厚，除了傳統文化的因素之外，法律

制定過程中多以男性為中心設計法律、權利保障的情況下，法律要顧及兩

性平等也是透過長期的修訂後才獲得的結果，更遑論同性戀者群體的權利，

在法律條文中所呈現的是幾近空白的一頁。異性戀社會制度所規範的是以

「一男一女」的結合為權利保障適用對象，法律制度的建立有歷史與文化

的成因，要使台灣法律中以文字具體說明保障同性婚姻，其所衝擊的非僅

僅是現有的法律制度與憲法，甚至挑釁了華人傳統社會一直以來所延續的

異性生活方式、價值觀。 

儒家思想中的人倫觀點影響中國歷代以來法律制度的建構，其人倫思

想間接型塑異性戀為主的社會制度架構，同時主導台灣法律體系的建置。

儒家思想的法制化是結合時代所產生的制度符合當時所需，尤其是人倫思

想上。摻雜了陰陽五行的思想，衍伸出「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

陰，夫為陽、妻為陰」等一系列與陰陽有關的儒家人倫思想，進一步強調

「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以及「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馬

漢寶，1991：5)，這種強調人倫秩序的法律觀念，同樣內化成現今台灣部

分法律制度的運用上。 

儘管現今台灣的法律制度引進西方保障個人權利、自由平等原則，卻

仍可以在憲法與民法中看見儒家人倫思想的跡證，一男一女的組合能夠使

家庭延續、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同時也符合國家利益，特別針對生育方

面。法律上無法提供同性伴侶在婚姻制度上的合法權利保障，並不表示台

灣同性家庭不存在。事實上，台灣同性家庭是一個既存的事實，而且是自

1958年以來就有的事實，當 1958 年，《聯合報》出現了〈同是女兒身，不

能結連理〉的投書報導中7，可以看見法律對同性戀者保障的忽視。異性伴

                                                      
6
 恐同症(homophobia，全名為同性戀恐懼症)，是指對同性戀的排斥，包括厭惡、仇恨、偏見與

歧視。同時也暗示本身對同性戀或同性戀者沒有理由的憎恨與恐懼(游美惠，2003：122)。 
7
 1958年 12月 19日，來自《聯合報》，出現了題為〈同是女兒身，不能結連理〉的一則投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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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透過婚姻制度，使其合法身分與權利受到法律保障與規範，社會對其寄

予祝福與認同；同性婚姻權利受到爭議，是他們的婚姻不被社會祝福，也

非納入法律制度保障範圍，法律制度非但未保障人民平等，反而造成差異

的出現。 

台灣社會對於「婚姻」根深蒂固的觀念是生育，華人社會的家庭中最

重要的即是「下一代的延續」的觀點牢不可破，即使台灣社會已進入現代

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仍舊成為進入婚姻的主要因素。 

二、司法消極的保障立場 

由上述法律制度對同性戀者的恐懼，使台灣目前對於同性婚姻權利保

障與否仍陷在「婚姻」的一男一女傳統定義的泥淖中，而忽略性別中性的

稱呼。性別中性的稱謂，除了消除法律制度中特有的父權、男性宰制的觀

念外，同時也可以適度的解決法律制度中對「婚姻」傳統的定義。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在 2013 年 6月，對自 1996 年以來的 DOMA 中「婚姻」適用

對象僅限於「一男一女」的說法，做出違憲的判決，進一步說明婚姻的適

用對象不在僅限於一男一女。 

由此可知，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爭議，不論是台灣或者歐美國家，是

必都得面對來自傳統「婚姻」定義的質疑。在台灣，對於法律制度對「婚

姻」的規範，使同性伴侶被排除在該制度外，多數異性戀者認為一旦開放

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中，將會造成婚姻制度的崩壞。「婚姻」援引大法

官釋字 554 號8中對其解釋為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種制度性的保障，這種制

度性保障基礎，則為大法官釋字 362、552 號解釋。將婚姻歸屬於制度性

的解釋，是因為婚姻在界定是否為基本權利範圍，有一定的爭議，為避免

產生說理上的困難，直接引用制度性9的保障。制度性的保障固然有為了保

                                                                                                                                                        
導。這則報導是關於一封寄給台北地方法院公證處的投書。投書中寫著：「我和我的女友想結婚，

但是我是一個女人，她亦是一個女人，我倆是否可以結婚？請賜覆。」報導中說，「從這封信去

看，她倆顯然在作同性戀，甚至是互許終身了」。台北地方法院的答覆是：「民法⋯⋯規定，婚約

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可見結婚的當事人應為一男一女，結婚的當事人，應為一男一女，

雙方皆為男或皆為女，不能結婚，其理甚明。兩個女人既不可能成為一對配偶之事實，這種念頭

請不要再考慮了」（聯合報，1958.12.19）。 
8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554 號（2002 年 12 月 27 日）謂：「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

受憲法制度性保障。婚姻制度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倫秩序、男女平等、養育子女等社會

性功能……。」。 
9
 制度性保障其源自德國法學上的概念，我國憲法中原本無相關概念的具體陳述。制度性保障是

德國發展出來的憲法學說，也被德國憲法法院所採用。簡單地說，基本權要受到保障，往往得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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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某些重要制度，不准立法者隨意變動的優點，然而更多的缺陷是無法回

應社會多元性的發展，限制其他基本權的發展，也造成法律改革上的障礙。

由奧地利的例子來看，奧地利獨創的憲法法庭，單獨且排外的行使憲法解

釋權力，對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礙於行使婚姻權利的對象為同性，

無法與憲法中對婚姻為一男一女定義扞格，這主要源自奧地利將婚姻歸屬

於制度性保障(Zimmermann, 2013 : 468-72)，即使國會通過其他形式提供同

性伴侶合法關係的保障，奧地利的法律中仍對同性伴侶在婚姻上所衍生的

部分權利有所限縮。 

簡言之，大法官透過釋字 554 號，限制「婚姻」的定義為「一男一女」，

並且在解釋文中將之劃歸於「制度性」保障範圍中，透過大法官對婚姻的

解釋，表示對婚姻定義的演化。如此一來，同性婚姻一旦合法所衝擊的是

憲法制度化保障的部分，因為憲法保障的婚姻適用對象為「一男一女」這

也是憲法限制同性婚姻合法的原因。 

事實上，我國憲法中並未明確的指出「婚姻」制度所意指的是「一夫

一妻」的婚姻。在釋字 242號解釋文中，針對民法 985條中的一夫一妻制

再度做出說明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此後大法官分別在不同的釋字中提及

婚姻制度為「一夫一妻」的結合，然而，這裡的「一夫一妻」未言明性別

是否為一男一女。以制度性保障的功能而言，其核心是保障基本權利不被

立法者所侵害，在婚姻方面若將其列為制度性保障，事涉基本權利範圍的

只有「男女平等」這一項(楊智傑，2004b：6)，從釋字 552 號10解釋理由書

                                                                                                                                                        
制度的配合。德國人怕立法者會侵害某些重要社會法律制度，若破壞了這些法律制度，則這些法

律制度所想保護的基本權，也會一併受到威脅，所以將這些法律制度也納入憲法保障後來制度性

保障的功能，不僅限制立法者不可破壞某些重要的法律制度，甚至認為若要保障基本權，立法者

就應該有義務建立某些制度，來保障基本權。立法者的角色發生矛盾。立法者一方面要建立制度

保障基本權，另一方面又不能建立不好的制度，而侵害基本權。制度好壞的認定者，則由憲法解

釋者進行判斷，在我國則是大法官的職責(楊智傑，2004a：24)。 
10

 釋字 552，民國 91 年 12 月 13 日。 其理由書的說明：「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係為維護配偶間之

人格倫理關係，實現男女平等原則，及維持社會秩序，應受憲法保障。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

款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即本此意旨而制定。婚姻自由雖為憲法上所保障之自由權，惟應受一夫

一妻婚姻制度之限制。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謂：「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關於重婚無效

之規定，乃所以維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秩序，就一般情形而言，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如前

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而消滅，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決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

雖該判決嗣後又經變更，致後婚姻成為重婚，究與一般重婚之情形有異，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

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持。首開規定未兼顧類此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保障人民結婚自由權利之

意旨未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其所稱類此之特殊情況，並包括協議離婚等其他足以使第三人

產生信賴所導致之重婚在內。就協議離婚言，雖基於當事人之合意，但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條規

定應為離婚之戶籍登記，第三人對此離婚登記之信賴，亦應同受保護。惟婚姻不僅涉及當事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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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法官提到一夫一妻制是為了實現男女平等，另外，釋字 554號11，

再度提出一夫一妻制度有維護男女平等的社會性功能。 

固然在婚姻尚未成為制度性保障時，婚姻的論述可引用基本權利為論

述，其所運用的則是「平等權」保障的概念。在論述以平等權保障同性伴

侶有合法婚姻權之際，必須先就我國對於平等權的定義做一界定，究竟「平

等」是一種原則或權利。若以平等原則對婚姻制度進行論證，那麼則要處

理審查基準的爭議，「性傾向」究竟屬於何種審查基準，則是未來台灣若

援引平等保障原則，所需要面對的爭議。 

另外，運用「自由」的概念可以由「婚姻自由」的部分論述。中華民

國憲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可以由第 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無分男女、

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可依照個人意志

來決定其行為，而不受國家公權力干擾或不法侵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憲法保障人民在婚姻中自由選擇對象，卻禁止對象的性別為同性，是否違

反憲法保障人民的自由。 

                                                                                                                                                        
人身分關係之變更，且與婚姻人倫秩序之維繫、家庭制度之健全、子女之正常成長等公共利益攸

關，後婚姻之當事人就前婚姻關係消滅之信賴應有較為嚴格之要求，僅重婚相對人之善意，尚不

足以維持後婚姻之效力，須重婚之雙方當事人均為善意且無過失時，後婚姻效力始能維持，以免

重婚破壞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就此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補充。如因而致前後

婚姻關係同時存在時，為維護一夫一妻之婚姻制度，究應解消前婚姻或後婚姻、婚姻被解消之當

事人，即解消後婚時，對後婚善意且無過失之重婚相對人；於解消前婚時，對前婚之重婚者他方，

應如何保護，及對前後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子女，在身分、財產上應如何保障，屬立法政策考

量之問題，應由立法機關衡酌信賴保護原則、身分關係之本質、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子女利益

之維護等因素，就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等相關規定儘速檢討修正。在修正前，對於符合前

開解釋意旨而締結之後婚姻效力仍予維持，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關此部分應停止適

用。在本件解釋公布之日前，僅重婚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而重婚人非同屬善意且無過失者，此

種重婚在本件解釋後仍為有效。如因而致前後婚姻關係同時存在，則後婚之重婚相對人或前婚之

重婚者他方，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項規定，自得向法院請求離婚，併此

指明。」。 
11

 釋字 554號，民國 91年 12月 17日。其解釋主文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

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第五五二號解釋）。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

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

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固

得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惟依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

前提下，始受保障。是性行為之自由，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制約。婚姻關係存續中，配偶之

一方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應為如何之限制，以及違反此項限制，應否以罪刑相加，各國國情不同，

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定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對於通姦者、相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

固對人民之性行為自由有所限制，惟此為維護婚姻、家庭制度及社會生活秩序所必要。為免此項

限制過嚴，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通姦罪為告訴乃論，以及同條第二項經配偶縱容或宥

恕者，不得告訴，對於通姦罪附加訴追條件，此乃立法者就婚姻、家庭制度之維護與性行為自由

間所為價值判斷，並未逾越立法形成自由之空間，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尚無違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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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中華民國憲法並未對婚姻有明確的解釋，而是透過大法官解

釋文中對婚姻自由有所論述。在釋字 242、362、552 號中，涉及婚姻制度

的核心概念「一夫一妻」，大法官透過憲法第 22 條12未列舉權的概念建立

「婚姻自由」，且將一夫一妻的概念與社會秩序做連結，將該制度視為具

社會利益性質13，在價值衡量下，婚姻自由確實受到部分限制。說明婚姻

自由具社會利益的原因在於「促進人格自由」、「維護人倫秩序」、「增進男

女平等」、「教養子女」等。 

在這裡我們要提出疑慮在於，同性伴侶決定進入婚姻制度，並未對其

他個人或者社會造成傷害，那麼排除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理由，僅僅

因為其「性傾向」不符合社會價值期待，則被剝奪婚姻權？此外，就「教

養子女」的社會利益層面而言，美國與歐洲國家都未有具體科學證據證明

在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子女發展或成就不如異性家庭的子女。況且，異性配

偶婚後不乏不願生育或者不能生育的情況。而，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不等同剝奪了在同性家庭中子女應有的合法權利嗎？ 

第二節 台灣同性婚姻爭議之焦點 

現行法律規範中對於婚姻的規定，多以異性夫婦為適用對象範圍，在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議題上，若將婚姻對象適用範圍擴展至同性伴侶，首

先將衝擊現有法律制度，為避免擴大對現有制度的影響，沒有必要對法律

中准許異性戀者結婚的規定進行修法。現行婚姻的規範模式若有違憲，並

非以規定的內容，而可以由法律有所遺漏，亦即「涵蓋不足」(under-inclusive)

的層面考量提供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可能性。未達到平等，大法官是

否可以考量擬定補充條款，在目前現有法規中的「夫妻」後面加上「配偶」

(spouse)或者是「同性的生活伴侶」(life partner in same-sex relationship)，同

時在判決書中定義這些詞彙，而後真正的落實在民法條文中。 

在台灣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的論述，是衝擊現有傳統婚姻制度的運行，

其源自於婚姻制度對於異性戀者所賦予的特別權利，以及現今台灣社會在

婚姻上所產生的問題，即結婚率降低與生育率降低。 

                                                      
12

 中華民國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

之保障。」。 
13

 中華民國憲法第 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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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衝擊現有婚姻制度：維持傳統婚姻重要性 

婚姻制度，經過時代的推演，台灣社會的晚婚以及不婚現象日趨普遍

的情況下，對台灣人口結構形成了相當程度的衝擊。在台灣社會生育率降

低情形日趨嚴重下，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論述者，強調一旦開放同性伴

侶進入婚姻制度，勢必加劇台灣「少子化」狀況。 

一、結婚率降低的隱憂 

支持維持傳統婚姻者認為，婚姻應限制其適用對象為「一男一女」，目

的是在促進生育，主要基於社會性目的，調節男女之間的關係，分別為：

1.不會危害社會；2.促進生育(男女之間獨特的能力，及生育能力)；3.透過

婚姻，社會關係會穩定，同時也維護家庭關係。事實上，結婚率降低的因

素，除了現代男女對「婚姻」觀念的轉變之外，個人主義抬頭，自我成就

感的追求逐漸成為現代男女在人的一生中重要的目標。對婚姻價值觀的改

變，現代的人已經不再將傳宗接代視為婚姻中重要的責任；相反地，更注

重配偶在心理層面與情緒的需求，愛與被愛，相互支持，是現代人對婚姻

價值的重新體認。 

現代化為台灣帶來的是社會價值與生活型態上的改變，婚姻對台灣現

代男女而言不再具有吸引力，在個人生命歷程中，婚姻不在扮演重要的角

色，生育也不再成為個人人生計畫中唯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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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圖 5-1】結婚率與離婚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4381 

【圖 5-2】生育率趨勢圖 

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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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圖 5-2】呈現出台灣近 10 年的結婚曲線，以及生育率降

低的現況。結婚率的降低，非單一因素所導致，是多樣的原因所形成，社

會結構的改變、知識普及，女性受高等教育人數增長，追求自我價值與成

長，婚姻非人生唯一目標等等，都可能造成結婚率降低的因素。 

部分異性戀者提出反對同性戀者進入婚姻制度，享有與異性戀者平行

的關係與權利保障，認為同性伴侶之間無法生育，其所建立的是一種虛假

且不穩定持久的關係。認為將對台灣的家庭與婚姻造成傷害，甚至破壞社

會穩定，一但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會降低異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選擇，

肇始於對同性戀者負面刻板印象。 

而且，並非所有同性戀者都願意進入「婚姻」，經由異性戀者所建構的

婚姻，在制度與權利保障方面是以異性戀者的價值觀為主，流於單一形態

的社會樣貌，容易抑制社會多元化發展。此外，部分同性戀者認為在異性

戀為主流的社會體系中，訴求針對異性戀者所賦予的婚姻，恐怕會引起社

會多數人的不諒解(Dent, 2011 : 399)，而加深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印象，造成

同性戀者本身的壓力。或者就如 Polikoff(2009)則認為同性婚姻無異是異性

戀者透過婚姻制度延伸對同性戀者的主宰，經由婚姻中權利保障的規定上、

稱謂部分，所呈現出的是異性戀者的霸權，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則規

定配偶適用，這裡的配偶依照法律上合法的夫妻關係者。在現實生活中，

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一樣對彼此伴侶有愛的心理需求與情緒上需要被照

顧的時候，並非說只有婚姻可以提供這樣的功能，而是透過婚姻讓伴侶之

間強化彼此的歸屬感，增加關係的穩定性。 

一般而言，結婚率降低、少子化的現象，在台灣也已呈現出這樣的趨

勢。然而，少子化的現象是否必然與結婚率降低有關？答案是未必，許多

處在婚姻狀態中的異性配偶，不論是無法生育或者是不願意生育的情況都

存在。其次，同居生子不願意進入婚姻制度的現象也存於現今台灣社會中。

不願受婚姻制度桎梏，又不願放棄育子的權利之下，法律有其他配套措施

保障未婚子女的合法權利。那麼，同性伴侶是否同樣適用該種情況？實際

上，礙於法律的規範，同性伴侶收養子女的條件限制嚴格，甚至被排拒在

適用對象之外。最後，少子化現象的產生，使台灣人口年齡結構產生「老

化現象」，進而影響國家利益減少競爭力，這確實是一個正在發生且未來

可能持續惡化的事實，然而，少子化與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並未直接產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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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性。 

二、異性婚姻制度中的特權 

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還有衝擊現有的婚姻制度。婚姻作為法律

上異性戀的特權，是由於歷史性制度之故。Canaday(2008)則指出美國聯邦

政策以性傾向作為權利分配的立場與態度，無疑是以異性戀為主所建構的

法律制度，同時也影響州政府在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的傾向。學者陳昭如

(2010)在文章中即提出婚姻在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的關係的觀點。

事實上，不同於西方婚姻制度，台灣的婚姻制度更凸顯父權的觀點以及在

父權下所形成的婚姻特權。《儀禮》中所提到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

除了可以看出華人文化中對於女性的附屬地位外，更重要的內涵在於父權

與男性特權為主的社會價值體系。 

不論從美國或者台灣的法律制度經驗看來，屬於父權或男性的特權部

分，經過時間推移與女性權利保障的倡導後，在有關婚姻法律制度中歧視

女性的規範，已逐漸消除中，但異性戀法律機制卻更趨穩固，特別是國家

福利成為婚姻特殊權利的一部分，間接強調異性戀的主流價值。即使自

1945年後中華民國民法中，廢除「同姓不婚」的規定，卻仍以「一夫一妻」

的婚姻形式為身分法的根基。 

同性戀者在法律制度上被排拒在婚姻之外，主要是因為「身分法」的

限制。對於身分法的規範是否也應隨時代有所轉變，Carbone(2005)則提出

現代家庭法的關注重心應直接越過父母(伴侶)間可能的分合情況，法規處

理的焦點應放在未成年子女與父母(照護者)之間的關係，這也是目前台灣

同性家庭中子女所面臨無法獲得合法權利保障的因素。 

在台灣法學領域中，研究身分法的學者指出，身分法中包含不同文化

觀點以至於在法條解釋、運用上產生差異(郭書琴，2008：15)，不同文化

的認定影響對「婚姻」的解釋。因我國憲法中對婚姻未有明確的敘述，故，

對婚姻有具體規範的即是《民法》，礙於相關規定，自 1945 年迄今，身分

法將婚姻界定為「一男一女的結合」為一通說，也限縮《民法》開放同性

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可能性。 

同性婚姻權利的議題，在台灣的爭議與挑戰除了異性戀的主流社會價

值外，重要的是涉及法律與權利保障的爭論，尤其對憲法制度的影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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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我國透過大法官解釋文，將婚姻劃歸於「制度性」保障；如此，同

性婚姻權利若要提出以憲法層次作為保障基礎，同性伴侶的「適格」與否

則須接受檢驗。同性伴侶被認為是婚姻的不適格者，也不適合養育子女，

是由「子女最佳利益」原則為論述。 

華人社會中對於婚姻與家庭會直接與延續下一代劃上等號，「不生小孩

幹嘛結婚」、「為什麼結婚這麼久還不生小孩」…等，這是台灣目前反對同

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論述。確實，同性伴侶要以自然方式延續屬於雙方的下

一代就現今技術有實際上的困難；然而，生育是否真的為婚姻關係中的核

心，在社會價值的變遷下，延續下一代不必然成為進入婚姻中最重要的因

素。故，少子化，與結婚率地降低未必有直接的關聯，結婚率降低僅為少

子化現象的因素之一。相反地，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子女，卻因為法律保障

的缺漏，剝奪其合法的權利，是否違反「子女最佳利益」原則。 

台灣同性伴侶對於是否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各有不同的態度與傾

向。直接現身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是對異性戀婚姻特權做出直接的對

抗。同性伴侶現身主張合法婚姻權，在美國間接導致國會通過 DOMA的

通過，維持「婚姻」定義為「一男一女」的結合，即使有些州已通過同性

婚姻合法卻仍無法享有聯邦層級與婚姻相關的權利。 

在台灣，同性戀者爭取合法的婚姻權，由 1958年台北地方法院針對一

對女同性戀者提出的結婚訴訟其回應為「婚姻必為一男一女的結合關係」，

我國法律一系列的回應確認禁止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以及婚姻的適用對象

為「一男一女」，法律體系上做出具體的抗拒。在 1980 年代，我國由男同

性戀者開始挑戰法律對婚姻的論述，更促使法務部對婚姻做出統一的法律

解釋14，法院15也在同性婚姻相關訴訟上做出相同的見解。 

綜合上述，同性戀者在現身爭取進入婚姻權的過程中會遭遇到來自法

律體系的抗拒，進一步擔心因為「婚姻」挑戰的是主流社會價值觀與婚姻

的特殊權利而加深對同性戀者群體負面印象。在憲法基本權利保障個人人

性尊嚴與個人自主權的原則下，沒有人會質疑異性伴侶進入婚姻的權利。

                                                      
14法務部(83)法律決字第 17359 號函，見法務部(1994a: 106-107)。此外，法務部亦曾針對婚姻關

係中之男變女變性（MTF）做出解釋，亦強調婚姻係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之「一男一女」適

法之結合關係，在本質上，不容有「同性相婚之情形」。見法務部(83)法律決字第 05375 號，法

務部(1994 b:201- 202)。 
15高等法院 89年度家抗字第 156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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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同性伴侶卻被剝奪進入婚姻的權利，難道同性伴侶不能主張個

人人性尊嚴與自主權？是否意味僅因個人性傾向的不同，憲法所提供的基

本權利就會有所差異。 

貳、對基本權利保障的挑戰：同性婚姻權利是否屬於基本權利 

「婚姻」，透過個人自主權的詮釋，是一個理性的個人在不受威脅下，

有能力的做出決定，是決定個人行為的道德責任感的基礎。異性伴侶可依

循自己的意願選擇是否進入婚姻制度；同性伴侶卻因為性傾向不同被排拒

在婚姻制度之外，同性婚姻權利不是一種基本權利保障範圍？ 

人性尊嚴是一種抽象的概念，無法明確指出人性尊嚴的範圍。然而，

人性尊嚴卻是先國家制度而存在的固有內在權利，不容國家否認其存在的

價值。實際上，人性尊嚴須經由個案的方式呈現出其價值的重要性，經由

個人「感知」人性尊嚴是否受到侵害，這也是呈現個人自主權的部分。然，

人性尊嚴是一種滑動的概念，美國雖未在憲法中明確列出保障人性尊嚴的

條文(Rao, 2011 : 186)，卻可以在近年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引用人

性尊嚴的立論，例如：言論自由、生殖權利、同性婚姻等等。 

理論上，儘管同性戀者權利倡議的社會運動在台灣已經推動已逾十年，

足以扭轉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同性戀者的負面刻板印象，達到相互尊重與包

容。事實上，部分同性戀者甚至不敢公開自己的性傾向，原因在於一旦將

自己異於主流的性傾向公開，則開始受到異樣的眼光與待遇。即使就業保

障法上明確訂定禁止職場上的性別歧視。因此，多數同性戀者礙於避免來

自社會或同儕之間的異樣眼光，故而選擇不公開自我的性別傾向。 

面對自己不喜歡或不贊成的想法或行為，抑制自己的不悅，甚至不會

作出任何有敵意或仇視的行為，同時，對與自己不同的想法、作法願意予

以理解、包容(李震山，2007：69)，我國法律體系在面對同性婚姻權利合

法爭議之際，若可以運用寬容原則，是否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一、同性伴侶人性尊嚴的侵害─婚姻制度的排拒？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16引進「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的概念，已由傳統倫理道德、宗教或哲學用語，逐漸演化成法律用

                                                      
16

 民國 83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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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在法學界與司法實務領域上已廣泛被運用。人性尊嚴運用在司法實務

主要來自德國，德國基本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對

其之尊重與保護係所有國家權力之義務」，人性尊嚴已成為憲法價值的一

部分。連接人類自由與人性尊嚴的概念源自 18世紀的康德(Immanuel Kant)。

康德指出：「作為人類道德與人性尊嚴有其相關性」，人類可以自主，有辨

別的道德與能力，是由出生到死亡，這是作為人類特殊的地方(Henry, 2011 : 

206)，這是人性尊嚴可貴之處。對康德而言，人性尊嚴非僅僅在尊重人類

自由之外，並且要有不隨意毀壞他人自由意志的義務。 

美國憲法中儘管未具體將人性尊嚴列入基本權利保障的部分，在法院

判決中相較歐洲國家較少運用人性尊嚴的概念；然而，近年來，美國最高

法院卻逐漸在判決中引用人性尊嚴的概念，法學界對於人性尊嚴運用在司

法實務上也多有論述(Henry, 2011 : 175)。主要是因為美國認為人性尊嚴的

價值在於自由、個人主義和個人自主權，將自由視為人性尊嚴的一部分，

透過兩個層次來看：首先，尊重個人的選擇；其次，對個人的尊重，因為

他們有能力選擇。 

雖人性尊嚴被視為先於國家而存在，無須憲法證明而存在，是一種不

可放棄、不容破壞的自由權利。然，人性尊嚴，人卻無法一輩子擁有或永

遠的失去，因為個人自由與自主權會被侵犯、減少甚至毀壞，例如：同性

伴侶基於個人自主權，選擇進入婚姻制度，卻因為法律體系僅提供異性伴

侶為婚姻適用對象的情況下，同性伴侶的人性尊嚴則受到侵犯。國家應提

供人性尊嚴的保障，「人性尊嚴不可侵犯」，不論是異性伴侶或者同性伴侶，

只要是人，其人性尊嚴就保有不可被侵犯的權利，這是人性尊嚴的防禦功

能。 

在法治國家的原則之下，人民無法僅滿足權利不被侵害的消極防禦，

進一步是希望有積極請求權功能，以補充消極防禦權功能之不足。換言之，

代表國家公權力的行政、立法、司法要採取一定的措施，使免於第三人對

人性尊嚴之侵犯(李震山，2007：146)。當同性伴侶主張進入婚姻制度，被

司法體系所拒絕後，政府是否可以提供另外的途徑，保障同性伴侶有合法

的婚姻權，例如：由立法機關修改民法親屬篇中有關婚姻的定義，或者行

政機關主動制定，取徑歐美非婚姻形式的保障模式。人性尊嚴適用法秩序

所有領域中，是一種上層價值，大法官釋字 603號的解釋：「維護人性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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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由此可知，

同性伴侶自我選擇進入婚姻制度乃追求個人人性尊嚴之完整，國家不應剝

奪人民的權利，這是民主國家的核心價值，保障人民的權利。 

人性尊嚴被視為憲法秩序的基礎，又可稱為基本權利之核心範圍17。

我國憲法在「人性尊嚴」的運用上，因為人性尊嚴的概念屬於抽象範圍，

需透過個案呈現出具體制度面。人性尊嚴作為基本權利功能的強化，應該

提供個人基本權利不受公權力不法侵害的保障，產生基本權利的防禦功能

(李震山，2007：146)。由人性尊嚴的觀點推論，當我國同性伴侶提出進入

婚姻的申請或者領養子女的訴求，皆為司法體系駁回合法性之際，是否象

徵公權力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侵害。但，在該論述上出現爭點，即是同性婚

姻權利是否歸屬基本權利保障範圍？又，婚姻權是否屬於基本權利？ 

二、同性婚姻權利是否為基本權利保障範圍 

婚姻，藉由美國法院在婚姻、家庭關係、懷孕、避孕、生育與養育子

女的論述，認為這些都屬於個人自主權的部分。Justice O’Connor 則指出：

「這些事關個人最親密，是個人自我選擇的展現；選擇，是個人人性尊嚴

和個人自主的核心，這些自由是透過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所保障的」。 

反觀我國，由憲法的理解上，很難從平等權或者自由權找到限制或禁

止同性相戀或交往的理由，但是進入到提出婚姻的訴求則產生了與「制度」 

之間的衝突。由我國目前的婚姻制度來看，我國憲法雖未明確指出婚姻與

家庭屬於基本權利的範圍，卻可由大法官解釋文中看到婚姻與家庭歸屬制

度性保障，是源自保障基本權利的概念。理論上，制度性保障確實免於人

民的基本權利遭受到國家權力的侵害；然而，卻成為多數決民主制度下限

制少數群體或者非主流價值者的基本權利。 

從同性伴侶主張婚姻權的爭議而言，同性伴侶的確非社會中主流價值

者，甚至屬於少數群體，因此礙於對婚姻定義的解釋，同性婚姻權利合法

                                                      
17

 學者李震山(2007)將我國憲法中對人性尊嚴的分類，其主要說法為就我國憲法整體精神與規範

而言，人性尊嚴可以歸納出三種說法：1.人性尊嚴之保障是先於憲法存在，不待憲法規定國家即

須保障，憲法縱使規定，也僅具事後確認性質，不影響人性尊嚴屬原權或固有權之地位。2.由憲

法第 2章所列舉之人民權利個別保障範圍內，即可以推衍出保障人性尊嚴之內容，縱然無法從列

舉之人權清單中推求，至少可以從概括保障規定(憲法第 22條)中得到依據。3.以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為依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

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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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制度性的挑戰。婚姻，其內涵不僅包括法律制度提供合法配偶權利保

障與要求應盡義務之外，還包含了文化層面的歷史傳統與社會價值。學者

蔡維音(2000)指出，在論證某些傳統法律秩序的正當性基礎時，其所引用

的論證僅能訴諸空泛的人倫秩序、社會秩序等等的說法，例如：婚姻與家

庭，為什麼要建構婚姻制度的保障？婚姻的核心價值又是甚麼？除了具體

的權利項目之外，部分仍須借用文化層面的歷史傳統、社會價值來陳述建

構婚姻的重要性，也無法精確的檢驗出每個制度的合憲性基礎。其所依據

的僅是「婚姻」對於社會具有正面價值，遂承認婚姻為制度性保障，這正

是制度性保障理論發展的原因之一。 

傳統歷史，特別是在「人倫秩序」的框架下，這也正是同性婚姻無法

列入基本權利保障範圍的理由之一。大法官強調的「一夫一妻」制度為婚

姻的本質，且利用制度性來保障一夫一妻制，間接的排拒同性伴侶進入婚

姻的可能性。大多數人對一夫一妻的共同認知所指的即是「一男一女」，

卻也有部分主張既然未說明一夫一妻所指的是一男一女，僅僅為大家所認

知共識，而主流價值也會隨時代演變而有所變更，未必不能指涉兩男或兩

女。故，一夫一妻所陳述的概念為「一對一」的情況下，並未堅持要一男

一女。 

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一樣擁有基本權利，同樣可以行使公民權、自由

權等合法權利，藉此推論，同性伴侶應該有合法的婚姻權。實際上，歐洲

人權法庭在 2012 年做出裁定，禁止未婚伴侶領養，不涉及歧視，該法適

用對象為同性與異性伴侶，並裁定同性婚姻在《歐洲人權公約》之下不屬

於一項權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使已經做出婚姻適用對象非僅限於「一

男一女」，卻也未明確指出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且屬於基本權利保障的範

圍。至於我國，婚姻透過歷次大法官釋字，更加確認婚姻的適用對象僅限

「一男一女」，且透過制度性規範，將現有的婚姻制度歸屬在基本權利保

障範疇中，限制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可能性。 

然而，「婚姻」制度也非由初始即為「一夫一妻」的狀態，經過時代的

改變，融入自由民主概念以及個人主義的思想，「一夫多妻」的婚姻無法

符合現今社會價值與法律體系。制定法規主要的作用在於要適用於人類社

會規範，因而法規的適用離不開事實，法規若要發生規範的效用，必須有

事實的基礎(翁岳生，2009：73)。在我國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為一既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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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那麼法規的適用卻無法配合已存在的事實，甚至剝奪同性伴侶在法律

體系上應有的保障。 

黃舒芃(2009)提到，大法官在解釋憲法的過程中，尤其涉及人民基本

權利的部分，不論其所採取的是「規範導向」或者「現實導向」為依歸，

要處理的是現實生活中「價值」的爭議。以「規範導向」價值為解釋，象

徵大法官對系爭憲法規範意涵的理解，也注重憲法優先性與規範性功能的

發揮，若以此解釋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依舊受限於憲法對婚姻定義的解

釋，同性伴侶仍被排拒在適用對象範圍中。 

若就「現實導向」為解釋的觀點，則相對偏向社會現實層面所認定之

價值理念的具體內涵，可以推導出同性家庭既存的事實，這屬於社會現層

面的具體事實。法律提供雙方在自願情況下共同組成家庭成員合法的權利，

這是社會現實層面所認定的價值理念，同時也是基於社會共同認定的「子

女最佳利益」的原則下。然而，這又將涉及社會共識的爭議，同性婚姻權

利合法與否，目前台灣儘管可以體認保障同性戀者權利，但這些權利項目

卻不包含婚姻權，相信透過教育未來可以落實對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

極大共識。 

第三節 台灣同性婚姻權利之進程 

進入 21 世紀，台灣社會變遷，家庭組成樣態的多元化，不再限於一男

一女的家庭形式，不同的伴侶與單身關係的實踐，已經不是想像，而是既

存的事實。法律體系所提供的保障卻依舊以「一男一女」的結合為提供婚

姻、家庭權利的保障，未曾思索其他多元組成的可能性。婚姻制度仍存在

不平等，國家賦予異性婚姻權利保障，反而成為對同性伴侶或者共同居住

關係權利受到侵害的起因。民眾藉由參與社會運動倡議爭取同性戀者權利、

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外，政府部門的回應，除了透過形式的說法外，同時

也須真正落實進入法律制度層面。 

壹、人民立場與態度的改變：由不友善到支持 

同性戀者權利長期遭到漠視，而歐美國家在石牆運動後，同性戀者自

我權利保障意識崛起，進而有一系列同性戀者權利倡議的社會運動，社會

活動力強，往往對立法機關制定政策或者行政機關執行政策產生一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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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除了社會運動之外，更進一步透過遊說立法機關影響政策、法案的

制定，提供同性戀者合法權利的保障。反觀我國，倡議保障同性戀者的社

會運動已逾 10 年，民眾對同性戀者的態度逐漸轉為支持的情況下，政府

部門對於同性戀群體的主張，政策與立法上依舊緩慢，權利保障遠遠落後

同性戀者對權利的訴求。 

一、同志的社會運動─扭轉對同志群體負面刻板印象 

我國在同性戀者倡議的社會運動歷程中，透過其主張訴求看到台灣社

會大眾對於同性戀者態度立場的脈絡。在剛起步階段其所遭遇的是來自社

會大眾的質疑、歧視以及政府部門冷處理的態度，此外，媒體發言或者對

同性戀者相關報導的偏頗，這些都是我國同性戀者權利倡議過程中所遭遇

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台灣在同性平權倡議運動之初，社會大眾普遍對同

性戀者是不友善的態度，導致不論本身是否為同性戀者對活動參與意願不

高。 

要說明的是倡議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必須論述台灣同性戀者如何擺脫

社會不友善的態度，同性戀者爭取平等權利的過程。倪家珍(1997)、朱偉

誠(2009)、簡至潔(2012)等分別指出台灣同志運動的歷程。在同性戀團體倡

議同性平權的初始，因社會大眾的態度以及社團組織力較弱，取得媒體報

導與在媒體發言機會甚少，無法完整傳達保障權利的理念，也未積極展開

立法保障權利的訴求。在 1990 年代成立與同性戀者相關的組織社團，不

僅關心同性戀者身分問題，同時關注實際生活面向。然而，卻面臨資源的

匱乏，無論是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源，要凝聚對同性戀者的支持，

確實有其障礙。主要是與「同性戀者」相關的議題在台灣一直以來都是隱

晦、避而不談的現象，同性戀者本身要「現身」支持同性戀者的遊行，除

了要對抗來自社會異樣眼光之外，還得克服來自家庭、同儕的壓力。另外，

非同性戀者「現身」支持遊行，則考量到被貼上同性戀者的標籤而卻步，

賴鈺麟(2003)提到，台灣同性戀者的邊緣處境，來自性傾向的歧視。對同

性戀者而言是一種傷害，導致同志不敢現身遊行主張自身權利與認同，消

除社會上對於性傾向的歧視，將會是促進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的第一步。 

上述為同志團體初期在社會運動所面對的困難。然而，隨時間推移，

以及人權觀念逐漸深植台灣人民生活中，此外同志遊行人數逐年增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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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社會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刻板印象有了轉變。另，媒介多元化以及科技進

步(王篤強，2009：98-99)，同性戀者團體不再依賴傳統的媒介倡議權利保

障，而是透過網路、部落格等新興媒介達成宣傳與號召。網際網路的隱蔽

性，容納不同特性的社會運動，同時兼顧傳統社會運動型態(林鶴玲、鄭陸

霖，2001：115)，匯聚民眾的力量，尤其針對特殊群體權利保障或議題上，

減少民眾現身支持的疑慮。我國的同志遊行策略與方式，不再侷限過去單

一的小團體號召，而是利用科技的便利性與隱蔽性，訊息快速的在台灣社

會傳遞，同時藉由網路的無國界的特性，向國際發聲。各國的同志運動現

已發展成既是國際性運動，使得各國同志運動相互影響的情形增加，也可

提供同志平權經驗。例如美國同志平權發展的現況及同性戀者所面臨的困

境與挑戰，這些都提供台灣同志群體一個參考的模式。 

而台灣的同志大遊行，則成為亞洲地區同志運動的代表性活動，是亞

洲最大的同志遊行運動。台灣同志平權運動由 1990 年代以來，透過不同

的方式18，例如：社群集結、文化藝術、立法保障、社會倡議運動、教育

宣傳等等。希望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鼓勵同性戀者對自我的認同、扭轉

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者負面刻板印象，經由集結社會大眾的共識，希望促使

政府部門在同性戀者權利相關議題上有所回應。 

台灣同志運動雖然不是侷限在台北，然而在台北的同志運動的蓬勃發

展，卻也成為同志運動的重心。以平權訴求進行的大規模同志動員，是在

1995年底的「同志空間行動陣線」，主要爭取台北市的新公園(現為二二八

紀念公園)作為同志歷史記憶的空間設計，儘管未獲得台北市政府的回應，

卻也為日後台北「同」玩節以及同志大遊行奠定串聯網絡的基礎，建制一

種同志聯繫的網絡，同性戀者權利倡議的運動不是一蹴即成的，是一種連

續的過程，這也是同志遊行至今日益壯大的原因。 

 

 

 

                                                      
18

 我國同志平權運動路線主要是參考歐美同志平權運動的路線為主。同志運動具有多樣性、差

異性與複雜性，所以同志運動所指涉的並不是單一的、具有同質性的現象，如 Margart Cruikshank

（1992）在其《The Gay and Lesbian Liberation Movement》中，主張同志運動的三大定位：性解

放運動（sexual freedom movement）、政治平權運動（political movement）、思想運動（movement 

of ideas）(簡至潔，2012：1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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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同志大遊行歷屆宗旨 

年分 主題 參與人數 備註 

2003 看見同性戀 將近 500人 路線從男同志歷史空間新公園（228公
園）出發，走向西門町紅樓廣場，開
啟台灣同志遊行的序幕，也是全球華
人地區首次舉辦的同志遊行。 

2004 喚起公民意識。其主要訴求為
異議公民‧彩虹城市‧花樣主
體‧同治國家 

超過 3000人 
路線從中正紀念堂出發，沿中山南
路、景福門、凱達格欄大道、公園路，
走過 228公園/新公園、衡陽路，到紅
樓廣場。 

2005 同心協力 101。其主要訴求為
共同打造沒有言論壓迫、更多
元、平等、無歧視的生存環境 

近 5000 人。 路線從敦南誠品書店出發，走過忠孝
東路，到達台北市議會廣場。 

2006 一同去家遊 Go Together。其
主要訴求為爭取同志伴侶權
益的合法化，例如結婚權或同
居伴侶法，同志生育領養子女
的權利，以及老年同志的關懷
照顧等，希望讓每個同志都能
擁有組織家庭的自由選擇權
利；除此之外也希望透過對同
志父母親人等議題的討論，讓
同志的父母及親人能對同志
有更深的了解，並進而支持同
志！ 

首度突破
10000 人。 

路線從松山菸廠沿著忠孝東路，至華
山創意園區。並於終點舉辦公開的同
志婚禮，有四對拉子伴侶參與，接受
所有人的祝福。 

2007 彩虹有夠力 Rainbow Power。
其主要訴求為「1、反歧視、
要平權，同志公民不容忽視。
2、展現多元，創意無限，同
志最美麗。3、超越藍綠，關
鍵少數，彩虹有夠力。」 

近 1萬 5千
人。 

路線從國父紀念館出發，沿仁愛路、
安和路、敦化南路、忠孝東路、逸仙
路、松高路、松智路抵達「台北市政
府大樓後方廣場」。首次選出「彩虹大
使」張惠妹，在遊行終點舞台為全體
LGBT 同志演唱 

2008 驕傲向前行 Run the Rainbow 

Way。其主要訴求為以「展現
多樣，驕傲做自己」、「消除歧
視，勇敢向前行」號召 LGBT

社群共同上街。 

近 1萬 8千
人。 

路線由台北市政府仁愛路廣場出發，
沿仁愛路、安和路、敦化南路、忠孝
東路、逸仙路再返回台北市府廣場。 

 

2009 同志愛很大！ Love Out 

Loud。其主要訴求為「用愛
消弭歧視，相愛展現力量，同
志族群長期以來對社會、人群
的愛與貢獻」 

首度突破 2

萬 5千人。 
首度在總統府前進行集結，在繞行人
潮擁擠的交通要道─公園路、重慶南
路、漢口街、忠孝西路、常德街進行
巡禮。 

行經匯集大量外來移民、台北市最重
要的交通轉運地─火車站，也在重回二
二八紀念公園、常德街、中華路、西
門町紅樓等滿載同志回憶的歷史地
標。 

2010 投同志政策一票 Out & 

Vote。其主要訴求為「同志站
出來，展現政治力！ 擴大伴
侶親屬關係定義，實質保障多

近 3萬人 
路線由凱道出發，沿公園路、重慶南
路、衡陽路、成都路、昆明街、漢口
街、忠孝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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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家庭權益！」 首度踏入人潮眾多的西門町區，讓更
多的群眾能看見遊行及訴求。 

2011 彩虹征戰，歧視滾蛋! LGBT 

Fight Back, Discrimination 

Get Out!。其主要訴求為重新
看見歧視面貌、進而破除歧視 

近 5萬人 
特別規劃東、西兩條遊行路線，東路
線行經金山南路與羅斯福路，繞行台
大、師大文教區域，呼籲社會大眾重
視兒少同志、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西路線經過二二八公園、紅樓戲院、
常德街等為人熟知的同志人權地標。 

2012 革命婚姻-婚姻平權、伴侶多
元 

突破 5 萬人 今年共有 23個國家的外國同志朋友、
團體與國際媒體等等，遊盟保守估計
超過 3000人 

2013 看見同性戀 2.0 

正視性難民，鬥陣來相挺 

近 6萬 7千
人 

遊行吸引了不少來自香港、中國、以
及日本等亞洲國家人士前來參與 

資料來源：http://twpride.org/ 

表格：作者自繪 

 

透過【表 5-1】除了歷屆台灣同志遊行的路線都行經所謂的台北市政府

周邊，主要是藉由同志的遊行喚醒政府相關部門重視同志的人權，特別是

禁止歧視。其次，從遊行人數僅數百人到超過 6萬人，意味同性戀的相關

議題在台灣不再是一種禁忌，由「不能談」、「不敢談」到「公開」主張權

利，其中的歷程也象徵台灣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多數不再存有負

面觀感。再次，台灣同志遊行成為亞洲地區最大規模的遊行，這代表台灣

民眾相對其他亞洲國家對同性戀議題採取開放的態度，並且在同志群體的

倡議下，讓國際各國了解台灣同志所面對的問題。同時也可以引進其他國

家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保障的經驗與模式，提供台灣政府部門解決問題可參

考的借鏡。最後，可以看到在台灣所舉辦的同志遊行已經逾 10 年，地區

也由單一的台北開始向其他地區逐漸擴展，高雄、台中等都陸續有同志遊

行的相關活動。活動本身主要的目的除了改變社會大眾以往對同性戀者的

刻板印象外，希望藉由活動喚醒政府公權力部門正視同志群體的需求─平

等與認同，進一步，政府部門能夠將保障同性戀者權利落實在法律條文

上。 

二、同性婚姻權利倡議的困境─形式上的認同 

保障人權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要具體展現於現實生活中，特別是保障

少數群體的合法權利。目前台灣同志群體在倡議權利保障過程中，面對的

是立法者，是多數「異性戀者」的立法機構。不論在歐美國家或是在台灣，

在政治領域中，少數群體要爭取權利保障最大的障礙在於缺乏代表性的政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twpri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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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菁英。司法體系認知這個差異後，以我國而言在立法委員名額上有婦女

保障名額、原住民立委等措施提供少數群體在立法上的代表性。，而政府

部門公開支持同性戀者爭取屬於自己合法的權利，是一種政治行為，政治

現實上，直至現在台灣卻不曾選出代表同志群體的政治菁英。 

在民主國家中，選舉一向被視為人民直接影響政府人士與制定政策的

主要方法，意即同志群體未握有政治資源，無法掌握制定政策的工具，要

具體制定保障同性戀者的立法，有實際運作的困難。美國，Harvey Bernard 

Milk是美國政壇第一個公開自己同性戀者身分的人，成功當選舊金山的市

議員19，同時推動法案禁止基於性傾向的歧視。反觀我國，分別在 1995年、

2001年20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公開同志身分的參選人，結果得票都未超過

1000票。目前從事公職人員中，並未有同志身分者。 

我國憲法第 17 條中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項權利，合稱「參政

權」，凡符合「被選舉人」資格21者，皆可參選。同志並未被限制參與選舉，

那麼台灣政治菁英中為什麼遲至今日尚未出現同志身分者？以公開同志

身分參選，要面對的是由異性戀主導的政治領域，其所涉及的是有限政治

資源將面臨稀釋的危機，以及社會主流價值中對同性戀者「真正」的認同，

無法具體落實在政治上的覺醒。 

同性戀者主張同志權益乃至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原因，包括： 

(一)不同標準不是要求特權 

支持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非對權利的掠奪，而是權利的延伸。包容

多元、認可不同為當今人權保障的價值之際，已存在配偶的事實，卻無合

法配偶的權利與義務，僅僅因為性別傾向不同，而無法獲得合法權利，此

為違反憲法平等原則。在憲法平等保障的原則下，同性伴侶要求合法婚姻

權利，並非要求給予超越憲法婚姻權利的範圍；相反地，法律承認同性婚

姻合法，是鼓勵社會認知同志，且鼓勵同性夫婦給予社會承諾。 

                                                      
19

 舊金山市監督委員會，英文為 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其功能等同於立法機關(如市

議會)，為舊金山市制定法規，該委員會有十一名成員，分別由舊金山市十一個區中，由該區選

民直接投票選出。 
20分別在第三屆1995 年立法委員選舉，台北市南區登記第26 號候選人莊松富，得到票數468 票；

及第五屆 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台北市南區登記第 35 號候選人陳文彥，得到票數 449 票與高

雄市南區登記第 9 號候選人詹銘洲，得到票數 298 票。 
21

 我國的「被選舉權」資格分別為：具中華民國國籍、年滿 20歲、在選舉區居住一定期間以上。

尚有限制條件：未被褫奪公權、年齡限制、國籍限制、學經歷限制(2000年，將該限制刪除)、特

定前科限制、特殊身分與職業之限制、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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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法身分 

同性伴侶主張婚姻權利合法，是對彼此合法身分的確立，而不是建立

在一種契約關係上。憲法上的合法權利與義務是建立在確定的身分上，人

權保障範圍很廣泛，凡只要是人就有人權，然而，合法的權利保障則必須

建立在法律所賦予的合法身分上(Freeman, 2006 : 49)。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

相同也會有許多需求和渴望，成立屬於自己的家庭，獲得實質權利與象徵

婚姻的權利。透過合法身分的確立，建構彼此在社會體系的價值認同。 

貳、政治部門的回應 

婚姻除了象徵各種文化上的特權意涵之外，同時也是特別的經濟與物

質資源的實質權利保障，例如：合法配偶的賦稅減免、政策性優惠貸款、

社會福利等等社會資源的特權。在政治資源、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

傳統婚姻制度的設計，原本僅提供異性夫婦的義務與權利，卻因同性伴侶

訴求婚姻合法，而挑戰現有既得利益者與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價值，成為

台灣社會與政府部門所要面對的人權保障爭議。 

近年來，同志議題在世界各國成為受矚目的焦點，儘管台灣的同志議

題並非人權關注的主要範圍，實際上，台灣同性戀者已是存在的群體，出

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和我們使用共同空間與環境。特別是在 2013 年「多

元成家」方案的推波助瀾下，讓過去政府部門不願意面對的「同性婚姻」

權利爭議，再度成為焦點，各界開始有不同的論辯出現。 

一、台灣政治部門對同性婚姻的立場─支持與反對的拉扯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或者同性戀者權益保障是不是政治議題？答案是肯

定的。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的爭議，不論是立法或是政策的執行都與政

府部門相關，因此，政府部門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態度與立場則關乎同性

伴侶所主張的婚姻權利訴求合法與否？或者是以何種形式賦予同性伴侶

婚姻權利的保障？同性伴侶可以獲得多少合法的權利項目，這些都是政治

議題，都與政治部門相關。作者在論述過程中，將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歸

屬於政治部門，主要是這兩個機關的職權與產生都與民眾相關，透過選票

選出的立法與行政機關，必須回應民眾的需要與訴求。而司法部門的產生

非來自選民的選票，回應民眾的訴求非主要的職務，但非指司法僅在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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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作，而是透過法律制度彌補社會的鴻溝。故，章節安排上將行政機關

與立法機關劃歸政治部門做一論述。其次，取徑美國在處理同性婚姻議題

的經驗上，可以歸納出其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態度與立場傾向會較接近，

而美國則是將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視為政治部門來論述。 

我國政治部門，不論是立法機關或者行政機關，在立法或執行政策過

程中，都必須適時回應民意。而台灣民眾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態度與傾向，

在社會變遷與重視人權保障下，不再像過去完全否定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

可能性，由國內民調結果可以看出。 

 

 
資料來源：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418975174.pdf，最後檢視日期：2014/4/5 

【圖 5-3】同性可以結婚意向分析圖 

 

透過【圖 5-3】由法務部委託研究調查中，看到民眾對同性婚姻權利的

支持度非常同意與同意共有 49%，而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則有 45%，從數

據中可以看到支持與反對之間比例接近。然而，由研考會在 2001 年所做

的民調中贊成的僅有 25%，再到近期四份民調分別是 TVBS 的 49％、旺旺

中時的 56％、聯合報的 55％及中研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 52％，比

例都與法務部委託調查的數據相近。其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經過 10年以

來對同性戀者過去的負面刻板印象逐漸消去，進而意識到同性伴侶進入婚

姻權的訴求，是爭取合法權利的保障，並不能夠因為其性傾向不符合所謂

主流社會的期待，就應被剝奪合法的權利。 

台灣目前政治部門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傾向，可以分為： 

(一)反對意見：在立法機構的部分，立法委員曾提出「同性婚姻法草

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4189751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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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2」期望可以透過立法來保障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卻遭多數立委反對，

而退回程序委員會。立法機構其所隱含的是多數選民的意見與利益，不應

該僅以主流的意見為主，剝奪少數群體可以獲得權利保障的機會。台灣的

政黨對於同志相關權利的議題，採取較晦澀的態度，礙於選票及選民的壓

力，增加對法案的搖擺性。 

  (二)贊成意見：為符合新興人權保障的潮流，我國從 2003 年總統府即

通過了人權基本法之草案，在草案中，明定同性伴侶有組織家庭以及收養

子女之權利，人權基本法第 26 條（結婚權與組織家庭權）：「第一項：人

民有依其自由意志結婚與組織家庭之權利。第二項：同性男女所組織之家

庭得依法收養子女。」，並在立法理由中宣示：「同志平權保障已漸為世界

各國承認，為維護同志人權，爰規定同性男女組成家庭，得依法收養子女。」，

草案中明文規定同性男女有組織家庭及收養子女的權利，然卻無進一步實

質立法行為。 

二、人權委員會─形式上的宣示 

Johnson(2001)指出：「每一個複雜的社會都會包含著廣闊的社會建構出

來的眾多真實，但是卻由一些主導的群體代表全體，社會中的多樣真實和

彼此間的差異被視而不見，即使這些多樣的真實受到了注意，也會認為是

次等和低等的。我們要努力打破社會對家庭既有的框架，讓更多不同型態

的家庭有被看見的機會。」。台灣社會變遷快速的情況下，原有的法律保

障制度已無法符合社會多元化，尤以家庭組成的多元樣態，各種性傾向、

族群、年齡、社會地位、宗教形成的家庭形式不勝枚舉。當然，這也包含

同居不婚，以及未有親密關係的共同居住關係等等型態的組成，同性伴侶

組成的同性家庭也是台灣多元家庭樣態的一種。 

總統府的人權宣言，僅僅是一種表面形式的宣示，實際上要進入立法

階段需要經歷的立法程序，所要挑戰的是社會主流價值─維持傳統婚姻的

主張。台灣在同性婚姻合法的爭議上，以政治部門而言，期望藉由國家人

權委員會研議制定保障同性戀者相關權益的制度，隨著 2011 年國家人權

委員會研議的人權報告書中指出：「目前中華民國在福利提供上並未排除

                                                      
22

 2006年，時任立委的蕭美琴曾在立法院推動「同性婚姻法」，認為台灣應該立法保障不同性別

傾向的族群，尊重多元文化。卻遭多數立法委員的反對，甚至部分委員提出「同志婚姻無助增加

人口，減少少子化現象」認為沒有必要將法案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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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伴侶家庭」等內容公布後，出現不同的討論意見。 

事實上，目前在促進異性戀與同性戀等非婚伴侶及多元家庭權益的作

為仍面臨體制上的困境。現實狀況裡，同性伴侶家庭成員所面對的歧視與

挑戰無所不在，大至領取伴侶的退休撫恤金或遺產，小至掛號信的簽收，

凡是以「婚姻」或「親屬」為適用前提要件的所有法律與政策都無法適用。 

在台灣已簽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下，不論是透過制度的賦與或者落實保障實質權益的內容，都應

更積極，目前我國就非婚伴侶及多元家庭的保障處於法律真空，已經違反

公約。根據公政公約第 23條第 1項，明白表示締約國應保障每個人的家

庭權與結婚權；而公政公約第 16號、第 19號一般性意見，明白肯認家庭

的保障應納入各種非婚伴侶與多元家庭。再者，立法院曾提議透過建立「同

性婚姻法」草案來保障同性伴侶的權益，卻遭到多數立法委員的反對，使

法案無法通過。政治部門，不論是行政或是立法都沒有實質的同性權益保

障制度的建立。 

以歐美國家而言，雖無法提供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卻採取其

他立法途徑保障同性伴侶共同居住的關係，使其享有程序與實質上的法律

保障。例如：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Civil Partnership 等模式。

歐美政府意識到同性伴侶建立同居關係時，其所面臨到的是缺乏法律制度

層面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在尚未取得絕大多數共識之前，顯然無法提供同

性伴侶婚姻權；然，同性伴侶的合法權利不能因為制度因素而遭到剝奪，

政府部門故而採取妥協的保障模式，先提供實質權利的保障。我國政治部

門在減少對現有婚姻制度衝擊的考量下，是否應考量漸進式的途徑，先具

體提供同性伴侶實質權利的保障模式。 

然而，提供非婚姻制度的實質權利保障卻須處理「隔離但平等」的爭

議，儘管建立新制度提供同性伴侶合法關係的實質權利保障，然而，既然

憲法承認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平等，卻又在制度有所不同，這反映出官方

對同性伴侶的認知，同時也加深社會大眾對同性伴侶不及異性伴侶的印象。

隔離但平等，在美國造成劇烈而悲痛的歷史，這些不是形式上的平等，而

是歧視的產物，目的在排除某些族群，台灣立法機關在取徑歐美非婚姻制

度之際，需要回應「隔離但平等」的質疑。司法部門或者是政治部門應該

進一切可能尋找與整個國家的人民對話的機會，法院判決的目的在彌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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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法律之間的鴻溝，而非加深人民與司法、人民與人民之間的裂痕。我

國法律對於同性伴侶所提出的婚姻權、子女領養權其訴訟結果皆是駁回申

請，而在法律上展開了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訟。 

第四節 台灣同性婚姻權利的法律爭訟 

同性伴侶除了社會運動倡議婚姻權合法的途徑之外，另一途徑則是透

過法律的訴訟，期望透過法律訴訟確認保障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我國

在同性婚姻甚至相關權利的法律爭訟，相較歐美國家而言數量較少，主要

是提出訴訟當事人，礙於社會對同性戀者的看法而拒於提出訴訟。另外，

也與我國司法體系在處理同性戀者權利的訴訟案件其立場多傾向消極態

度有關。 

壹、台灣同性婚姻權利法律爭議：同性伴侶的適用主體性 

台灣同性伴侶被視為婚姻的不適格者，與婚姻衍伸的相關權利，例如：

家庭權、親子權等等，同性伴侶一定程度被排拒在外。法院是維護人民權

利的場域，同志家庭權利長期以來被漠視，主要的原因是否因為同性伴侶

不符合保障的主體對象。同志以及同志家庭權利長期以來的被漠視，同性

伴侶沒有進入婚姻的權利，卻過著事實上的婚姻生活，甚至收養子女。然

而，我國在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子女卻無法獲得合法權利的保障。若以「子

女最佳利益原則」而言，同志家庭的子女權利是否受到公權力的侵害？另

外，婚姻制度的設計主要適用對象為「一男一女」，制度上卻未明確限制

同性不能結婚，但提出申請時卻被以非「一男一女」無法申請而遭駁回，

這是否意味規範的目的在於企圖禁止或減少社會上有關同性戀的合法化

運動，同時也希望保留稀少的立法資源。在憲法將婚姻視為制度性保障的

情況下，藉由提出民事訴訟尋求權利保障，同性伴侶是否可以獲得合法權

利的保障。 

一、同性戀者權利保障與否─是特權？還是敵意？ 

同性戀者權利長期受損，起因除了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者存有負面刻板

印象外，更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漠視「同志」群體的權利，遲遲未有明確法

律條文保障同性戀者權利，特別是同性伴侶所主張的婚姻權。 

我國現有的婚姻制度中，同性戀者確實被排除在保障範圍之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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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大法官釋字，所看到是將婚姻歸屬於制度性保障，尤以針對「一男一

女」的婚姻定義。緣於制度性保障之故，同性伴侶若主張婚姻權為基本權

利，不應該因為選擇進入婚姻的對象不同而遭剝奪基本權利，現行法令如

何回應同性伴侶的訴求。同性伴侶若主張憲法基於平等保障原則，應予以

保障同性伴侶的婚姻權，那麼平等保障原則的審查基準中，則必須說明「敵

意」、「歧視」的具體狀況。而我國憲法中對於禁止性別歧視有相關法律規

定，然而，在「性傾向」上卻付之闕如。此外，法律制度排除請求特殊保

障權的做法未必違反平等保障原則，因為法律上，各式各樣的特徵絕大部

分都不能作為免於歧視的特殊保障基礎。 

(一)同性戀者權利保障與否─是特權？ 

法律制度主要目的在於保障人民權利，而人民的權利則又與社會與人

性有關。社會連帶關係是一切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因為人們為了生存必

須相互促進共同的需要並交換服務，國家制定法律必須符合這種連帶關係。

Posner(1979)指出：「人是對自己的生活目標，自己的滿足，亦即追求理性

的、最大限度的自我所認為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對於部分同性

伴侶而言，追求婚姻生活，取得法律保障其婚姻權、家庭權，即是自我利

益的理性化、最大限度的滿足。 

婚姻制度中的「一夫一妻」就社會共通價值的認定即是「一男一女」。

透過社會共通價值來確定同性伴侶不符合婚姻適用對象，基本權利保障範

圍中不包括同性伴侶。社會大眾的共同認知婚姻只提供異性伴侶，若同性

伴侶主張有權進入婚姻制度，是否變成法律制度專門為特殊的「同性伴侶」

量身立法，而成為特權。就如 Romer 案中，Justice Scalia 認為同性戀不應

藉由反歧視法的作用而受到鼓勵，拒絕給予同性戀者特殊利益與保障，是

合理的，因為這是公眾道德上對同性戀者產生排拒。試問既然同性婚姻合

法，那麼一夫多妻為什麼被排拒在婚姻制度之外，這同樣也是一種特殊群

體的需求。社會共同價值認為一夫多妻違反現今社會價值與個人權利保障，

故將之排除在婚姻適用對象範圍。 

所謂「社會共通價值」是否具法律效力。大法官釋字 617 號中，曾提

及「社會共通價值」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具有充分的民主正當性，社會

共通價值是客觀存在的。大法官已認定：既然現實社會中存在普遍被認同

的價值信念，立法者當然有權將這價值信念具體化為法律規範(黃舒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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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事實上，同性伴侶被排拒在婚姻制度適用中，在「目前」的

台灣恐怕是一種社會共通價值，法律的建立所反映的就是社會共通價值，

無法專門為了同性伴侶而開特例。法律是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

為之判斷，是呈現民意的結果，大法官認為多數社會大眾所認知的價值，

應該被遵循，在社會共通價值的架構下，維持傳統婚姻制度是一種常態，

儘管大法官認知到同性伴侶對婚姻主張的訴求，但礙於社會共通價值與制

度性保障的情況下，目前婚姻制度仍維持「一男一女」。即使以個案的方

式提出訴訟而非主張同性戀者群體的集體權利保障，固然可以免除多元文

化主義焦慮的部分，卻無法避免社會共通價值的反對。 

(二) 同性戀者權利保障與否─是敵意？ 

Rwals(1971)認為正義是至高無上的，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任何法

律、制度，無論如何有用和巧妙，但只要是不正義，就一定要被拋棄與消

失。每個人都具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即使為了全社會利益，也

不能加以侵犯(沈宗靈，2007：111-112)。同性伴侶在所謂的婚姻制度中受

到了不正義的對待，即使這個制度是符合社會利益、社會共通價值使然，

卻無法掩蓋其對同性伴侶個人利益侵害的事實。每個人與他人彼此之間的

關係是對稱的，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相同擁有進入婚姻制度的權利，這屬

於個人利益的一部分。 

個人利益的型態依據 Pound的分類有：人格利益、家庭關係利益、物

質利益23。同性伴侶主張進入婚姻制度，是基於保障個人利益，法律制度

的作用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利益(沈宗靈，2007：284-85)，這當然

包括同性伴侶的個人利益。尤以人格利益部分，和人性尊嚴的保障相關，

我國憲法中又將人性尊嚴視為先制度建立而存在的權利部分，儘管近年來

                                                      
23

 Pound所主張的個人利益類型其內容分別為，1.人格利益：所涉及的是個人身體與精神方面的

主張或要求。包括(1)保障人的身體和健康方面的利益；(2)保障個人意志的自由行使，及不受強

制和欺騙；(3)保障個人的榮譽和名譽；(4)保障私人秘密和宗教情感，前者指要求本人斯是不向

外界公開，並不由外人加以議論的利益；(5)信仰和言論自由。2.家庭關係利益：範圍比個人人格

利益更為廣泛，包括個人身體和生活密切聯繫的些東西，也涉及經濟利益，但又不向物質利益是

完全經濟的。包括，(1)父母親的利益，即根據雙親關係所產生的要求；(2)子女的利益，及觀劇

家世關係所產生的要求；(3)丈夫的利益，即夫方根據婚姻關係所產生的要求；(4)妻子的利益：

即妻方根據婚姻關係所產生的要求。所有的這些情況，可以對整個社會提出，即要求外人不得干

預，也可以對相互關係的另一方提出。3.物質利益：即以個人經濟生活名義所提出的主張。包括：

(1)對狹義的財產主張，即控制有形物，人的生存所依賴的自然資源；(2)企業自由和契約自由，

及經營企業、任職、受雇、訂立或執行契約；(3)對約定利益的主張，即對約定履行價款的主張；

(4)外人不得干預自己與他人之間經濟利益關係的主張(沈宗靈，200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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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將抽象化的人性尊嚴列入憲法保障原則中，卻也具體說明人性尊嚴的重

要性。 

婚姻制度排拒同性伴侶，是否表示對同性伴侶進入婚姻與組織家庭的

不認同，而這樣的不認同是否多半代表來自對同性戀者最原始的觀念，不

道德、污穢等等負面印象，多數人將同性戀者當作有傳染且具威脅性的，

制度造成同性戀者在日常生活中被仇視或者被有敵意的對待，這些都是歧

視的根源。我國不像美國有「仇恨犯罪立法」(Hate Crimes Law)，保障同

性戀者最基本不受歧視、仇恨攻擊行動的立法，致使早期台灣發生「晶晶

書庫」事件。以美國為例，在聯邦層級上，最初並未將對同性戀者的仇恨

犯罪列入「仇恨犯罪法」，同志平權運動者主張應將適用範圍擴及性傾向

的仇恨犯罪，一直要至 2005 年美國眾議院才通過「地區仇恨犯罪預防執

行條例」(The Local Law Enforcement Hate Crimes Prevention Act, H.R. 313)，

在「兒童安全法」之下的修訂條款中將適用範圍延伸即於「性傾向、性別

與身心障礙者」，可以看到儘管通過將同性戀者列入適用範圍中，但仍非

明確的列出而是將其置於其他法案中，部分同志團體仍認為是一種名實不

符的立法。 

至於我國，沒有像美國因種族嚴重對立所產生的內戰，乃至於在立法

制度上的歧視「分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故而明顯立即的仇恨犯

罪行為規模並不大的情況下，容易被忽略「仇視」、「敵意」非僅僅是犯罪

行動，有時甚至來自言語甚至是制度。我國的婚姻制度在適用對象上，僅

限於「一男一女」，這是否意味法律制度的訂定有製造出次等公民的動機，

法院在同性伴侶提出婚姻訴訟時，其判決卻也未禁止婚姻的動機是否存在

對同性伴侶的「敵意」。在日常生活中或者面對法律制度，台灣的同性戀

者所面臨的差別待遇持續存在不同型態的歧視，這當然包括法律制度不允

許同性伴侶進入婚姻。 

事實上，同性伴侶主張爭取進入婚姻制度，是基於個人自由意願下的

自我決定，則屬一般人格權保障的範圍。同性伴侶在合意的情況下，訴求

合法婚姻權的保障，並未妨礙他人，也未有憲法第 22條的保障條款中所

提出的妨害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的情況，婚姻制度不應該對同性伴侶產生

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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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憲法未列舉權概念的運用 

對於「婚姻」制度行使與否，部分同性戀者不主張進入婚姻制度，則

是認為沿用已異性戀者為主的制度可以符合同志族群的需求，並且無法凸

顯屬於自己族群的異質性；然而，對積極爭取進入婚姻的同性戀者而言，

「婚姻」權利的合法於異性戀者是一種自然而成的制度，於同性戀者卻是

人們努力奮鬥才爭取到的婚姻權，這是身分、尊嚴的象徵，不是「結合」、

「伴侶」這種妥協下的詞彙所可以取代的。 

同性婚姻權利的爭取象徵一種「平等與差異」形式的開展。台灣相對

歐美等其他同性戀者權利保障先驅國家來說，較晚面對爭取同性權利保障

的議題，卻有更多元的參考經驗與模式。不論是歐洲或者美國現行的模式，

其在爭取權利合法的過程中，其主要的立論基礎在於「平等」，平等並不

預設要消除或是打壓差異；相反地，是承認並接受彼此之間的差異，了解

差異不應導致排他、邊緣化，或者標籤化。意即，同性戀者處在由異性戀

者建構而成的主流社會中，儼然屬於非多數群體的狀況下，則產生所謂的

差異，差異的形成來自性傾向的不同。中華民國憲法中有關「人民權利與

義務」規範中，主張一律平等了解人類在生理、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體

認保持差異性的權利，才能使國家與社會擁有多元性，落實在具體的政策

與行為上，非僅是口號的「尊重少數」，而是與自己所不欲的人事物之間

進行溝通與了解。 

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若是以固有權的觀點出發，那麼「同性伴侶」確

實被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且並無違法之虞。然而，「固有權」是一種不

待規定而自明的權利項目，然，實際運作上，國家的權力與人民的權利之

間存有極大衝突。「權利」未經人民爭取，國家不會意識到應該提供人民

相關的保障；即使是固有權本是因人民而存在的仍須向國家爭取，且有必

要遭固有權實證化(李震山，2007：14)。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同性伴

侶若不論性傾向，其為中華民國國民的情況下，究竟為何會被排除在婚姻

制度或者其他社會福利保障之外。倘若僅因選擇親密性行為的對象非符合

主流社會價值的「異性」因素，那麼婚姻制度是否違反憲法平等保障原則，

以及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 

理論上，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中華民國憲法第 7條中指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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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人民，無分男女、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同性伴侶符合上述憲法對人民權利的保障論述。實際上，同性伴侶卻是在

人民基本權利保障適用對象範圍之外。同性戀者在其他基本權利保障項目

中，很難獲得法律條文明確的將同性伴侶列入保障，直到 2007 年，《家庭

暴力防治法》修正案中，有關家庭成員部分包含同居者同性伴侶等，才將

同志具體列入法律制度保障範圍裡；然而，現實狀況中，一但同性伴侶之

間發生家庭暴力情況，往往卻少有資源介入，往往是因為諮商師或者社工

無法了解同志的生命經驗，無法介入輔導。 

台灣同性婚姻權利核心爭議，除了社會共通價值外，尚有婚姻的制度

性保障，使同性伴侶爭取進入婚姻的訴訟，法院的判決往往都是拒絕同性

伴侶的申請。如果換個角度而言，就新興人權保障的觀點主張權利保障，

以中華民國憲法的未列舉權保障範圍，確實可以符合多元發展的需求。中

華民國憲法第二章所保障的人民權利，除第 7條至第 18、21、24條之列

舉權利外，還包含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

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的未列舉權利(或稱概括、未明定、無

名、未名權)(李震山，2007：3)。同性伴侶基於個人自主權的原則，選擇

與自己同性別的對象進入婚姻制度，是一種自由權的主張，是否可以視同

適用未列舉權的原則。 

貳、台灣同性婚姻法律爭議案件 

在同性戀配偶的問題上，並沒有法律明顯排除他/她們的權利，也沒有

法律採取差別待遇，而是法律根本遺忘同性戀者的存在。因此《民法》並

未明文規定「男、女同性戀不適用本法」，他/她們可以結婚，只是必須和

異性結婚。中華民國與婚姻相關的法規對於同性婚姻權利有的爭議在於

「涵蓋不足」，補救措施不是廢除相關法規範，而是提供另外的解決途徑。

若因為現行法規範導致同性伴侶無法進入婚姻制度，進而宣布原有相關法

令無效，想要進入婚姻制度的異性戀者，卻因為法令被宣布無效，而喪失

進入婚姻制度的機會，那麼社會大眾將如何看待被法制特殊對待的少數群

體，恐將引起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的對立。下列將舉出我國同性婚姻的法

律爭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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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權─大法官不受理祈家威的同性婚姻憲法解釋 

1986年祈家威與同性伴侶到法院公證結婚，惟法院拒不受理。隨後，

轉而向立法院請願，當時立法院的答覆為：「同性戀者為少數之變態，純

為滿足情慾者，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可見當時的立法機關對於同性戀

者的態度與傾向，明確顯示出台灣同性戀者受到立法歧視的困境。 

(一)案件背景 

祈家威與其同性伴侶選擇進入婚姻，卻因為《民法》規定必須「一男

一女」才符合進入婚姻制度的適用對象，登記婚姻失敗。不論是立法院陳

情、行政抗告，最後申請釋憲，均一一被駁回申請或訴訟。其中最引人關

注的是申請大法官釋憲，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決議不受理，這直接衝擊到同

性婚姻權利未來的發展，限制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 

(二)大法官決議不受理的理由 

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

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項第 2款定有明文。 

本件聲請人因公證結婚事件，認台灣高等法院 89 年度家抗字第 156

號民事裁定所適用之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及民法第 972 條、第

九 973條、第 980 條等條文之法律解釋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核其所陳，

係以其個人見解對現行婚姻制度有所指摘，並未具體指明上開裁判所適用

之法律或命令，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 3項規定，應不受理。 

(三)案件意涵 

申請大法官釋憲決議不受理，這屬於大法官職權範圍，無庸置疑。然

而，本申請案特殊之處在於，是台灣司法史上首度針對「同性婚姻」權利

而申請大法官對憲法上的疑義作出解釋。過程中，卻因為程序問題並未進

入「同性婚姻合法化憲法基礎」的實質核心問題。 

首先，就婚姻制度上的定義而言，不論大法官解釋文或者民法上的規

定都是以「一男一女」為適用對象。婚姻制度中，以異性伴侶為制度設計

的藍圖，提供合法異性夫婦婚姻權利，這也與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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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民法》並未允許同性伴侶有合法的婚姻權，民法第 972 條中：「婚

約應由男女當事人自行訂定」，說明締結婚姻的適用對象，而同性伴侶則

不符合。 

其次，本案申請大法官解釋被駁回予以不受理。最主要是我國婚姻是

一種制度性的保障。分別透過大法官釋字中可以更加確認「一男一女」的

婚姻定義，限制同性伴侶提出進入婚姻的主張。以大法官釋字 647號24，「婚

姻」是一男一女的結合成的異性夫婦，憲法保障其婚姻權利合法性。事實

上，該解釋理由書似乎指出了保障異性同居之情形，卻否定了同性伴侶之

婚姻自由。 

但隨著平等權理念發展，對性別選擇應更寬容，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

已有不分性別將同居伴侶納入特別保護之主體（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參照），透過大法官解釋 647 號解釋保障事實上夫妻是因為

其主觀上具有如婚姻之共同生活意思，客觀上亦有共同生活事實，因此法

律保障之伴侶關係應該無必要區分同性或異性。 

二、家庭權─桃園地院駁回女同性伴侶申請收養孩童 

民國 96 年 8月 27日，桃園地方法院駁回收養孩童聲請一案，原因在

於聲請人在審理過程中表明自己女同志身分，法院將之列為是否允許收養

之要件。 

(一)案件背景 

桃園一對夫妻已育有兩名未成年子女，但是於 2007 年 4 月又新添一名

女嬰，新聞報導描述該家庭的環境，只有單調的擺飾及雜物，經濟上的困

難迫使這對夫妻必須考慮是否出養女嬰。與家族其他成人討論後，女嬰父

母最後決定交由母親的姐姐來收養，於是雙方訂立書面收養契約，向法院

聲請收養，請求法院認可。本案特殊之處，在於聲請收養者是位女同志，

而且已與其女性伴侶同居。 

                                                      
24

 大法官釋字 647 號，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不計

入贈與總額，乃係對有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間相互贈與，免徵贈與稅之規定。至因欠缺婚姻之

法定要件，而未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未能享有相同之待遇，係因首揭規定為維護法律

上婚姻關係之考量，目的正當，手段並有助於婚姻制度之維護，自難認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

有違。大法官在涉及婚姻制度之解釋中所指一夫一妻婚姻關係，係以一男一女成立，為法律規範

下所形成之制度性保障，乃屬維護社會秩序所必要之善良婚姻制度（釋字第 242、362、552、554

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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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爭點 

法官駁回這件收養案的主要理由是，孩子可能發生性別認同錯亂，日

後在學校和同儕間，如果性別認同、性向扮演異於多數人，會承受極大壓

力，遭同學和朋友取笑，這些壓力都要孩子單獨面對，非收養人可排解。

法官指出，成年同志應思考「不能只為滿足自己對完整家庭的期待」，將

一個沒有思考、拒絕及選擇能力的孩子，置於未來不可測的壓力中，這對

孩子並不公平，法院基於對孩子最大利益的考量才駁回。 

(三)主要判決 

同年 8月 27日，桃園地方法院九十六年度養生字第八十一號裁定，家

事法庭法官審酌結果，裁定駁回本件單身收養聲請。法院認定同志收養人，

所建立的收養家庭，家庭情況比異性戀原生家庭差，而且女嬰父母未有不

適任為人父母的情形，只要由收養人及其家屬提供實質經濟上的協助，即

可減輕被收養人父母的經濟壓力，消除經濟貧困的困境，所以留在原生家

庭較出養有利。 

法院判決中指出，法官認為女同性伴侶收養孩童，恐將對孩童未來對

性別認知上產生混淆。法官表明對同性戀持正面開放態度，成年人心智和

人格成熟，彼此相愛成為戀人是個人自由，社會應尊重包容；但台灣社會

對同性戀仍有異樣眼光，且法律未通過同性結婚，綜合判斷後，認為孩子

留在生母家較有利，因此駁回收養聲請。 

(四)案件意涵 

本案件涉及同性伴侶共組家庭後，想要收養子女的爭議。同性家庭存

在既然是一個事實，那麼兩人共組家庭後，卻因為婚姻制度無法保障兩人

合法的關係，進一步剝奪其家庭權。鑒於同性家庭收養或領養子女的比率

可能逐漸成長的趨勢下，如何保障同性家庭中子女合法的權利，將成為一

個迫切的人權議題。本案的判決，其所提供的意涵，可分為： 

首先，我國法院在判決中，對於聲請駁回的理由是以性傾向為考量主

因，是否為合適判決理由？同性伴侶組成家庭後想要為家中增添新成員則

備受考驗，同性伴侶要組成合法的家庭過程中，要面對來自法律、社會、

家庭等各方面的考驗與挑戰，同性伴侶是否可以擁有合法的家庭權？合法

組成家庭後是否可以擁有合法的子女？這些成為爭議的焦點。 

針對法官在判決中說明在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孩童未來恐怕會產生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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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的疑慮。根據美國 Cherlin(2010)的研究發現，約有 1%到 3%的女同性

戀家庭有小孩，約有 3%到 5%的男同性戀家庭有小孩，無論是在同性戀家

庭或是在異性戀家庭成長的孩子，他們有相似的身心健康與能力表現。透

過 Crowl(2007)等人的研究，同性戀家庭的孩子比較不侷限在性別刻板印象

的框架內；不僅不會有性別角色混淆的情況發生，相反地，更具有包容力

與理解力的正向人格特質。 

其次，本案的後續發展在於孩童的親生母親鑑於和原訴訟人的親姊妹

關係，仍舊決定將孩子給原訴訟人扶養。這麼一來，其子女所要面對的是

被剝奪原本在婚姻關係下可以獲得合法權利保障。既然法院當初的判決是

以「子女最佳利益」為考量，做出駁回同性伴侶共同收養的裁決，那麼政

府部門可以提供現下在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子女何種權利保障？是否意味

同樣以「子女最佳利益」檢視政府部門正在做出侵害同性家庭中子女的權

利，這樣的法律制度是否違反《兒童與少年福利法》。此外，學者林昀嫻(2008)

則提出基於「子女最佳利益原則」之下，法官未來在裁定的標準上是否可

以納入尊重多元家庭的概念，建議由民法修正上，加入「試養制度」，將

使法院更有判決的依據。 

在台灣，社會價值中一定程度承接儒家文化，重視家庭價值以及下一

代的延續，對於無法自然延續下一代的同性婚姻制度，此為反對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的原因之一。第二，台灣民眾多數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在於法制層

面，現行與婚姻相關的法制中，雖無明文限制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規

定，卻經由大法官釋字 647號進一步對「婚姻」定義作出解釋「即一男一

女的結合」，間接否認同性婚姻的可能性。既然法律上對婚姻做出解釋，

其適用對象僅在異性伴侶，那麼實際存在的同性家庭其權利保障所該遵循

何種法規，是否可以取法美國州層級的 Civil Union 或者 Domestic 

Partnership 模式，抑或是英國的 Civil Partnership 模式，也許是德國的

Eingetragene Lebenspartnerschaft 模式。這些是歐美國家在法制上回應同性

伴侶的需求，減少對現有法規的衝擊，不論哪一種模式，其所要面對的質

疑在於儘管出於「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立意立法，卻顯然造

成同性伴侶被視為「次等公民」(second-class citizens)的觀點，我國政府部

門、社會大眾在面對同性家庭這個已存在的事實，該如何處理權利保障的

爭議，歐美國家在處理同性婚姻權利爭議的經驗與模式，可以提供政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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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綜合上述各節，其主要論述我國同性婚姻權利產生爭議的背景，除了

來自既定的刻板印象外，另外就是我國法律制度並未提供同性伴侶權利保

障，而產生了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的爭論。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偏見，可

以透過時間與教育逐漸扭轉大眾不友善的態度，進一步推動政府部門對同

性伴侶的訴求作出立法、政策的回應。而司法部門，相對政治部門而言，

對於同性婚姻的立場擇是偏向消極的處理方式，主要礙於我國的婚姻歸屬

制度性保障，一但要肯認同性婚姻合法，將衝擊憲法的制度，涉及層面廣

泛，故，司法部門選擇消極回應。基於保障人性尊嚴以及平等保障的前提

下，我國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應有更積極的作為，提供同性伴侶正式合法

的關係與權利的保障。 

社會觀念的改變與同性戀者本身自覺，是推動政治部門積極立法的關

鍵。近年來台灣民眾除了不再對同性戀者存有負面印象之外，且漸漸認同

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並無差別，同樣受到法律保障；但卻在主張同性伴侶

是否應有正式合法關係的論述浮現之際，持保留態度。產生認同與實際權

利賦予之間的落差，然，要真正落實平等，不能只有觀念的承認，須配合

法律制度確認同性戀者的合法性，否則不平等依舊存在。對於建構同性伴

侶權利保障體系，首先是成立雙方正式法律關係，有了合法關係才能獲得

實質權利的保障。 

 

 

 

 

 

 

 

 

 

 

 

 



論我國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探討：以歐美經驗為借鑑的分析 

234 
 

 

 

 

 

 

 

 

 

 

 

 

 

 

 



第六章 台灣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模式分析 

235 

 

第六章  台灣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模式分析 

我國面對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儘管目前在法制層面上未提供有關同

性伴侶共同居住合法權利的保障，甚至在「多元成家」方案推出後，引發

社會一連串爭論。未來，我國政府無可避免的要處理同性婚姻合法的問題，

該如何取得法制與人權之間的平衡點，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政府可取法經

驗、制度相對長久與完善的歐美國家，分別為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與州層

級非婚姻模式，甚且歐洲模式也可供我國政府作為借鏡。 

第一節 援引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模式之分析 

美國的聯邦與州的法律二元屬性，使州政府具有婚姻、家庭關係的立

法權，不同於我國單一國的憲政體制，地方並未具有對婚姻、家庭關係的

立法權，此為援引歐美同性婚姻經驗模式在制度上的限制。實際上，我國

確實存在同性伴侶缺乏法制保障的困境，立法機關不能忽略同志群體對權

利保障的需求，如何回應權利保障的需求，可以參酌歐美同性伴侶關係保

障經驗與模式，在未來進行法制建構之際，做一相關理論參照，而進行分

析論述。 

壹、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模式的特徵 

取法歐美國家同性伴侶關係經驗模式有其限制之處，以美國為例，儘

管聯邦最高法院透過判決宣稱 DOMA違憲，意味著組成婚姻的對象不再

限於異性，卻未具體說明同性婚姻合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裁決的權力

交由各州的情況下，州有權透過立法、司法形式使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

或者以其他正式的形式保障合法權利。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在美國具有高

度爭議，主要部分在於衝擊美國社會的價值體系與宗教信仰，縱使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對 DOMA做出違憲的判決，在主要判決書中所說明的意見也

僅僅是婚姻的對象不再限於「一男一女」。大法官只對於「同性婚姻」在

態度上傾向支持合法化，卻未明確指出同性婚姻合法是否入憲，聯邦層級

對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仍存在可議空間。 

聯邦最高法院將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爭議交回各州，這樣的判決不免

遭到質疑與 Winsor案未判決之前的狀況相同，不是嗎？事實上，Wind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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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聯邦最高法院有了突破以往的判決，除了婚姻對象不再限於「一男一

女」之外，聯邦層級的權利與福利保障，將逐步將適用對象範圍擴及州層

級合法的同性配偶。 

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有利於州層級合法的同性配偶，州層級的

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可獲得州所授予的婚姻權利與義務；然而，卻得面臨

更實際的問題，則是州所賦予全部的婚姻權利，未必適用其他州的婚姻權

利保障，特別是美國仍有多數州反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的情況下，自由

遷徙將限制同性伴侶婚姻權的保障。但，在聯邦層級尚未賦予同性伴侶合

法婚姻權利之前，州層級的同性婚姻模式，確實提供同性伴侶不論在形式

上或者實質利益上可行的制度。 

一、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兼顧形式與實質的保障模式 

美國法律二元特性之下，「婚姻」的締結屬於州所可以自主的權限項

目之一。這使得各州在賦予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之際，於法有據；目前，美

國各州實行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包括麻州、紐約州等共計 17州。就以美國

第一通過合法同性婚姻的麻州而言，其過程並非完全沒有阻力，在模式建

構的軌跡歷程上，麻州所遭遇到的則是可預見的來自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制

度者的抗爭。 

(一)Post-Windsor的州層級同性婚姻 

 

No State shall . . .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Section 1 

 

州層級所賦予同性婚姻合法，在聯邦最高法院對 Windsor案作出裁決

後，逐步享有聯邦社會福利等原本僅屬於異性配偶的合法權利，判決公布

後，原本沒有提供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各州，將面對一連串爭取同性

婚姻合法的立法或司法行為。例如：夏威夷州，即在 Windsor判決後通過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提供同性伴侶「合法」的婚姻權。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Windsor的判決也指出禁止性傾向的歧視，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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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美國憲法體系中對於平等保障與禁止歧視性立法價值的重視。而，聯邦

最高法院在 Windsor的判決中，盡可能迴避觸碰到「同性婚姻」權利是否

納入聯邦憲法保障的核心問題，但形式上仍對婚姻適用對象僅限「一男一

女」判決違憲(Archibald, 2014 : 2-4)。在 201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尚未做

出判決之前，麻州最高法院顯然已經面對同樣的訴訟主張，往後各州最高

法院可能無法避免要處理同性婚姻權利的訴訟。 

此外，州層級的同性婚姻確保同性伴侶之間相互的身分，以及州層級

所提供的權利，卻不符合聯邦層級權利保障的對象範圍，因為聯邦層級與

婚姻相關的權益僅提供「異性」配偶。Windsor所提出的訴訟凸顯同性配

偶在婚姻制度下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原因在「性傾向」不同於主流社會

共通認知的價值。然而，性傾向的不同是否意味侵害到國家利益？或者傷

害到其他人的權益，這樣的立法有無違反平等保障中的審查基準。而「合

理審查基準」符合判斷「性傾向」分類的標準嗎？ 

在美國各州的最高法院在做判決時，態度上會比較傾向賦予同性伴侶

平等的權利，但是礙於同性婚姻權利涉及的是政治進程的爭議，法院在判

決時將會特別考量是否會引發政治爭議(Schacter, 2011 : 1366-67)。法院作

出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判決，源自法院肯認同性戀者擁有公民權利，受到

憲法的保障，這是不可改變性的權利保障，政府不能剝奪任何人的公民權

利。縱使同性戀者屬於公民權利保障範圍的對象，但事涉「婚姻權利」就

不會只有司法部門的職權，同時也關乎政治部門的職權。因而，礙於政府

部門之間不相互逾越權力之故，法院在行使職權之際，會迴避具政治爭議

性的問題。 

未來，聯邦最高法院與各州法院在 Windsor判決後，仍會產生像密西

根州宣告州憲法中的同性婚姻禁令違憲，州的檢察長卻向聯邦巡迴法院提

出暫停實施同性婚姻合法，使同性婚姻權利成為更具爭議性的議題。全美

現今僅有 17州實行同性婚姻合法，其他各州部分是提供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模式保障同性伴侶權利，抑或者多數州是禁止同

性婚姻或其他合法形式的同性關係，故，同性婚姻權利在各州仍舊存在爭

議。 

由此可知，聯邦最高法院在 Windsor的判決上，仍考量到人民的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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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取向，即是多數美國人民支持同意同性婚姻合法，卻不希望法院強制

執行同性婚姻，更深層的意涵在於聯邦將同性婚姻入憲尚未明朗化。這也

將影響麻州等同性婚姻合法各州同性配偶在聯邦層級婚姻上實質的權

利。 

(二)制度保障完整的實質利益 

著眼確保個人自由與社會和諧運作原則下，以Mill提出的「自由原則」

(the principle of liberty)或者「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即，假如社會要

在違反個人意志下干涉個人自由，不管透過法律、輿論或道德方式干涉個

人自由，那必定是在個人自由對他人造成傷害的情況。然而，同性伴侶主

張有權進入婚姻，與異性伴侶一樣在婚姻制度中，並不會傷害其他人，或

對社會造成傷害，反觀，立法制定非婚姻，則成為制度傷害個人自由。個

人對自己的身體與心靈享有完全的自主權，在僅涉及個人的領域中，國家

公權力不可以侵害個人自主權。 

因此，各州實行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等其他類型的制度

保障同性伴侶共同居住的合法關係有其權宜性的功能存在，但不免面臨制

度上遭到「分離但平等」的質疑。同性伴侶擁有合法的婚姻權，其訴求非

僅止於獲得應有合法實質權利的保障，進一步希望透過制度的認可，保障

同性配偶與異性配偶平等的地位，無論是法律制度或者社會地位，這是同

性戀者個人自由的追求與受到尊重，獲得完整人格權的一部分。另外，一

種關係的締結，也要考量到解除關係的法律規定，保障雙方的權利與義務。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提供同性配偶所有與異性配偶相同的制度，藉由制度

認同同性戀者的平等地位，以及保障權利的完整性。 

總結上述，州層級的同性婚姻「應然面」是保障同性伴侶形式與實質

的平等，象徵同性伴侶完全與異性配偶一樣，可以自由遷徙各地，獲得各

州同等的婚姻權利保障，以及聯邦層級的所有與婚姻相關的權利。「實然

面」則是存在著制度面上的缺失。 

二、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看不見的制度缺陷 

如何定義婚姻，在美國是屬於州的主權範圍，部分州決定提供同性伴

侶合法的婚姻權，不論在實質權利保障方面或者是形式上以促進同性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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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異性伴侶在法律制度上身分的平等。就麻塞諸塞州而言，該州州民在麻

州可以享有等同合法異性配偶的婚姻權利與義務外，如果要解除雙方的婚

姻關係，也可依循州憲法的規定進行解除關係的法定程序。這些看似平等

的法律制度下，卻存在一個看不見的制度缺陷。即是，成為合法的同性配

偶，一旦因故想要解除雙方婚姻關係，在麻州當然不會有兩人身分不合法

的疑慮；然，在其他州例如：北卡羅萊納州(該州通過州憲法修正案禁止一

切有關同性的合法關係形式)，那麼兩人的關係將被全面否定，兩人不存在

任何合法共同居住關係，如此，在麻州的同性配偶遷徙到北卡將被剝奪合

法權利。2013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 DOMA在婚姻「一男一女」的定義違

憲後，造成後續效應是促使美國各州通過州層級同性婚姻的可能性，卻也

可能引起反面效應，加速反對同性婚姻的州進一步修憲通過禁止同性婚姻

合法的禁令。存在的現實狀況則是夏威夷州、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裁定通

過同性婚姻合法，然而，不禁要問，當，州層級的同性婚姻制度實行後，

已經保障同性配偶完整的權利嗎？事實上，並非如此，州層級的同性婚姻

依然有其制度上的缺陷。 

(一)身分制度上的缺陷 

美國運行的聯邦制度中，若未明訂屬於聯邦權限就屬於州政府，而婚

姻的則屬於各州自主權限。因此，在麻州實行同性婚姻合法後，其法律效

力並未及於其他各州，在麻州的同性伴侶面臨在他州無法獲得合法婚姻權

利的保障。 

在一個高度流動的社會中，各州對同性婚姻的禁令，使得自由進入婚

姻容易，卻造成解除雙方婚姻關係上的不自由。締結婚姻與解除婚姻不同

之處在於，當提出離婚要求之際，該司法管轄區會要求當事人住所，一但

該州未承認同性配偶身分的合法性(Thomas, 2014 : 219-20)，家事法庭則無

法接受解除婚姻關係的訴訟申請。美國各州對於解除婚姻關係的適用法規，

並非適用各州，無論聯邦最高法院是否宣告 DOMA違憲與否，部分州仍

實行 mini-DOMA的情況下(Bowen, 2013 : 27)，州層級的同性婚姻中的「同

性配偶」其身分制度無法通行美國各州。 

但是，當 DOMA被裁決是一項違憲的法案後，同性伴侶固然可以獲

得聯邦的福利保障，往實質平等邁進，卻也有顯著弱點(Widiss,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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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5)，即州的同性婚姻禁令沒有因為 DOMA的違憲而解除；過去，同性

伴侶因為各州制度的不一致導致身分認定的不同，產生權利保障上的落差

現象。尤其以離婚將會衍伸出更複雜的法律問題，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原本

的離婚規定已經各有不同，同性婚姻的認定與否加劇離婚的困難度，主要

在於鼓勵未婚的同性伴侶在承認同性婚姻的司法管轄區締結婚姻關係。州

對同性婚姻禁令還存在的狀況下，不應該僅因為提供聯邦層級的福利而冒

險遷徙到承認同性婚姻權利的司法管轄區，締結婚姻。 

聯邦立法、司法判決對各州存有影響力，特別是對州的文化價值、公

共政策的制定，綜觀 DOMA由制定到被裁決違憲，影響各州同性婚姻權

利的立場與傾向。然，部分州意識到 DOMA的制定對於州憲法中平等保

障原則是衝突的，認為 DOMA不該剝奪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自由權，更

不能干涉個人自主權的實踐，這是人性尊嚴的開展。事實上，當麻州通過

同性婚姻合法後，其後續效應是影響其他州加速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

性。麻州的同性婚姻象徵著制度為同性伴侶帶來法律地位上與異性配偶平

等的地位，是憲法平等原則的體現，同性伴侶在社會地位上不再次於異性

伴侶，這是平等最基礎的部分，不再被制度視為二等公民。 

(二)各州與聯邦未來在同性婚姻上的挑戰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Windsor案後，聯邦開始提供同性伴侶享有聯邦

層級的社會福利，例如：承認州層級合法的同性婚姻關係，且將福利擴及

圖性配偶，其中包括發放社會保障，養老金，稅收和移民利益，民事，軍

事和退伍軍人福利和就業保障。 

1.多數州仍有同性婚姻的禁令 

這些是可以看到保障同性配偶聯邦層級的實質權利，表面上看起來

DOMA被宣告違憲後，聯邦結束對同性婚姻的歧視；實際上，卻又開啟另

一種新的聯邦婚姻制度的差異。聯邦將同性伴侶分類為三種形式，分別為：

第一種，已婚的同性配偶，且居住在承認同性婚姻的州，這類型的同性配

偶完全符合聯邦層級所授予福利的適用對象；第二種，已婚的同性配偶，

居住在不承認婚姻，這類型的同性配偶僅獲得部分聯邦層級的權利；第三

種，則是無法進入州層級婚姻制度的同性伴侶，此類型的同性伴侶則完全

不符合權利適用對象(Widiss, 2014 : 43)。這樣的分類導致同性伴侶仍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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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邦婚姻權利的歧視，造成歧視的原因來自聯邦最高法院對 DOMA的

判決，以及仍有 30餘州對同性婚姻的禁令。 

美國現今的狀況，仍有阿拉斯加等州存在同性婚姻禁令，Windsor案是

促成各州對同性婚姻禁令重新思考的契機，檢視不同司法管轄區對同性婚

姻的認定，其所造成剝奪同性伴侶的合法權利的狀況，是否持續發生或者

修改同性婚姻禁令。同性伴侶是不是可以獲得聯邦層級的權利與義務，取

決其所居住地方，這樣的分類同樣造成新形式的歧視。要解決各司法管轄

區對同性婚姻立法向度的不同，在聯邦最高法院迴避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的

裁決後，原有對同性婚姻的禁令依然有法律效力。麻州的同性配偶同樣不

能享有阿拉斯加州婚姻權利與義務，同樣也只能獲得部分聯邦福利，凸顯

出同性伴侶與過去相同的狀態。並不是指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訴求只在於

獲得權利的部分，而是聯邦婚姻法如何公平分配國家資源、福利給不同結

構的家庭。傳統婚姻形式是不是唯一可以獲得聯邦層級權利保障的途徑，

既然 DOMA確定宣告違憲，合法同性「配偶」已符合聯邦社會、醫療福

利適用範圍的情況下，各州的同性婚姻禁令，造成獲得聯邦權利保障的差

異。  

Windsor判決後，對於同性婚姻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面向，其分別為聯

邦與各州。首先，就聯邦部分而言，DOMA對已婚的同性伴侶來說依舊存

有一定程度的傷害。已婚的同姓夫婦被剝奪聯邦層級的婚姻權利，只要聯

邦持續使用傳統的婚姻分類，這樣的情況將持續發生。其次，其他各州不

論是實行Domestic Partnership或者Civil Union等其他形式的合法同性關係，

抑或是州的同性婚姻禁令持續產生效力，皆為同性伴侶權利不平等的肇因。

然，同性伴侶追求合法的平等權利是不容忽略的事實，向聯邦最高法院提

出訴訟，恐成為各州同性伴侶主張婚姻平等的常用的策略。聯邦最高法院

對同性婚姻權利入憲採取消極的態度，卻不能保證態度與立場不會轉變，

同性配偶與婚姻相關的合法權利非處於穩定保障狀態下。 

法律是不斷變化的，當居住的司法管轄區承認同性伴侶的婚姻或其他

正式關係後，恐怕會與出生地在同性關係上出現認同不一致，進一步產生

「身分」的衝突。部分司法管轄區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立法允許法院在

某種程度上對非本地居民解除同性關係的判決，例如：加州、科羅拉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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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州、佛蒙特州等。婚姻，是否真的符合每一對同性伴侶或者異性伴

侶，是 Windsor一案裁決後可以思考的面向，聯邦政府是否可以創造新的

模式提供同性伴侶完整的權利與義務。 

2.性傾向歧視審查基準的分類 

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述，主要出自於道德與宗教的論述，而道德與宗教

的概念是模糊不定的，雖憲法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卻不能以宗教信仰為

由侵害同性伴侶的權利，這是基於憲法平等保障原則的基礎。無論在聯邦

層級或者州層級在裁決同性伴侶婚姻權利上不免提出性傾向審查基準的

問題，究竟性傾向歧視的審查基準分類是屬於合理審查基準，不同的審查

基準造成不同的判決結果，甚至影響權利的穩定性。 

在 Loving v. Virginia的判決，Justice Warren提到「婚姻是公民基本權

利，拒絕這些基本自由則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4條的平等保障原則與正

當程序。憲法增修條文第 14條中保障人民選擇婚姻的自由，且對象不論

種族，國家無權干涉。認為應該將審查基準提高至嚴格審查基準，因為這

是一種令人感到反感的歧視。排除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是因為性傾向的

不同，應該可以推論這是一種令人反感的性傾向歧視，國家不應剝奪同性

伴侶的基本權利。事實上，部分法院以及法官都認為同性婚姻不符合性別

歧視的分類，故，主張應提高審查基準，有利於判定同性婚姻禁令違憲，

甚至提高同性婚姻權利入憲的可能性。然，提高審查基準必須符合分類標

準，這事涉性傾向歧視的適用標準。 

性傾向歧視被要求列在基本審查範圍是康乃狄克州1以及華盛頓州2的

州最高法院在裁決有關同性關係的訴訟案中，所做出不同於以往的判決所

形成。主張州法律在婚姻權利上違反平等保障原則，在訴訟主張中提出平

等保障原則為論述基礎，其主要爭點在審查基準的部分，究竟是否將性傾

向列入禁止歧視審查範圍中？又，審查基準的分類應為何種標準？雖然部

分法院及法官個人認為同性婚姻的禁令是一種性別歧視，而部分法院及法

官個人則認為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權不屬於性別歧視保障範圍

(Archibald, 2013 :10) 。也有認為平等保障條款不能適用每一個與同性關係

                                                   
1
 289 Conn.135, 957 A. 2d 407. 

2
 158 Wash. 2d 1,138 P3d.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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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個案 (Archibald, 2013 :10)，其審查基準的分類應歸屬於哪一類別，

有不同的看法。當美國各州法院以合理審查基準為分類標準，同性婚姻禁

令被裁決違憲的可能性較小，一旦主張提高到中度或者嚴格審查基準，則

發現同性婚姻不符這兩種的分類標準。由聯邦最高法院對 Windsor以及

Proposition8的判決中，歸納出最高法院的傾向與立場，未來對於州的同性

婚姻禁令應會朝違憲的判決方向，卻刻意迴避究竟同性婚姻是否會屬於聯

邦層級憲法的保障範圍。 

有許多法院判決同性婚姻排除在憲法平等保障原則適用範圍，其所援

引的則是合理基礎審查，所持理由為性傾向的分類標準就目前的合理審查

基準即可，甚至認為連目前所適用的審查基準都不符合 (Archibald, 

2013 :12)；因此，沒有提高審查基準的必要性。Koppelman(2010)、Law(2011)、

Eskridge(2010)指出應提高對同性婚姻的審查基準，然而，其所持的主張是

同性戀者與婚姻中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相同受到歧視，將同性戀者與女性

權利的不平等，同樣以性別(gender)為論述基礎。這樣的理論遭到質疑之處

為同性戀者與女性的從屬地位兩者的因果關係，也因此在司法實務上，性

歧視無法成為提高審查基準的理由。若要主張提高審查基準，Turne(2007)、

Bonauto(2007)、Schmeiser(2009)、NeJaime(2012)則主張以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的歧視為理由，然而，在實際判決上，卻未將性傾向列為禁止

歧視的主要範圍。 

法院關注到運用合理審查基準是一種慣例性的分類基準。使用合理審

查符合實際所需，顧及手段與目的具有合理的關聯，法院通常會將同性婚

姻排除在憲法保障範圍，且不違憲。法院認為州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

度，考量的重點在於生育與養育，且符合州的利益情況下，裁決合憲。這

種判決的推論，只要系爭立法行為是合理，並未有任何不當的分類或歧視

情況下，所做出的裁決。事實上，現代科學並沒有具體證據證明同性家庭

中教養的孩童未來成就與發展劣於由異性夫婦教養的子女。 

主張聯邦最高法院未來審查各州有關同性婚姻禁令是否違憲的判決

上，應該提高審查基準到中度審查或者嚴格審查。提高審查基準固然對同

性婚姻禁令判決違憲的可能性較大，提升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可能性，卻

不免也要思考，是不是提高審查基準後，也可以從分類標準中，找出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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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禁令違憲的論述。聯邦最高法院在 Windsor的判決中主張要提高

性傾向的分類至嚴格審查基準無前例可循之下，依舊引用合理審查基準

(McClain, 2013 : 419-20)。提高審查基準到中度審查或者嚴格審查，就同性

婚姻禁令而言，必須證明政府有歧視性的立法分類，以及實行過程中是否

有違反歧視法的事證，必須是非常據說服力的理由。以目前的案例，聯邦

最高法院裁決的過程中，不提高審查基準考量因素，可能在於：首先，法

院對婚姻權的認定是屬於憲法所承認的基礎權利，但從歷史、文化考量，

僅保障異性伴侶的婚姻關係；換句話說，同性伴侶無法主張受憲法保障婚

姻權，不構成基礎權利，排除適用較高的審查基準。其次，禁止同性伴侶

進入婚姻，是否符合目的與手段的關聯性，並未說明，無法舉出具有說服

力的事證。另外，針對是否違反歧視法的規定中，值得爭議的部分在於對

於禁止同性伴侶的婚姻權，是禁止男性、女性與同性結婚，並未違反性別

歧視。真正違反歧視的部分是性傾向的歧視，然而，對於性傾向歧視的認

定在大多數法律環境下，傾向是一種無效的基礎(Conkle ,2014 : 36-37)，政

府的態度是偏向消極對待。故，截至目前為止，最高法院在裁決有關同性

婚姻的案例，所引用的仍以合理審查基準為主。未來，在美國社會大眾對

同性婚姻逐漸採取寬容的態度，而大眾態度的改變將削弱同性婚姻在法律、

政治上不利的論述。 

總體而言，美國州層級在同性關係的保障，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在 2013

年的 Windsor案以及 Proposition8的判決，使同性伴侶的法律地位逐漸趨向

與異性配偶平等的狀況。不論是州層級的同性婚姻或者是非婚姻的保障關

係，在美國社會大眾對同性婚姻採取更寬容的態度與立場之下，聯邦最高

法院對於州的同性婚姻禁令的判決有可能循著 Windsor案的判決主軸，採

取消極的作為對同性婚姻禁令做出違憲的判決，然而，實質層面上，要將

同性婚姻具體入憲，或者明確指出同性婚姻合憲，則尚需長時間的努力。 

貳、台灣取徑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制度與實質並進 

台灣取徑美國州層級的同性婚權利保障，提供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平等

權利，和異性伴侶同樣享有婚姻權，以達到實現制度與實質權利並進的狀

態，是植基在非修憲而是將權利擴及同性伴侶的論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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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制度的解釋─消極的大法官解釋 

《憲法》無法納入所有權利，因而透過第 22條的概括條款，讓人權保

障可以隨時與時俱進，人權的增補則有賴大法官的解釋。我國憲法對婚姻

沒有明文規定，藉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看出婚姻制度的演變脈絡，且依我

國憲法第 22條，在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均受憲法所保障，

因此家庭權應受憲法所保障。 

由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台灣位處華人文化圈中，深受儒家思想的薰

陶，婚姻自然承襲儒家文化對建立婚姻的觀念。過去非一夫一妻的婚姻形

式，不符合現代法治觀念，經過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確認民法架構中

一夫一妻的合憲性(釋字 242)開始，此後，一系列的大法官釋字陸續說明我

國婚姻制度。 

【表 6-1】與婚姻有關的大法官釋字 

釋字文號 爭點 多數意見書 不同意見書 影響 
釋字 242 在國家遭逢重

大變故之際，致
使夫妻產生隔
離下之，其重婚
關係得撤銷？ 

民法親屬編
第 985條規
定：「：「有
配偶者，不得
重婚」，旨在
建立一夫一
妻之善良婚
姻制度。又於
第 992條規
定利害關係
人可以項法
院撤銷關
係。然因國家
遭遇重大變
故，在夫妻隔
離，相聚無
期，之情況下
所發生之重
婚事件，有不
得已之因素
存在，與一般
重婚事件究
有不同，若予
以撤銷婚姻
關係，其結果

1.申請釋憲
之合適性遭
到質疑3。 
2.最高法院
之裁判並為
違法之處，更
不能因長期
居住之事
實，使其身分
優於正式配
偶。 
3.解釋文及
理由書中並
未清楚說明
是「舊民法第
992條部分
違憲，本案引
用，而有不
當」。或者「民
法有關重婚
規定皆合
憲，但本件確
定判決適用
該法律係屬
違憲。」，在

由釋字 242
號衍伸出對
家庭權受憲
法保障，以及
一夫一妻婚
姻制度的確
立。 

                                                   
3
 陳瑞堂大法官釋字 242 號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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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致人民不
得享有正常
婚姻生活，嚴
重影響後婚
姻當事人及
其親屬之家
庭生活及人
倫關係，反足
以妨害社會
秩序，就此而
言，自與憲法
第二十二條
保障人民自
由及權利之
規定，有所牴
觸。 

此，產生效力
範圍的疑
義。 

釋字 362 民法重婚無效
之規定 

與憲法保障
人民結婚自
由權利之意
旨未盡相
符，應予以檢
討修正。在修
正前，民法第
988條第 2款
對於姻信賴
確定判決而
締結之婚姻
部分，應停止
適用。 

1.割裂一夫
一妻制：本件
解釋前後矛
盾。 
民法第 988
條第 2款重
婚無效規
定，「與憲法
尚無牴觸」，
而後謂上開
民法規定「應
予檢討修
正」，並「應
停止適用」，
揆諸法律解
釋之通例，前
屬合憲解
釋，後屬違憲
解釋。 
2.有違重婚
無效之立法
精神。 
3. 有失憲法
平等保護人
權原則4。 
 

除再度確立
婚姻為一夫
一妻制度
外。並未真正
解決重婚問
題。 

釋字 365 民法就親權行
使父權優先之
規定違憲？ 

與憲法第 7
條人民無分
男女在法律
上一律平

 親權的行駛
不再以復權
優先。促進兩
性平等。 

                                                   
4
 李鐘聲大法官釋字 362 號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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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憲法增
修條文第 9
條第 5項消
除性別歧視
之之意旨不
符，應予以檢
討修正。 

釋字 452 民法關於夫妻
住所以單方意
思決定之規定
違憲？ 

民法第 1002
條之規定，若
未能兼顧他
方選擇住所
及具體個案
之特殊情
況，與憲法上
平等及比例
原則尚有未
符。夫妻履行
同居義務之
處所並不以
住所為限。 

 人民有居住
之自由，乃指
人民有選擇
其住所之自
主權。 

釋字 552 釋 362號所稱
「類此之特殊
狀況」之意涵？ 

一夫一妻婚
姻制度係為
維護配偶間
之人格倫理
關係，實現男
女平等原
則，及維持社
會秩序，應受
憲法保障。首
開規定未兼
顧類此之特
殊情況，與憲
法保障人民
結婚自由權
利之意旨未
盡相符，應予
檢討修正。在
修正前，對於
符合前開解
釋意旨而締
結之後婚姻
效力仍予維
持，民法第
988條第 2款
之規定關此
部分應停止
適用。在本件
解釋公布之
日前，僅重婚

1.男女在婚
姻存續中及
其解消，俱有
平等權利；男
女雙方結
婚，祇能依男
女雙方自由
完全之承
諾；家庭為社
會之當然基
本團體單
位，應受社會
及國家之保
護。 
2. 雖多數意
見，已指示立
法機關應進
一步衡酌信
賴保護原
則、身分關係
本質、夫妻共
同生活之義
務及子女利
益等因素，儘
速檢討修
正，亦無不
同。 
3. 應自判決
確定後往後

1.一夫一妻
制為制度性
保障。 
2.大法官認
為婚姻與家
庭關係密
切，同時肯認
婚姻是建構
家庭的基
礎。 
3.立法者可
以透過立法
自由，設計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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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善意
且無過失，而
重婚人非同
屬善意且無
過失者，此種
重婚在本件
解釋後仍為
有效。如因而
致前後婚姻
關係同時存
在，則後婚之
重婚相對人
或前婚之重
婚者他方，依
民法第 1052
條第 1項第 1
款或第 2項
規定，自得向
法院請求離
婚，併此指
明。 

發生效力，亦
即一律無追
溯效力，以維
護既存之社
會秩序，用示
人格尊嚴之
尊重5。 

釋字 554 刑法第 239條
對通姦、相姦者
處以罪刑，是否
違憲？ 

1.通姦罪之
保護法益為
何？ 
2.人民之性
自主 
權是否受制
於婚姻與家
庭制度？3.
婚姻關 
係之維護與
善良風俗之
尺寸該如何
認定？刑罰
介入產生之
效果有幾？ 
4.對通姦罪
附加 
追訴條件，是
否符合立法
形成自由之
空間？其與
憲法第23條
比例原則之
規定有無抵
觸？ 

 1. 再次確認
於提升婚姻
於憲法中的
地位，強調婚
姻制度受到
憲法之制度
性保障。 
 
2.婚姻是只
要身為人就
不應被剝奪
的人格自
由，且國家應
立法給予平
等的保障。 

                                                   
5
 曾松華大法官釋字 552 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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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 647 遺贈法第 20條
限配偶間贈與
免稅違平等原
則？ 

1.大法官首
先肯定其規
範目的之正
當性 
2.大法官也
為杜絕未婚
同居者可能
發生之類似
爭議，先就排
除未婚同居
者適用贈與
免稅規定之
正當性提出
質疑。 
系爭案件所
適用之遺產
及贈與稅法
第20條第1項 
第6款，以合
法婚姻作為
區別免徵贈
與稅與否之
分類標準，乃
為維護一夫
一妻之婚姻
制度所設，其
規範目的正
當，手段與目
的間亦有合
理關聯，因此
通過比例原 
則之檢驗，就
人民財產權
之限制與納
稅義務之課
徵均不違反
憲法上的平
等原則。 

 1. 從解釋文
就揭示的「異
性伴侶」，到
理由 
書中述明的
「無配偶之
人相互間主
觀上具有如
婚姻之共同
生活意思，客
觀上亦有共
同生活事實
之異性伴
侶」，卻清清
楚楚地否認
了「同性伴
侶」的婚姻自
由。 

釋字 696 1.所得稅法規
定夫妻非薪資
所得合併計算
申報稅額，違
憲？ 
2. 財政部 76 

1.平等原
則、平等保
障。 
2. 按合併申
報之程序，係
為增進公共

1.司法審查
仍應尊重立
法者的制度
選擇6。 
2.個人所得
稅有多種課

一夫一妻的
婚姻制度，為
制度性保
障。 

                                                   
6
 陳新民大法官釋字 696 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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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函關於分居
夫妻依個人所
得總額占夫妻
所得總額之比
率計算其分擔
應納稅額，違
憲？ 

利益之必
要，與憲法尚
無牴觸，惟如
納稅義務人
與有所得之
配偶及其他
受扶養親屬
合併計算課
稅時，較之單
獨計算稅
額，增加其稅
負者，即與租
稅公平原則
不符。 
3. 按婚姻與
家庭植基於
人格自由，為
社會形成與
發展之基
礎，受憲法制
度性保障如
因婚姻關係
之有無而為
稅捐負擔之
差別待遇，致
加重夫妻之
經濟負擔，則
形同對婚姻
之懲罰，而有
違憲法保障
婚姻與家庭
制度之本
旨。 

徵方式利弊
互見7。 

釋字 712 已有子女或養
子女之臺灣地
區人民欲收養
其配偶之大陸
地區子女，法院
應不予認可之
規定，違憲？ 

1.基於人性
尊嚴之理
念，個人主體
性及人格之
自由發展，應
受憲法保
障。 
2.婚姻與家
庭為社會形
成與發展之
基礎，受憲法
制度性保
障。 

1.多數意見
限縮系爭規
定解釋範圍
之理由隻字
未提，與本院
職司憲法解
釋制度不
符，不具正當
性。 
2.兩岸關係
條例相關規
定合憲性之
第三件解

1.收養大陸
地區子女合
法。 
2.婚姻與家
庭為社會形
成與發展之
基礎，受憲法
制度性保
障。 
3.在不同意
見書中，指出
家庭的成員
未必包含子

                                                   
7
 蘇永欽大法官釋字 696 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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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減少干
預人民收養
子女之自
由，相關機關
對臺灣地區
人民收養大
陸地區人民
之其他相關
規定，仍應考
量兩岸政
治、經濟及社
會因素之變
遷，適時檢討
修正，併此指
明 

釋，亦為第三
種審查標
準：寬鬆與嚴
格審查基準
間的擺盪8。 
3.家未必包
括子女；配偶
的結合未必
負有具有繁
衍、教育、經
濟、文化等功
能：家庭成員
雖常包括子
女，然子女並
非組成家庭
之必要成員
9。 

女。同時引用
歐洲人權公
約第 8、12
調說明家庭
權。 

資料來源：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asp 

表格：作者自繪 

 

透過【表 6-1】看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對於婚姻及家庭的解釋。主要可

以歸納為：首先，憲法本文未明確規範婚姻與家庭，陸續經由大法官解釋

將婚姻與家庭列為制度性規範；其次，由「一夫一妻」所建構的婚姻，是

為了消除婚姻中對性別的歧視，特別是對女性的不平等對待，促進兩性平

等，被認為是平等原則的延伸。對於婚姻中存有的父權優先以及從夫居所

等規定廢除，改寫法律上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提到建立「一夫一妻」

的規定，是合乎立法時的憲法精神與道德原則。最後，儘管由一系列大法

官釋字中婚姻依舊歸屬制度性保障範疇，然而，就個別大法官的意見中開

啟了與歐洲人權公約的對話，援引歐洲人權公約中對家庭成員的界定，未

來是否也有可能引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Windsor的判決論述，成為推動

同性婚姻合法的基礎論述，後續值得各界關注。 

權利化過程不斷在變動，其步調將隨人類為惡的能力而變化。以我國

婚姻權利為例，婚姻明顯是先國家制度而存在的生活經驗，與社會文化緊

密鑲嵌，展現當時的生活與價值觀。隨法治觀念的盛行後移風易俗作用下，

我國婚姻制度不再有以往的一夫一妻多妾，逐步朝向「一夫一妻」的民法

                                                   
8
 葉百修大法官釋字 712 不同意見書。 

9
 羅昌發大法官釋字 712 不同意見書。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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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且大法官反覆對婚姻「一男一女」做出制度性的肯認，駁回同性伴

侶主張進入婚姻的合法性。過去，女性在婚姻中的附屬地位隨人權與法治

觀念的普及化，民法中有關婚姻的部分，由過去以男性為主要的保障對象

逐漸趨向夫妻地位的平等，法律上廢除男性特權，符合我國憲法第 7條所

指出的「中華民國人民不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因性別而遭受歧

視待遇的權利」的原則。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男女平等的原則，實際立法或執法上卻依舊有過去

「男尊女卑」的思維，真正達成法律規範中的兩性平等，是經由社會各界

特別是女性本身的自覺保障自我權利的重要性後所努力而成的結果。不僅

要在法律條文中刪除形式上違反兩性平等的條文，例如：刪除民法第 1089

條，以父權為優先的規定；此外，更進一步是落實在實質的權利保障層面

上，例如：修訂夫妻財產權制度、特定的社會福利等。法律要求將行事平

等與實質平等不偏重任何一方的狀態下方可達到真正的平等；然而，民法

上的修改確實已完成形式上的兩性平等，卻在實質權利賦予上出現落差，

例如，優生保健法中人工流產同意權、婚生推定制度中非婚生子女的認定

仍以父親為優先。民法的修訂取決於社會大眾的共識，在性別平等與女性

意識抬頭的觀念下，且基於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則，主體應以子女的權益為

出發點，法規仍有其變動的可能性。 

我國民法未有明確禁止或限制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規定，卻礙於婚姻

為制度性的權利保障範疇，而無法允許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但這並不

意味憲法精神與道德原則不會更改，由釋字 712號不同意見書中，大法官

隱約對婚姻中有關夫妻的用語使用較中性的「配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在對 DOMA違法的判決以及歐洲人權法院對同性婚姻權利案件的裁決有

逐漸朝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的現象，這些是否也會開啟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

的對話，而引領大法官在未來對婚姻的解釋有鬆脫的傾向，亟待時間的觀

察。 

憲法精神與道德原則會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在全球化的環境中，

多元化與寬容成為社會價值的主流，是否意味婚姻制度也應隨時代的變遷

而更具多元與寬容的精神。建構權利體系或者道德法規，重要的是不能忽

略多樣性與共通性，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的共通性在於都有權獲得合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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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基於我國憲法第 2章平等權保障的宗旨。Sunstein(2005)指出法律發

展變化快速，婚姻是憲法基本權利保障範疇，隨時間推移，僅保障單一權

利無法符合現代需求。婚姻制度的建立除了歷史、文化的成因之外，更不

能忽略的是社會的變化，以我國社會的變化而言，家庭的組成內容日趨多

元化的現代，在尊重個人自由選擇權的基礎下，應予以保障同性伴侶的婚

姻權，同時也體現人性尊嚴的最高價值。 

二、不同但平等─尊重不同性傾向 

同性伴侶明顯的與異性伴侶的不同在於性傾向，是否可以因性傾向的

不同而排除其合法權利，又，是否違反我國憲法第 2章平等權保障的宗旨。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Lawrence案後，對於同性性行為已不再構成刑法

的犯罪，保障同性戀者選擇親密性行為對象的權利。在美國，超過 10年

的爭取同性戀者平權運動，逐漸獲得社會、公民、政治部門、司法部門的

支持，朝向不同但平等的目標邁進。首先，美國總統歐巴馬曾在演說時提

及同性婚姻應該合法時，說明 LGBT權利被忽略是公民權利的遺緒，不應

該繼續對 LGBT有立法上的歧視(Hunter, 2013 : 176)。事實上，平等立法要

真正落實在性傾向少數者，往往有困難性，例如：美國多數仍實施同性婚

姻的禁令，甚至禁止任何形式的合法關係。其次，Lawrence案，最高法院

的判決是基於正當程序條款下，保障選擇親密性行為對象的自由，而非援

引平等保障條款為裁決理由，且 Windsor案，最高法院也選擇迴避處理性

傾向歧視的審查基準問題。綜合上述，美國對於性傾向不同者的立法仍有

不平等之處，惟，美國社會多數民眾認為要對同性戀者平等立法。 

在我國，對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立法為：性平三法，即《性別工作平等

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首先，2003年，《性別平等教

育法》保障不同性傾向的師生能在校園中平等工作或受教，也規定教育機

構應實施反性別歧視教育。其次，2007年，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性別工

作平等法》，禁止雇主因性傾向的不同而拒絕僱用、採取差別待遇。最後，

2011年行政院版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通過，納入性別氣質和性別認

同。此外 2007年，立法院完成《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案三讀通過，同

志與同居者為該法適用對象。由上述可知，我國在立法上確實已關注到同

性戀者的需求，但透過這些立法內容可以看出，較著重形式宣示部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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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觸及實質權利的保障並未建立明確性的立法。 

特別是同性伴侶正式共同關係的立法。唯有建構承認同性伴侶共同關

係，進一步才能落實具體權利，事實上，學者陳昭如(2010)則提到我國許

多社會福利政策、與醫療相關、財產權、職場的保障等政策與立法，是以

合法異性婚姻的配偶為對象而設計。父權優先的婚姻法律其影響作用逐漸

遞減，邁入以兩性平等婚姻法律，卻依舊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適用

對象。我國憲法第 7條規定：「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

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第 5項「消除性別歧視」。在憲法中明確指出禁止性

別歧視，卻未將性傾向列為禁止歧視的法律中。在台灣，同性婚姻或者同

性伴侶正式的共同居住關係，是挑戰現有制度與主流社會價值體系。 

一個人如何選擇所要過的生活，僅受制最低的法律與公共秩序的要求，

同性戀者不同的性傾向，不論其原因，皆為個人自主權的展現。在台灣經

過 11年的同志大遊行後，對於同性戀認同已由過去的負面印象轉變成支

持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無異。然而，一但涉及同性婚姻的議題，則出現各

方面的反對，由【表 6-1】中看出我國司法部門目前主張維持傳統一男一

女的婚姻型態；其次，政治部門，以立法機構而言，立法委員連署的同性

婚姻法案，甚至未進入審查程序；再者，退而求其次的非婚姻形式的同性

伴侶合法關係，截至撰文尚未進入委員會中；最後，行政機關在法務部完

成「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已增列政府應尊重同性戀者權利，同性戀者

可依法組織家庭及收養子女，惟，草案公布即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故而

至今尚未推動政策。整體而言，在台灣對於同性戀者不同於主流性傾向者

有平等作為的是民眾的認同，已經排除以倫理的角度對待同性戀者。同時，

因為社會大眾認同的改變，同性戀者本身也較勇於現身爭取自身權益(彭堅

汶，2008：216)。另外，各國政府對同性戀者權利或者同性婚姻的立法保

障，也給台灣民眾及政府新的思考方向。對於同性戀者確實有不同的性傾

向，在不妨害他人或社會秩序，甚在不妨害他人或社會秩序，甚至公共利

益的情況下，應授予平等權利的保障。 

取徑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模式，對我國而言，並未像美國有法律二元

的特性，婚姻與家庭關係在我國非屬地方自治權限項目，故，可以引用的

是其透過立法途徑將憲法中的婚姻權擴展至同性伴侶，藉由保障尊重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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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不同性傾向者為立論，同時也是基於保障人性尊嚴的原則。此外，因婚

姻為制度性保障，故，本文建議同性伴侶的婚姻權可從《公民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中延伸保障概念。

Donnelly(2007)指出，延伸對同性戀者的保障可以運用涵括性的策略，將同

性戀者的權利保障納入國際人權法中，可以減少立法過程中無法達成共識

的部分。2009年我國立法院通過兩公約以國內特殊立法模式，通過兩公約

具有國內法效力的情況下10，雖目前我國民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並未賦予同

性伴侶享有與婚姻相關的權利，卻可運用兩公約的國內法效力提供同性伴

侶實質權利保障的補救途徑。 

此外，關於因性傾向的不同而被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是否違反我國

憲法第 2章平等權的保障宗旨。以美國聯邦最高法法院處理相關案件過程

中，並未將禁止性傾向歧視列為提高審查基準的理由，也未成為違反平等

保障的論述基礎。反觀我國，有關平等權的審查標準在實務上多在大法官

解釋文中運用。學者黃昭元(2008、2009)指出在司法審查上，特別是涉及

人權的案件，審查標準經常是法院適用作為審查依據的憲法權利到系爭審

查對象時，最後所必須面臨的規範問題。許宗力教授(2007)認為大法官解

釋可以運用比例原則來審查與平等相關的案件，但比例原則需要轉換，才

能適用。或者如同學者陳愛娥(2007)、李建良(2008)等分別援用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對平等相關案件的審查標準。林子儀大法官則在釋字 571協同意見

書中強調平等權之限制或侵害有憲法第 23條可適用，但其審查標準需要

類型化，對於人權保障的審查標準與密度要有明確分類。 

歧視的概念是多樣化的現象，例如種族、國籍、出生背景、性別、年

齡、性傾向等等，對其做出隔離、排除、仇視、敵意都構成歧視的行為。

在社會規範的變動下，排除理由的正當性與否，須根據社會規範判定，歧

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過去未曾考慮過的「性傾向」歧視，現代社會中卻

已經發生。一但同性伴侶因為個人性傾向受到法制或來自社會的歧視，而

提出訴求保障自身不受歧視，進而成為焦點而獲得社會公眾的支持，則形

                                                   
10

 我國於 1967 年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直到

2009 年 3 月 31 日，立法院正式決議通過兩公約同時訂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簡稱兩公約施行法)，而在 2012 年 12 月 18 日馬英九總統再次重申

兩公約規定在國內法上有「優先地位」。且依據兩公約施行法第 4 條揭示國家有不侵害人權、保

障人權不受私人侵害與積極促進實現人權的義務(高涌誠，2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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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改變社會規範的力量，不受時空影響的歧視並不存在，唯有透過立法禁

止歧視。 

至於我國，性傾向的歧視在我國法制領域中較少具體的論述或司法實

務上的判決，主要是我國法制的設計是以異性戀價值觀為主，同性傾向所

產生的歧視，從實例上是晶晶書庫遭受暴力攻擊，才真正重視「性傾向」

歧視的問題。若同性伴侶主張同性婚姻是基於平等原則的論述，無法避免

要針對「性傾向」的審查基準做一明確的界定，在提高審查基準與否的爭

辯中，也有可能造成負面效應，即產生禁止同性婚姻的理由。 

未來，若台灣在處理憲法上的爭議援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Windsor的

判決模式，要面對的爭議在大法官解釋中，是否可以清楚說明國會在《民

法》的一男一女構成憲法上的歧視。首先，確認立法分類是否存在；其次，

確定審查基準，性傾向的歧視立法適用合理審查基準、中度審查基準或者

是嚴格審查基準；最後，檢證立法分類是否符合審查基準，尤其是「性傾

向」歧視在我國法制範圍上並未有明確分類之際，司法實務上可以藉此建

立完整的判決架構，提供未來在有關「性傾向」案件的判決標準。 

本文主張針對有關「性傾向」的歧視審查標準可以提升至中度審查標

準。對於各種人權保障標準沒有絕對的標準下，各國憲法對於基本權利的

保障範疇並不相同，美國聯邦憲法在人權上沒有「限制條款」(limitation 

clause)，聯邦最高法院對人權的解釋則主張有「隱含之限制」(implied limits)。

至於我國針對人權保障限制則採取「通用11」(湯德宗，2009：3)，我國憲

法的 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

急危難，維持設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的原則下，不同於主流以異性戀者為主的「性傾向」並不符合上述

限制範圍中。 

美國各州乃至聯邦最高法院對性傾向是否適用中度審查基準各有不同

見解的情況下，卻開始質疑目前採用的合理審查基準是否適宜，而出現提

高到中度審查基準的論述。然而，性傾向，屬於自由權保障範圍，代表個

人選擇上擁有不同的選項，這些不同並不能成為政府在立法政策上做出差

                                                   
11

 在人權限制上採用通用的說法，主要是援引「通用型限制條款」(general limitations clause)，

指單一條文，規定各種人權一體適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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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因素。本文主張台灣未來在司法實務上，針對「性傾向」可以提高審

查基準，因為性傾向事關個人最親密的部份以及個人的選擇，性傾向作為

個人自身無法改變的選擇情況下，應予以平等保障其各項合法權利。其次，

台灣同性戀者長期以來在社會所遭受的污名化，與早期台灣女性地位不平

等相近，基於憲法基本權利保障少數群體的宗旨，應將審查基準提高，不

適合標準最寬鬆的合理審查基準。此外，對於傳統的只有異性的單一「性

傾向」，已不符合在代社會對於「性傾向」的解釋。經由國外學研究與評

估以及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觀點下，人類不僅只有單一的性傾向12，未來在

非傳統的性傾向下，為了預防產生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因此主張性傾向適

用中度審查基準。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正式引用「人性尊嚴」

一詞，是憲法秩序的基礎，也是基本權利的核心範圍，且逐漸落實於個案

中，可以得知保障人性尊嚴是憲法價值。同時，保障非傳統性傾向其目的

並不具備重要政府利益之際，故，性傾向適用中度審查基準。 

綜合上述觀點，認為審查基準與平等權的案件存在關聯性，然而，以

我國目前司法判決或理論上對於性傾向的審查標準並未建立完整的體系，

甚至未將性傾向列入禁止歧視的立法範圍分類中。本文建議可引用學者廖

元豪(2009)所主張的平等公民權，是個別基本權的規定，同時配合憲法第 2

條國民主權的概念，不得在國民中劃分任何階級，影響實質權利的行使，

政治部門更不得產生立法及政策上的歧視，提供未來解決我國同性婚姻法

制爭議的途徑。 

第二節 援引美國州層級非同性婚姻模式之分析 

美國州層級透過立法或司法途徑，提供非婚姻制度使同性伴侶有近似

合法異性配偶的婚姻權利與義務，與法律上正式共同居住關係保障。理論

上，所提供的實質權利視同進入婚姻模式的保障中，能夠獲得絕大多數婚

姻中的權利，項目範圍視各州立法相關規定，各有程度不等的差異，確實

解決同性伴侶在合法權利保障上的困難之處。實際上，州層級的非婚姻模

                                                   
12性傾向被歸為三類：異性戀（對異性產生浪漫情感與性的吸引）、同性戀（對同性產生浪漫情

感與性的吸引）、雙性戀（對兩性均能產生浪漫情感與性的吸引），此外，亦有無性戀（對兩性均

無浪漫情感或性的吸引）的概念。See John C. Gonsiorek & James D. Weinrich, The Definition and 

Scope of Sexual Orientation, in Homosexuality: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V.A.: Sage 

Publications, at 3-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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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聯邦最高法院對Windsor一案的判決後，更凸顯出該制度的過渡特質。

在Windsor未判決之前，非婚姻模式的Domestic Partnership或者Civil Union

等，已經產生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中制度認同混淆的情形；然而，在 Windsor

一案後，卻因為存在非婚姻配偶的關係，使其無法獲得聯邦層級的相關福

利。 

壹、美國州層級非同性婚姻模式的特徵：實質權利的保障 

201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了兩件與同性婚姻權利相關的案件。其

中加州的 Proposition 8是否違憲，透過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事實上是將

爭議退回加州政府，但判決中指出維持法院前一審的判決，意即加州同性

婚姻權利是合法的。因此，加州同性婚姻權利爭議依然存在，在於加州最

高法院對同性婚姻的態度與傾向，相對而言比較傾向開放引進同性伴侶符

合婚姻適用對象。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在加州將會形成政治部門與司法

部門權限的論辯，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否在加州仍舊極具政治爭議。 

一、過渡性質模式的建立 

美國州層級非婚姻模式非只有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兩種

制度，但提供同性伴侶合法關係的州多數選擇這兩種形式。州層級非婚姻

制度的建立是一種有別於「婚姻」稱謂的保障制度，提供實質權利的保障，

卻必須面臨著沒有「婚姻」的稱謂，以及能否在其他州獲得相同權利保障

的疑慮。 

1996年，國會通過 DOMA後，明確定義婚姻適用對象為「一男一女」，

各州同性婚姻運動出現停滯，也可以說出現反噬現象，多數州除了禁止同

性婚姻合法的禁令外，有些州通過修憲禁止同性婚姻合法，甚至禁止其形

式的同性關係合法。部分州，只能退而求次制定非婚姻形式的模式，例如：

Domestic Partnership或者 Civil Union等(Bowen, 2013 : 28)，透過非婚姻形

式提供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法制上的保障，與婚姻平行的制度，實質權

利也盡可能與婚姻中的異性配偶平等。 

DOMA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聯邦建立不承認婚姻的法案，且該法案

適用聯邦層級中與婚姻有關的法規，當然這個被視為違法的婚姻形式即是

同性婚姻。DOMA確實達成聯邦層級限制同性婚姻合法的效果，同性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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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獲得聯邦層級與婚姻有關的福利保障，僅因為性傾向的不同。要扭轉

社會大眾對於傳統婚姻制度中「一男一女」組合而成的「夫婦」，將對象

擴展至兩男、兩女之間，存在的是對社會價值體系的挑戰，尤其是婚姻制

度自古以來皆為異性之間的組合，這也是社會穩定的根基與家庭延續的重

要因素，亦符合國家利益。 

聯邦憲法與各州憲法同樣列出在平等保障原則下，政府不可以剝奪人

民的權利，州在立法現實無法挑戰「婚姻」制度的情況下，選擇引進過渡

性質的 Domestic Partnership 或者 Civil Union非婚姻的保障模式。 

聯邦最高法院在 2013年對 Proposition 8的裁決之後，將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與否退回前審法院所做的判決上，亦即加州同性婚姻仍有法律效力。

在此，卻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即是州的司法與立法之間的戰爭，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與否究竟屬於哪一個部門的職權範圍？以 Proposition 8的合憲性

在於是加州州民公民權利的展現，透過公投方式通過禁止同性婚姻權利合

法的 Proposition 8。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使加州同性婚姻權利更明顯的

成為政治議題，而州層級非婚姻制度的保障，既然是過渡性質的模式，那

麼必然要達到真正的婚姻平等，非只有實質權利保障平等，是否就要讓婚

姻制度擴展適用對象到同性伴侶。 

以伊利諾州的例子而言，州的立法機關鑒於 Civil Union雖保障同性伴

侶與婚姻相關的權利，制度上卻將同性伴侶塑造成二等公民，為避免制度

上的歧視，立法要由 Civil Union移動到婚姻，其結果並未盡如意。另外，

像加州的例子同樣也會出現在其他各州，透過公民投票或其他立法途徑，

修訂州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合法的禁令。有了加州作為範例，支持同性婚姻

者將進一步上訴聯邦最高法院訴求同性婚姻禁令違憲，這樣的案例將有增

加的趨勢(Archibald, 2013 : 37)。可預見的判決，最高法院會迴避主要的爭

議點，即在文字上未明確列出同性婚姻合法，但態度上卻予以肯定同性婚

姻禁令是違反平等保障原則。 

非婚姻的保障模式，對部分的同性伴侶而言，是一種制度上所造成的

不平等，卻不代表所有的同性伴侶或異性伴侶都希望進入婚姻制度。加州

的 Domestic Partnership其所適用的範圍則不限於同性伴侶，也提供異性伴

侶進入該制度，符合社會多元發展的型態。而，伊利諾州同樣提供異性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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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Civil Union為制度選項，根據民調，伊利諾州的異性伴侶選擇Civil Union

「虛擬婚姻」形式成為正式共同關係(Culhane, 2013 : 31)，其中包含兩個意

涵：一來是 Civil Union制度行之已久且制度同樣可以提供雙方穩定關係；

其次，是認為 Civil Union提供有別於婚姻的新選項，是避開婚姻固有的「一

男一女」的定義，較適合同性伴侶。然而，由第二個的意義中，其所象徵

的是否仍舊認為同性伴侶應被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 

整體來說，婚姻制度是一種象徵法律地位的平等，同性伴侶主張進入

婚姻非只在實質權利上的認同，更希望藉由制度上的認同，讓同性伴侶不

再面對社會上異樣的眼光以及二等公民的負面印象。就如同 Johnson(2006)

提到「在Civil Union制度中的伴侶，是希望獲得平等就如同婚姻中的配偶；

同時，同性戀群體期望這個創新的制度，可以保留屬於自己群體的獨特性，

不必借用異性婚姻，使同性戀群體有權利獲得屬於同性伴侶的制度使其更

加有活力，作為一個真正可以替代異性婚姻屬於同性伴侶的制度」，也能

代表部分主張同性伴侶無須進入傳統婚姻制度者的立場，州層級非婚姻的

型態，明顯的是過渡性的保障，卻可以保有同性伴侶的獨特性。 

二、美國州層級非婚姻制度─分離但平等 

2013年，聯邦最高法院在兩個有關同性婚姻案件的判決上，皆傾向開

放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DOMA的違憲，進入婚姻的對象不再如過去的

「一男一女」，這是否意味同性婚姻具體的合法化，甚至在聯邦憲法中獲

得肯認。事實上，判決公布後，其所呈現出的是具體文字上並未確切的說

明同性婚姻合法，未來，同性婚姻的爭議將持續在各州發酵。州層級的非

婚姻同性伴侶保障模式依舊提供有效的法律效力。Domestic Partnership、

Civil Union等形式都屬於「年輕」的制度，且不會因為 DOMA宣告違憲

而不存在，進而提供「婚姻」究竟是否具平等保障新的論辯思考(Culhane, 

2013 : 29)。實際上，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刻意迴避同性婚姻是否入憲或者

合法化的核心議題後，以加州為例，究竟 Porposition8判決違憲後，在進

入聯邦最高法院進行訴訟前，較低層級的法院已判決同性婚姻具有法律效

力，又在公民權利行使具正當性的情況下，同性婚姻仍在加州造成政治性

爭議，在懸而未決之下，Domestic Partnership暫時提供同性伴侶等同婚姻

的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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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固然是法律權利與義務的總和，同時也象徵的社會制度與價

值的認同，無論是程序上或者實質上，進入婚姻制度的合法配偶無須擔心

社會異樣眼光。這確實是非婚姻模式在形式程序上無法提供同性伴侶平等

的部分；然，州在無法尋求對「婚姻」定義的最大化共識前，非婚姻制度

的形式使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法制化，是藉由不同的途徑減少對「婚姻」

制度的衝擊。儘管，非婚姻模式意味加劇同性伴侶為二等公民的爭議，即

使已預知非婚姻形式的保障的確有限制，這是 Domestic Partnership或者

Civil Union等制度在建立初始已經確切得知在制度上的缺陷；然而，建構

非婚姻模式的保障，卻真實提供法律實質上的權利，這是基於立法現實的

考量所設計的制度。州層級的非婚姻形式的保障，即使出於「分離但平等」

的立法動機，提供解決同性伴侶主張合法婚姻權利的爭議；然，在社會制

度上，反而呈現出一種二等公民的印象，因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的不同，

必須特別立法創建新的制度提供異性「配偶」可以獲得的合法權利。 

法律地位平等，這對於同性伴侶而言是一種重大的象徵意義，由法律

制度上承認同性伴侶存在的事實，採取漸進式的承認，州層級的非婚姻制

度模式的發展軌跡，可能像麻州或者佛蒙特州進入州層級的同性婚姻，方

可符合同性伴侶所主張的婚姻法律地位平等，進而達成「不同但平等」的

結果。實際上，非婚姻制度模式是與婚姻完全不同的制度，其立法的動機

是提供同性伴侶保障，在完全無法爭取進入婚姻的情況下，所建構次於婚

姻的模式，Domestic Partnership或者 Civil Union不是達成平等的終點，而

是一個中繼站，作為一種替代性的制度，是基於維持傳統異性婚姻制度的

目的。Polikoff(2009)指出法律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顧及到人民的需求與

實際狀況，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則是反映出當時的現況，並

非對同性伴侶的不尊重。 

美國州層級的同性婚姻或者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都出現

了制度上的不平等。州層級立法所建立的非婚姻保障模式，有別於婚姻制

度的形式被質疑將同性伴侶視為二等公民外；另外，儘管 2013年聯邦最

高法院對 DOMA做出違憲的判決，主要對婚姻適用對象不再限「一男一

女」，對於州層級的同性婚姻而言依舊存在不平等，例如：麻州的同性配

偶可以獲得聯邦層級逐步擴展至同性配偶的婚姻相關權利，伊利諾州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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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伴侶則不屬於適用範圍，依然是制度上的不同而造成權利保障上的差

異。 

聯邦最高法院宣布符合進入婚姻的對象不再只有一男一女後，聯邦層

級的社會福利等將逐步擴及合法的同性配偶，並不意味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中的同性伴侶可以擁有相關權利，未來如何提供

在非婚姻制度中的同性伴侶獲得聯邦層級的社會福利，將是一種法律制度

上的新考驗與爭議。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下，沒有親密性關係的共同居住樣

貌漸漸成為家庭發展的形式，若僅聚焦「婚姻」制度延伸下的權利保障，

是否符合社會家庭多樣發展的現實狀況，這是更值得爭取婚姻平等者思考

的面向。 

貳、台灣取徑美國州層級非婚姻制度：減低衝擊婚姻制度 

有別於美國州層級提供同性伴侶婚姻的保障模式，部分州對同性婚姻

合法不論是政治部門或者司法部門尚未則成共識之前，選擇創建新的制度

提供同性伴侶權利保障。非婚姻模式是在不衝擊現有婚姻制度下，建構正

式法律制度且提供實質權利保障，不若台灣基本人權法草案，僅僅具宣示

的形式作用，真正進入實質程序審查，則無法通過與同性伴侶相關的權利

保障項目。 

一、台灣社會多元化發展 

在台灣，同性婚姻權利爭議對於政治部門、司法部門而言，曾經如同

禁忌一般避而不談，無論本身是否為同性戀者，都盡可能避免觸及與同性

戀相關的議題，更遑論權利保障。直到近年來，社會大眾扭轉對同性戀者

負面刻板印象後，才有走上街頭為同性戀者爭取權利保障的倡議運動。 

近年來，台灣社會變遷快速，受到西方民主、保障人權、多元發展等

價值觀念的影響，社會發展揉合東西文化的價值，不但經濟產業型態轉變，

生活型式也隨之有所變動，特別呈現在家庭與婚姻樣態。社會變遷過程中，

對於既定的性別角色也會產生影響，雖然仍存在複製過去的性別角色的可

能性，卻也會隨其他外在環境而創造新的性別角色，我國女性則逐漸開展

出新的性別態度，不再將家庭與婚姻視為人生唯一的目的與成就。此外，

個人主義盛行與家庭的成立產生矛盾，女性選擇權的提高，進入家庭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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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社會發展個人，選擇後者的比例有逐漸上升的趨勢，非僅僅發生在台

灣，而是全球各國普遍的現象。 

台灣近來的婚姻變遷情況，婚姻關係的重要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其

他形式的共同生活關係，同居不婚甚至後來所發展出的非親密關係同居型

態有增加的趨勢，其所衍生出的權利、義務關係卻缺乏法制層面的保障。

儘管台灣社會漸漸邁向多元化，依舊保有昔日華人傳統家庭觀念，社會上

質疑非傳統形式的家庭存在的必要性，特別是同性家庭。在台灣社會的觀

念中，即使由婚姻建構家庭的觀念逐漸式微，社會大眾認同憲法保障同性

戀者的權利，卻無法坦然贊成同性婚姻合法。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同性家

庭存在的事實，兩人之間共同生活會衍生出權利與義務關係，法制卻未提

供保障與認可，是否意味個人權利遭受侵害。 

選擇共同居住而非進入婚姻關係與個人主義價值有關，當代的婚姻異

質性增加，主要原因為自我世代(the me generation)偏好個人的發展與自由

特質，不再將婚姻當成自我終身責任(鍾宜吟、蔡明璋，2008：50)，不但

是西方社會的現況，也是台灣社會在歷經轉型期後所產生的現象。兩人選

擇共同居住而非進入婚姻，並非拋棄婚姻制度而是選擇不同形式的結合，

不再需要乘載華人世界中對家庭集體主義的期待，而是自我發展，提升對

自我成就。此外，在婚姻中最重要的因素婚姻穩定、婚姻的品質隨外在環

境因素而受到影響，使得進入婚姻不再具有吸引力，而增加同居傾向。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統計 

【圖 6-1】適婚而未婚人口 

【圖 6-1】所呈現的是 10年來台灣男、女在選擇進入婚姻的變化。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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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適婚年齡但未婚者性比例，其所呈現出男女未婚倍數達近 20年來的高

點。 

藉由美國社會學者 Glenn與Weaver(1979，1981，1988)提出婚姻的好

處，在婚姻狀態中的個人有較高的幸福感。既然結婚會使人感到幸福與滿

足，為什麼 80年代後美國年輕世代初婚年齡逐漸延遲，不婚單身人口趨

向增長。主要因素在進入婚姻後的幸福感與心理層面出現在遞減且稀釋，

年輕世代認為婚姻不再有重要性，而必須結婚。 

另外，個人主義抬頭，注重個人自由，婚姻反而成為一種限制自由的

枷鎖，可以選擇沒有「制度」限制的形式，同樣也可以擁有幸福感的同居，

甚至未婚生子，成為傳統婚姻制度外的選擇(楊文山，2008：178-79)。台

灣社會發展狀態近似向 Glenn與Weaver對婚姻的研究，特別是女性。婚

姻的益處，過去在女性就業率不高、受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無法獨立取

得經濟來源，婚姻成為尋求經濟支援的管道，也獲得安全性保障。 

上述這些必須進入婚姻的環境條件已經改變，導致台灣目前社會婚姻

趨勢，有愈來愈多的成年人不急著進入婚姻，尤其是高教育、高收入的女

性，選擇符合自己所期望的生活，非婚同居、單身等成為台灣社會的現況。

台灣經濟結構的轉變使生活型態、社會價值產生新的樣貌，呈現出台灣既

有家庭結構的豐富性，舉凡單親、隔代教養、新住民、同志或是同居家庭

等，是一種多元家庭的樣態。 

同居不婚的異性伴侶、有共同生活事實下的同性伴侶、志同道合的好

友相互扶持這些非傳統婚姻的關係，卻礙於台灣現行法律僅保障合法異性

配偶，彼此的關係卻成為法律體系的非法者，除了婚姻制度這唯一的選項

之外，不能有其他制度為上述的群體提供合法權利保障嗎？基於「多元」

組成形式，選擇參考美國的 Domestic Partnership模式。 

二、台灣婚姻制度的另一章─Domestic Partnership模式的建立 

台灣在同性婚姻權利的論辯上，經由不同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負面」

消息才逐步喚醒台灣社會對於存在我們身邊已久的「不同」於主流社會性

別取向群體的關注。台灣的同性戀者處在價值觀相對傳統的社會中，非指

同性戀者過去不存在，而是以往在生活中必須隱藏自己的性別傾向。台灣

對於同性戀平權的倡議，往往是同志經歷過傷痛才獲得更進一步的權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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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例如：晶晶書庫案、葉永鋕事件等等，是透過非人權保障的正面作為，

實現同性戀者平權的開始。 

在台灣主張同性婚姻合法，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有其窒礙難行之處；

婚姻儘管未在憲法中明確列出其相關規範，但透過一系列大法官解釋文號

由【表 6-1】，凸顯出婚姻歸屬制度性保障範圍。一旦涉及制度性保障的基

本權利，恐將走向修憲之路，在憲法保障體系上顯然有操作上的難度。那

麼，取法美國州層級非婚姻的保障形式，是以立法途徑建立一種新的制度，

不使用「婚姻」的稱謂，而是一種與之平行的新制度，以提供和異性配偶

平等的權利。解決我國法律制度忽略同性伴侶權益的爭議，本文建議採取

Domestic Partnership的模式，符合台灣社會多元化的發展現況。不僅使同

性伴侶獲得法制上合法身分的認同，同時也可以兼顧同性戀群體的特色。

更重要的是，解決衝擊現有婚姻制度的爭議，也達到保障同性伴侶的合法

權利。 

台灣參考美國州層級的同性伴侶保障制度，選擇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模式，主要著重在該制度的適用對象不限同性伴侶，除減少對台灣現行

婚姻制度的衝擊外，也符合多元社會發展的現況。過去，習以為常人生必

經階段的婚姻，到了 21世紀已出現轉變。婚姻不再成為所有人都嚮往的

人生經歷，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個人自我成就，而非由「婚姻」所帶來的滿

足。在以異性戀者為主流的社會中，加上華人重視傳統家庭延續的觀念，

法制上對同性婚姻的肯認無疑是衝擊現有社會主流價值與婚姻制度，因此，

援引美國州層級非婚姻制度的保障模式，是現階段法制上提供對同性伴侶

之間合法關係的認可。其次，考量台灣社會日趨多元化的發展形勢，家庭

的組成多樣化，不限異性或者同性伴侶，而有非親密伴侶的共同居住組合，

其所建構出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同樣缺乏法制的保障，可能衍生有關的權

利義務衝突。故，本文建議援引美國 Domestic Partnership的模式，除了提

供同性伴侶合法保障外，同時也針對非親密關係而建立共同居住者法制上

權利義務的保障。 

建構 Domestic Partnership的制度，不是由現有的憲法，或者民法親屬

篇中修改對婚姻定義或者配偶的稱謂，而是提出新的概念。以相互之間的

稱謂為例，不再侷限夫妻，配偶，建議使用「伴侶」，除了是中性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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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象適用上可以廣泛的運用在異性同居者、家人共居、非有親密性行

為的同居者。承認「伴侶」用語的合法性，授予與異性夫婦相等的權利，

例如：社會福利、醫療照護權等社會長照體系的保障，是因應台灣社會高

齡化與少子化的趨向。 

本文建議採用「伴侶」為法定的用語，是因為目前台灣的社會福利制

度來說，多以「家」作為計量單位，制度設計是以異性婚姻的合法配偶為

主，將其他形式的人排除在外，同性伴侶、非婚同居、單身等則不在社會

福利系統考量範圍。下表僅選擇台灣現行社會福利制度中以婚姻或家為給

付單位的條例作為同性伴侶等在台灣社會福利體系下所遭受的不平等待

遇。 

【表 6-2】以婚姻或家為計量單位的社會政策 

項目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社會給付 勞保喪葬

給付 
勞工保險
條例 

第 62條 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
女死亡時，規定請領喪葬津
貼。 

 退休金 勞工退休
條例 

第 27條
第 1項 

依規定請領退休金遺屬之
順位如下： 
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孫子女。 
5兄弟、姊妹。 

 遺族撫慰
金或撫卹
金 

公務人員
撫卹法 

第 8條第
1項第 1
款 

公務人員遺族領受撫恤金
之順序如下：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
媳。但配偶及寡媳以未再婚
者為限。 

 住宅補助 
 
 

國民住宅
條例 

第 37-2
條第 1項
第 1款 

辦理補助人民自購住宅
者，有左列情事之一，應終
止利息補貼…，返還國民住
宅主管機關： 
一、購置之住宅轉讓予配偶
以外之第三人者。 

 全民健康
保險之保
險對象 

全民健康
保險法 

第 7條 本保險之保險對象分為被
保險人及其眷屬。 

醫療地位 手術同意
書之簽具 

醫療法 第 63條
第 1、2
項 

醫療法第 63條第 1項規定
「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
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
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
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
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
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
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器官移植 人體器官
移植條例 

第 8條第
1、2項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
移植手術，應合於下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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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一、捐贈器官者須為成年
人，並應出具書面同意及其
最近親屬二人以上之書面
證明。 
二、摘取器官須注意捐贈者
之生命安全，並以移植於其
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為限。 

稅法 個人免稅
額、標準扣
除額、特別
扣除額 

所得稅法 第 17條
第 1項 

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
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
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
務人及其配偶年滿 70歲
者，免稅額增加 50%。但依
第 15條第 2項規定分開計
算稅額者，納稅義務人不得
再減除薪資所得分開計算
者之免稅額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Law.aspx 

表格：作者自繪 

 

【表 6-2】僅選取在社會福利、稅率、醫療相關政策制定上，說明台

灣對非異性配偶在法規制度上的不平等對待，其他各層面的立法仍有許多

類似情況。就與醫療有關的立法而言，在關係人的定義上，存有模糊釋義

的空間；就主管機關的解釋，是將同性伴侶涵蓋在所謂「關係人」的對象

範圍。實務上，在醫療現場的醫護人員，會採取以具有血緣者為優先的簽

署同意書的對象排序。其次，若病患原生家庭有不同意見，加上同性伴侶

欠缺法律明確的身分地位，醫療院所擔心產生爭議，會尊重原生家庭的決

定，理論無法落實在實際運作上，仍無法實現同性伴侶基本的需求。 

由以上論述可以看見目前台灣法制面對於保障同性伴侶部分權益儘

管有法規上的規範，在執行面上，卻礙於種種因素而無法有實際運作；因

此，在許多權益無法真正落實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在法制層面上另訂專法，

提供同性伴侶適當的合法關係且同時具有權利與義務。故，本文建議借鏡

美國州層級的 Domestic Partnership制度，讓同性伴侶進入該模式中獲得合

法的關係之外，也可以賦予部分實質的權利，並且提供非具親密關係者法

制上的保障。 

Domestic Partnership模式畢竟屬於過渡性質的制度，在美國對於非婚

姻模式的質疑是既然已認同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平等，是否應獲得合法的

權利，那麼無須專為同性伴侶建立新制度，而是肯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La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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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等同制度製造二等公民的印象。在台灣，對創建新的制度有相同的質

疑，考量現實情況、法律體制各層面因素，引進 Domestic Partnership的制

度經驗有調和反對與贊成之間尖銳的對立狀況。 

藉由Domestic Partnership實際運作，讓不同對象的組合進入該模式中，

實現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平等的第一步，也減少社會多數對同性伴侶不適

合進入婚姻或共組家庭的疑慮，具有實驗性質，必須經由長時間的執行，

在潛移默化中，降低社會大眾對同性伴侶進入家庭的負面觀感，開啟未來

同性婚姻合法的契機。假設經過制度實際運作後，發現台灣社會對同性伴

侶應有正式合法關係仍無法責成共識，仍舊維持傳統婚姻的模式，較適合

台灣社會發展。 

事實上，美國州層級非婚姻的保障模式，是藉由立法途徑所建立的制

度，在權利保障上較缺乏可預期性，權利保障隨時可能被限縮或限制，這

也是非婚姻制度的缺點。同樣的情況，在台灣若為同性伴侶另擇專法提供

保障，則不免被質疑法律形塑同性伴侶為二等公民的印象，甚至因為專法

的設計長時間使同性伴侶關係停滯在非婚姻的合法階段，將導致加深同性

伴侶不平等的處境，未來同性伴侶仍舊面對無法完全比照異性婚姻保障的

問題。 

從而本文建議採取美國Domestic Partnership制度提供創立法制的參考

模型，首先以確保同性伴侶權利義務關係，訂定保障同性伴侶法制上合法

的關係。採取與美國 Domestic Partnership的名稱，除了可以淡化「婚姻」

的傳統一男一女結合的觀念外，同時也提供非存有親密關係的伴侶，或者

異性伴侶不同制度上的選擇。然而，制定有別於「婚姻」的制度會引起法

制上歧視同性伴侶的疑慮，既然宣稱基於憲法平等保障原則，則不應制定

其他的法律。最主要是考量我國不論是在法制面、社會大眾共識或者社會

價值取向仍以異性婚姻為主的現況下，所採取的過渡性質立法，除了保障

同性伴侶合法權利義務關係外，也希望藉由合法制度的建立，讓我國社會

嘗試接受可見融於社會的同性關係。第二，以 Domestic Partnership模式為

藍圖，以美國的制度而言除了保障一般的權利義務關係外，尚且賦予同性

伴侶合法的親權，關於該項權利的賦予其爭議性過大，其程度甚至高於同

性婚姻合法的情況下，在第一階段的步驟暫不包含涉及子女最佳利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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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倫理層面的親權。第三，權利制度保障範圍項目，包括社會福利、醫療、

財產繼承權等等，這些權利項目可以透過契約方式建立，不涉及道德層次，

可以降低爭議性。最後，制定過渡性質的模式必須要有配套措施，不能長

時間史同性伴侶成為法制層面上的二等公民，建議以不論以個案或者集體

賦予婚姻權利，避免同性婚姻權利停滯的可能性，這些配套措施需要法律、

政治、經濟、社會保障、民眾共識等全方位面向政策，缺一不可。 

第三節 援引歐洲同性婚姻模式之分析 

2013年，同性伴侶是否應該進入婚姻制度，仍舊是一個受爭議的社會

問題，也是法律最前端的論辯。同性戀配偶在全球化下的今日中，成為一

個既存的事實，而其所面對的困境是自由移動後其權利保障問題。越來越

多同性配偶在各地移動，在原有國籍之外的地區居住或者短暫生活，都使

得同性配偶要面臨各國婚姻制度或者身分認同的挑戰。特別在歐洲境內，

各國對同性伴侶關係的認定並不一致，加入歐盟的會員國內部也未有統一

的標準，甚至未加入歐盟的其他各國，對同性伴侶的合法性也各有差異的

情況下，權利保障變成不可預期，這象徵同性伴侶的關係與權利仍是脆弱

的。 

壹、歐洲國家同性婚姻保障模式：家庭權與婚姻權的分離 

歐洲人權公約以及歐盟憲法中具體列出保障人性尊嚴的部分，而德國

更在其基本法，第 1條第 1款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害，對其尊重與保

護係國家個權力之義務」，更進一步將人性尊嚴化為基本權利保障範圍(李

震山，2009：8-10)，若人性尊嚴受到傷害，則優先適用個別權利的保障。

而，開展個人人格完整即人性尊嚴的一部分。歐盟的會員國不僅被要求須

廢除反同性戀法案，根據 1997年的《Amsterdam Treaty》，成員國還需立

法阻止對同性戀者的歧視，這則是保障人性尊嚴的展現。 

論述歐洲同性婚姻權利保障模式或制度特徵，其複雜程度遠較於美國，

主要除了歐洲國家林立之外，各國的政治體制、文化背景、法律體系各自

存有不同系統，更加複雜的是歐盟與歐洲人權公約幾乎變成歐洲國家的屋

頂，多數歐洲國家都受限於這兩個凌駕國家的架構。 

歐洲各國儘管有完善的人權保障體系，對同性戀者人權提供保障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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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較完整，更重要的是整體社會氛圍對同性戀者的態度相對友善。然，卻

在法國發生同性戀者當街遭到反對同性行為者的痛毆，這非單一事件，即

使歐洲保障同性戀者權益已行之有年，卻仍發生敵意的行為與仇視的犯罪

行為；進一步可以看到俄羅斯、波蘭等國家立法禁止同性婚姻以及其他至

式形式的關係存在。 

一、立法途徑的兩面刃─禁止與合法 

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則是統治者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依此原則

而有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之主張與制度設計。因此，多數統治實為民

主政治要義之一，也是實踐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機制。然而，多數統

治有時會忽略少數者的權利(minority rights)，甚至於侵害少數者的權利(陳

文政，2003：97)。對於禁止同性婚姻的禁令，同性伴侶是否可以經由司法

途徑，反對由立法帶來的多數暴力，以英國而言，多數從事同性婚姻權利

活動的倡議者，較傾向司法判決的策略，以期達成防止多數立法對屬於少

數的同性伴侶造成剝奪合法婚姻權的目的。 

歐洲，由丹麥的 Civil Union到近來法國同性婚姻法案通過，可以歸納

出歐洲國家保障同性伴侶多數選擇透過立法途徑建構保障模式，較少運用

司法途徑的部分。而，擁有同性婚姻禁令或者憲法修正案中禁止同性婚姻

的國家，同樣也透過立法途徑禁止同性伴侶獲得合法婚姻權。透過歐洲立

法所建構的保障形式，也影響了美國對同性伴侶共同居住關係保障的樣態，

尤其是丹麥的 Civil Union的實行經驗，成為美國各州使用 Civil Union制

度的引用範例。 

立法建構對同性伴侶的保障制度，該策略的運用主要是基於匯集社會

大眾的民意。尊重多數民眾意見固然是民主國家的基本要件，卻不意味多

數民眾對於單一議題了解的精確度，多數民眾所做出的決定未必符合憲法

保障原則，例如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上，歐洲各國所提供的保障模式各不

相同，甚至部分國家是禁止同性戀者身分合法，這也是匯聚多數民眾的意

見所責成的立法(Cooter & Michael, 2010 : 689-90)。然而，這樣的立法卻剝

奪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進而破壞人性尊嚴的完整性，卻因為基於多數原

則下，並未違反民主國家的運作。例如：俄羅斯。 

反觀，對法國與義大利，信仰相對保守的國家而言，卻在 2013年相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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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立法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同性伴侶有權選擇進入婚姻，建立完整

的人格權。在司法體系不易挑戰現存的婚姻制度情況下，唯有轉向立法途

徑，選擇透過立法途徑的策略，對法國、義大利甚至其他歐洲國家的同性

伴侶合法關係是一種相較司法必須經過層層訴訟獲得權利保障較簡易的

途徑。立法方式建構保障制度，有基於多數民眾的多數決為基礎的優點；

而這優點恰恰也可以成為限制少數群體權利的正當性基礎，例如：同性婚

姻權利合法，不論是歐洲的俄羅斯或者加州的 Proposition 8都是立法的反

刃。然而，民主政治並非僅是多數統治，多數統治只是民主政治之必要手

段，民主政治的另一個重要價值是維護少數權利，兼顧多數統治與少數權

利。 

解決立法途徑上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可以經由司法途徑達成保障少

數群體合法權利的困境。國會立法及總統行政措施，大多以反映多數期待

為主要考量，少數權利往往被忽略。倘若國會立法及總統行政措施只一味

滿足多數情緒，則易流於多數暴政。此時，由非經選舉產生、不必揹負選

舉政治壓力之司法部門來審查國會立法及總統行政措施之合憲性。2013年，

在美國透過聯邦最高法院對 Windsor一案的判決，開展不同於傳統婚姻的

樣態，不再像過去婚姻制度的適用對象僅限「一男一女」，甚至連透過「夫

婦」稱謂也可以看見符合異性伴侶的用語也逐步轉變中。美國運用法院最

終裁決的特性，經由聯邦最高法院確定「立法」、「政策」是否違反基本權

利保障，主張婚姻平權運動者經由法律訴訟的策略，提出平等保障原則的

論述，聯邦最高法院在平等原則、個人自主權保障的原則下，裁決 DOMA

中對婚姻「一男一女」的定義違憲，婚姻適用主體對象不再僅限「一男一

女」。 

歐洲人權法院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間，在針對同性婚姻權利合法與

否的判決裡，開展了跨越國界之間的對話。歐洲人權法院在 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中的判決論述確實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所影響，就以 Perry案

件為例。Schalk and Kopf的判決即使未開啟歐洲人權法院對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之門，卻在判決中指出性別中立的論述提供歐洲各國未來在同性婚姻

判決的參考原則，性別中立的論述成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裁決

Proposition 8中所援引的論點。美國與歐洲司法體系開始在同性婚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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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了對話，未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 Windsor以及 Proposition8的判決

也可能跨界影響歐洲人權法院。 

歐洲與美國的司法對話象徵即使歐洲目前仍有國家立法禁止同性婚

姻合法，或者禁止其他形式的合法保障，雖然透過司法的裁決不如立法方

式過程簡便，卻能夠提供同性伴侶在婚姻權利上的可預期性以及穩定性的

效果。然而，經由立法的過程中，在同性婚姻權利保障上，可以不斷透過

溝通、知識的傳遞以及價值的改變，使大眾由歧視同性戀者扭轉觀念支持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檢視立法軌跡其所象徵的是人民對同性戀者的認同。

或許認同的速度緩慢，也可能發生法國在立法通過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後，

產生反對同性婚姻者做出偏激的行為；但唯有透過立法形成政策的過程中，

持續的溝通與說服，呈現最大公約數的共識，方能實現爭取同性婚姻合法

團體所冀希達成的正面現身效果。 

二、共同居住事實下的權利保障 

同性伴侶或者異性伴侶，都應有結婚的自由。假設歐洲人權法院駁回

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訴訟，那麼跨司法管轄區的權利與義務，特別是家庭

生活的範圍及概念則面臨權利保障受到限制的問題。從歐洲同性家庭已存

的現況之下，部分國家授予同性婚姻合法，部分則提供非婚姻的保障形式，

雖同性家庭的權利全然等同異性配偶所組成的家庭，但仍有同性領養權利

上的差異，須視該國規定是否授予。 

目前在歐洲，有一個明確的趨勢，即是法律制度的統一，其中包括家

庭法，其中的特例即是對婚姻的定義，不論在立法或司法判決上，都未有

統一的解釋。歐盟的法規有關於管轄權的相關規定、承認與執行與婚姻有

關的事項與父母責任歸屬都列入法律條文中，卻未包括對婚姻的定義。而，

對於婚姻相關法律的例外部分則是保留法院對離婚的判決，主要考量在於

保障兒童的利益。 

歐洲議會已多次宣布同性婚姻存在的合法性13，並期望擴展影響力及

                                                   
13
歐洲議會在不同時間點針對有關同性婚姻權利的保障，主張歐盟各國應賦予同性伴侶合法婚姻

權，其時間為 2003、2006、2009 等。特別在 2009 年的會議上投票通過了一項多方面內容的決議，

其中包括呼籲歐盟各國重視保障同性伴侶的權益。題為《2004 至 2007 年歐盟內部基本權利之形

勢》的這份報告加呼籲式的決議，以 401 票贊成、220 票反對和 67 票棄權的結果獲得通過。決議

中的“性傾向”部分體現了歐洲議會關於同性戀者平等權利議題的基本立場。在決議中，歐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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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會員國國內法中，然而「婚姻」權利歸屬個會員國權利項目，儘管歐

洲議會宣示同性婚姻存在的合法性，對會員國卻無法作出有效的懲罰或者

對該決議的漠視，歐盟對其會員國在「同性婚姻」議題上影響力有限。既

然歐洲各國的第一個屋頂(歐盟)對各國同性婚姻合法的影響力侷限於婚姻

屬於各國的自治事項，無法多作干預。那麼歐洲的第二個屋頂(歐洲人權法

院)是否由法庭的判決中，以個案的方式達成同性婚姻合法。 

歐洲人權法院所建立的是一種判例法的形式，透過判例先例的形式對

其後的案件產生法律約束力，增加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可能性。事實上，

歐洲人權公約中缺乏對同性伴侶建構穩定關係的法律保障，也未在歐洲形

成共識。由歐洲人權公約第 8條提到「尊重異性伴侶所組成家庭的概念，

不限於在婚姻的基礎下，並且可能包含其他家人共同居住，或者是同居非

婚的情況」，由上述條文內容看出仍舊以異性伴侶為出發點的事實。直到

近年來，歐洲人權法院開始考量到保障同性伴侶權利的必要性，從而由尊

重私人生活的選擇觀點論述，不再像過去以尊重家庭生活為論述重點14。

在 Schalk and Kopf的案例上，歐洲人權法院裁決奧地利禁止同性婚姻權利

合法未違反歐洲人權公約(Zimmermann, 2013 : 478-79)，並未課予會員國承

認或立法同性婚姻的義務。 

依照歐洲人權公約第 12條明確規範「組織家庭」的權利。「多元化」

為現代社會的特色之一，多元化不但反映在思想、人權價值、生活型態各

方面，同時也反映在家庭模式的樣態上。家庭的建構不再以婚姻關係中的

異性配偶為主要組成因素，多元對象組成多樣化的家庭，婚姻不再成為建

構家庭的必要條件。這樣的例子，歐洲國家較常見，就法國而言，PACS

制度提供婚姻的另外一種選擇途徑，同樣可以建構家庭受到與家庭相關權

利的保障，在有具體共同居住關係的事實條件下，非婚姻關係同樣也能夠

保障合法的家庭權，在 PACS制度下成長的子女與婚姻制度中的子女享有

                                                                                                                                                  

會呼籲歐盟成員國完善已經實行的同性伴侶權利相關法律，並在各成員國之間實現對同性伴侶關

係的相互承認，使得移居到不同國家的同性伴侶享有與異性配偶平等的權利。決議還呼籲那些還

沒有法律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歐盟國家採取行動，消除對同性伴侶的歧視。決議還說，對於那些

可能在自己國家裡因性傾向而遭到迫害、並因此在歐盟國家尋求避難的人，歐盟各國應接納其庇

護申請。資料來源：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TA+P6-TA-2009-0019+0+DOC+
XML+V0//EN 最後查閱日期：2014.05.03. 
14

 Eur. Ct. H.R., 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 Appl. No.30141/04,24 June 2010, at § 92.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TA+P6-TA-2009-0019+0+DOC+XML+V0//EN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TA+P6-TA-2009-0019+0+DOC+XML+V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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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權利。 

歐洲人權法院考量符合歐洲社會發展現況，異性伴侶不再成為婚姻或

家庭中唯一的適用主體對象，如荷蘭、丹麥、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提

供形式不等的同性關係的法律保障制度，促使家庭的組成模式非僅為一男

一女。同性家庭存在是一個現況，在未來也不會消失，對現存的婚姻制度

是一種挑戰，首先，迫使開啟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同居伴侶共同建構

穩定的家庭生活，不論同性或異性都受到法律的保障，主要是援引家庭生

活的概念。雖然，歐洲人權公約中對婚姻的定義，共同居住的事實非婚姻

的必然條件，然，在歐洲各國逐漸傾向承認同性伴侶正式關係之際，授予

統一的正式婚姻制度，主要在自由流動中確保權利的可預期性。其次，各

國分別提供多元家庭制度與實質上的權利保障，是否可以推導各國未來也

將同性婚姻納入常規性的法律制度中(Bribosia, 2014 : 8-9)。歐洲人權公約

體認到多元樣態共同居住的事實，逐漸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實質權利的合法

性。 

由上述可以推論同性婚姻在未來朝向合法化的可能性。事實上，歐洲

人權公約第 8條與第 14條中，雖然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禁止提供同性伴侶

租賃權利視為差別對待(Bribosia, 2014 : 9)，只因性傾向而產生差別對待，

法院認定其違反保障同性伴侶權利與禁止歧視行為。然而，保障家庭權的

實施並不意味各國有義務積極開放同姓婚姻合法，婚姻的定義與權利保障

歸屬各國自治權的範圍，可預見的同性婚姻合法在歐洲仍是具高度論辯的

議題。歐洲各國，無論是否加入歐盟成為其會員國，或者有沒有簽署歐洲

人權公約，歐洲這兩個屋頂對同性婚姻權利的論述將對尚未承認同性婚姻

合法的國家是否可預期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因為在自由流動的歐洲社會

中，各國恐將面對其他司法管轄區合法的同性配偶或伴侶提出權利保障的

訴訟，基於平等保障與禁止歧視的差別待遇下，與同性婚姻權利相關的訴

訟案件可能成為常態，而歐盟與歐洲人權法庭未來的判決傾向將值得後續

觀察。 

貳、台灣取徑歐洲同性婚姻模式：共同居住事實的承認 

對於台灣保障同性婚姻權利參考模式而言，歐洲各國在歐洲人權公約

與歐盟這彷若兩個屋頂架構下，是否會對各國建立同性伴侶正式關係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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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是值得台灣所參考的模式。而其主要特色在於歐洲對婚姻權與家

庭權的保障，並未有直接的關聯性，意即婚姻的必要條件中，不必然包含

共同居住事實，而是將婚姻權、家庭權的概念列出不同的規範。 

一、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權概念導入同性伴侶保障基礎 

康德「把人當作目的」的人性觀，他認為人類具有理性本質，可以自

治。自治是人性和一切有理性事務的基礎，是要將人永遠當成是目的本身

而非工具或手段(李震山，2009：11)。當一個人的人性尊嚴受到尊重，則

意味個人自主權的開展。歐洲人權法院 Schalk and Kopf案子的判決中，提

到同性伴侶組成家庭屬於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尊重個人隱私權。同性伴侶

有權選擇對象以及建立家庭，這是完整人格權的一部分，而人格權為實現

人性尊嚴之必要。 

在台灣，雖憲法中未明確列入有關人性尊嚴保障規範，然而，人性尊

嚴卻是基本人權保障的基石，且設定了限制國家公權力侵害人民權利的範

圍。法治國家原則確立後，人民對基本權利的要求不再僅限於消極功能，

更進一步要求積極功能，就如同德國基本法指出：「一切國家權力均有尊

重及保護人性尊嚴的義務。」，說明人民有要求國家履行保護義務之權(李

震山，2009：21)。故，當同性伴侶基於個人自主意願下選擇對象，並且實

現共同居住的事實，是否可以要求國家履行保護之權？ 

人格權的定義與概念往往被認知為過於抽象而無法具體呈現，事實上，

隱私權被視為具體人格權的開展，隱私權的概念在我國憲法中非屬於列舉

權利項目，而是適用於憲法中的未列舉權保障範圍中。經由大法官釋字 585

號中指出：「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

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

擾…隱私權乃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 22條所保障。」，此外，

針對同性伴侶之間的以隱私權保障，釋字 666號協同書中也援引 Lawrence

案中對同性性行為的保障歸屬隱私權範圍的解釋，推論我國同性戀者的隱

私權也涵蓋在人性尊嚴的保障範圍。 

婚姻非完全與公共社會毫不相干，婚姻不論是價值上、實質權利上與

社會形成相互影響的概念。兩個同樣性別的人，在自由意願下自我決定，

共同締結婚姻關係，應屬一般人格權保障範疇(李震山，2007：178)，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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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法對人格權的保障未有明文規範，卻可透過憲法第 22、23條作為保

障的基礎論述。進一步說明，人格權亦屬人性尊嚴的核心範圍，人性尊嚴

事先國家法律制定而存在的，不待憲法規範國家即須保障，不影響人性尊

嚴的地位。選擇進入婚姻與否，是屬於個人自主權範疇之一，被視為自由

意志的象徵，在個人行為上，允許任何一個具有自主能力的個人做出符合

自己意願的選擇，特別是個人私密的領域，例如親密性行為、性傾向等，

這是個人自主權核心範圍，法律不應干涉個人的選擇。 

二、同性伴侶共同居住事實的保障─同性家庭權的建構 

將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權概念導入法律保障體系中，檢視現今台灣既

存的同性家庭尚未獲得合法權利保障的事實情況，台灣的法律體系是否已

經違反「子女最佳利益」原則，剝奪同性家庭下成長子女的合法權益。同

時，同性伴侶基於個人自主原則選擇想要的私人生活型態組成家庭，國家

是否有權干涉，若台灣引進歐洲就共同居住的事實所授予的同性關係保障

模式，是否可行進行論述。 

有別於美國州層級非婚姻制度同樣符合多元社會的特徵，歐洲是在現

有架構下實現將共同居主事實概念轉化為具體權利保障的歷程。參酌歐洲

人權公約中對婚姻的解釋，共同居住事實並未成為必然條件。在台灣社會

逐漸走向多元化，由一男一女進入婚姻後所建構的家庭結構不再牢不可破，

取而代之的是由多元對象組合而成的共同居住型態，當然包含同性家庭。

目前台灣法律規範中未有明確性的條文保障同性家庭，而稍早之前，桃園

一對女同性伴侶向法院聲請收養小孩，建立完整的家庭，法院裁決駁回其

聲請，原因是會導致孩童發展過程中，對性別產生混淆。台灣對於同性伴

侶收養小孩仍存高度質疑，異性伴侶建立婚姻關係而後有完整的家庭，是

法律規範保障異性伴侶的合法權利。 

上述的案件中，爭點之處在於同性伴侶收養，法院判決的重點在於同

性伴侶收養子女，無法提供孩童成長發展的完整環境，主流社會對同性戀

者群體是否可以進入婚姻或組織家庭持不同的論點。既然，理論論述上無

法說服所謂的主流社會價值，那麼藉由既存的事實，即同性伴侶共同居住

或者共同扶養的例證，是否可以創建不同於現存婚姻制度的法律制度。 

台灣目前對同性戀者相關議題的學術研究多以社會、文化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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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上研究同性戀者的議題則在近年來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原因在於倡議

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的社會運動興起，同志意識到自身權利保障的重要性，

一旦涉及權利保障，則必須回歸法制的層面。另外，國內法學界對同志議

題的研究多半以比較法的觀點為主，相繼歐美國家在相關議題上的處理經

驗、制度模式的建立與運用。 

借鏡歐洲對共同居住事實的肯認，朝向提供非婚姻形式的權利保障。

我國民法親屬篇中對於「家」的概念及規範或許可以突破目前同性伴侶在

法律上仍無明確性權利保障的困境；民法親屬篇第六章，第 1122、1123

條對「家」的規範要件與內涵，是依據當前社會多元家庭型態，所提出發

展的可能性(郭書琴，2010：109)。在此，以「共同居住的事實」為提供權

利保障的基礎，而非傳統的建立在血緣認知為家庭權的必要條件，從而保

障同性伴侶完整的人格權。以共同居住的事實為開展權利保障的基礎，要

處理的則是身分法的問題，對「家」的規定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

同居之親屬團體」(民法第 1123條)，對親屬團體的認定則是同性伴侶受到

爭議之處。由條文規範或者實務見解中對於親屬團體的認定標準15，具有

解釋空間，惟，未有明確提及適用對象包含同性伴侶。從對「親屬團體」

對象範圍認定的脈絡觀察，隨時間的推移，以及社會大眾對同性伴侶觀念

的改變，往後，對親屬團體的適用對象主體未必不會擴及同性伴侶。 

大法官釋字 712號中，也提到「面對家庭制度的再次丕變—指的是在

核心、主幹、擴展這三種二十世紀的「傳統」家庭類型外，單親、無子女、

重組、隔代、事實婚、同性伴侶等新型家庭的比例都快速增加…若能通過

家庭權概念的調適而把這些同樣可以完全或部分滿足全人、私密、初始、

養成等功能的新興家庭，也如不少國家那樣納入憲法的保護」。援引歐洲

人權法院對家庭的定義。歐洲人權法院認為結婚的必要條件，永久同居的

事實非其要素之一，但附加論述「同居事實為組成家庭不可或缺的部分」

(許耀明，2008：647)，組織家庭必須有共同居住的事實。引進歐洲承認共

同居住事實所提供保障的模式，對台灣現況而言，是一種不須另外創建新

                                                   
15

 陳惠馨(2006)指出民法親屬編對親屬團體對象的認定，隨時間推移而擴大認定對象的範圍，由

早期社會的妾、童養媳，甚至舊習所存現已禁止的奴婢，乃至學徒、僕人、女傭等儘管因締結契

約而形成的關係，但也有永久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同居一家。最後，實務見解上針對男女訂婚

尚未結婚者，與他方父母不發生親屬關係；若男方父母以永久生活為目的，與子之未婚妻同居一

家，依照民法第 1123 條第 3 項，可視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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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也不會衝擊現有婚姻制度的途徑。由實務層面建構共同生活事實的

權利保障，非但可以使同性伴侶獲得實質權利，也可以獲得法律制度層面

的保障，使台灣同性伴侶有完整的人格權。 

第四節 當前台灣倡議中的相關法案 

2013年，對台灣社會而言是傳統婚姻與家庭觀念備受衝擊的一年。「多

元成家」方案的提出，讓台灣各界重新思考同性伴侶等非異性伴侶共同生

活的合法權利。這也是反映台灣社會目前的生活型態，不再僅有異性配偶

組成的共同生活方式，如何保障非異性成員組成的模式，成為我國政治部

門、司法部門、社會大眾未來所面對的課題。 

壹、多元成家方案 

家庭一直被視為社會的基礎，婚姻是為了延續與發展家庭命脈而設計

的制度，並非單純的男女之事；儘管，現代婚姻不再來自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有選擇伴侶與是否進入婚姻的自由，卻不代表個人自主不受限制。

在社會規範的框架下，限制對象的選擇，在我國同性伴侶則不再社會規範

所許可的對象範圍內，除了異性伴侶之外，其他形式的組合皆被排除在正

式法律制度外。選擇多元成家方案為討論的個案，並非否認過去推動同性

婚姻合法的努力，而是礙於當時台灣社會各界對「同性婚姻」草案關注程

度沒有「多元成家」程度高，爭議與論述較低，甚至直接退回委員會。故

選擇多元成家方案為分析對象。 

一、多元成家方案的推動 

親密關係的結合與實踐已由過去法律上所認可的異性伴侶轉變至今

實際上的多元形式的結合。這樣的現象儼然發生在現今的台灣社會中，過

去法律以異性伴侶為權利保障與制度的設計的核心，顯然無法符合台灣社

會的現況。在法律制度無法涵蓋多元伴侶形式的狀態下，這些同樣納稅、

服兵役盡國民義務者，卻無法享有中華民國憲法的合法權利。台灣伴侶權

利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其推動的「多元成家」草案，有別於早期同

志社團所倡議的同性婚姻，僅將對象鎖定同性伴侶，而是以台灣社會的實

際運作狀況中，所孕育而生的多元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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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伴侶盟」成立的緣起中，提到雖然伴侶關係缺乏權益保障不見得

會造成立即性的危害，但日常生活中不可預料的風險，則要透過各種私人

管道解決關係缺乏保障下所發生的意外，例如：同性伴侶想要設定對方為

保險受益人，就得動用私人關係尋找友善的保險業務員，否則被保險公司

拒絕的機會將會大大提高16。無法建立合法關係下，權利與義務之間的不

平等，以及被排除在「正常」社會下心理層面的無力感。 

綜觀台灣同性婚姻權利爭議，1996年許佑生與葛瑞公開的婚姻，同性

婚姻受到大眾廣泛關注，因當時台灣社會仍將同性戀者視為少數、病態主

體，在同性戀者權益未獲保障之前，同性伴侶所爭取的婚姻權則暫時被擱

置(簡至潔，2012：189)，我國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在建構同性戀者權利

上並未有積極具體的作為。行政機關，要到 2001年由法務部草擬《人權

保障基本法》明文納入同性戀成家與收養子女的權利17；立法機關則在 2006

年由時任立委蕭美琴提出《同性婚姻法》18。 

到了伴侶盟，曾兩度提出伴侶制度方案，分別在 2012以及 2013。2012

年的版本為「同性婚姻、伴侶制度、收養、多人家屬」草案，其修法的核

心在民法中的親屬篇、繼承篇。而目前 2013年的「多元成家」則是「婚

姻平權、伴侶制度、家屬制度」，主要為民法與婚姻相關的部分。在伴侶

盟提出《多元成家》方案後，反對該方案通過的則建立「台灣守護家庭19」

網站並且發起一系列維護傳統婚姻制度的活動。 

 

 

 

 

 

 

 

                                                   
16台灣伴侶全力推動聯盟，http://tapcpr.wordpress.com/最後查詢日期 2014.04.28. 
17

 2001 年由法務部完成《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經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 3 年研議修正，於 2003

年 7 月 17 日，第 3 年度第 6 次全體委員會通過《人權基本法》草案。 
18

 蕭美琴所提出的《同性婚姻法》草案，儘管已獲得足額立委連署，卻在賴士葆等立委的阻擋，

不附帶任何理由反對連署，無法進入一讀。 
19

 台灣守護家庭官方網站 https://taiwanfamily.com/ 

http://tapcpr.wordpress.com/
https://taiwanfam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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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多元成家方案 

 

資料來源：http://tapcpr.wordpress.com/最後查閱日期：2014.04.28. 

 

【表 6-3】清楚呈現多元成家方案所要突破民法中以異性伴侶為主的

權利保障設計，一次提出三個法案的策略方式。主要針對《民法》與婚姻

有關的現行條文提出修正，特別在適用對象範圍，方案認為現行的制度並

未考量台灣社會實際家庭構成的狀況，仍停留以「一夫一妻」為核心的價

值體系，將非異性伴侶的組合排拒在權利保障外。 

二、多元成家方案的可行性與否 

伴侶盟所推出的「多元成家」方案，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其後支持

與反對者分別走上街頭陳述自己的立場，台灣的「婚姻」與「家庭」的現

有制度與保障正面臨了變革，也是重新檢視現有制度是否有涵蓋不足。 

肯定多元成家方案的可行性。理論上，其所提出的三套方案，都以平

等權的概念出發，中華民國憲法第 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保障人民權利的基礎。故，

http://tapcpr.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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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伴侶出於個人自主意識下，選擇與自己相同性別者共同生活，乃基於

自由權與個人自主權的開展。中華民國憲法與民法中都未提及禁止同性伴

侶進入婚姻，而當祈家威、陳敬學20向所在地提出結婚申請時，卻被不符

合民法規定而遭駁回。因此，推動《民法》中婚姻適用對象不限性別的修

法，並未衝擊法律條文原有制定的意義，理論上有可行性。實際上，隨時

間推移，人權保障的概念逐漸演變到第三代的新興人權觀念，過去所制定

的憲法、民法制度顯然不足以符合現代多元社會。中華民國憲法第 22條

「凡人民支其他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支

未列舉權利，其具有多元風貌，及樣態甚多且價值多元，可以滿足多元社

會之大多數成員(李震山，2007：3)，遂，多元成家方案實際上則考量台灣

多元社會發展的現況，實際上亦有其推動的可能性。 

否定多元成家方案的可行性。由我國《民法》親屬篇的修訂過程中，

學者陳惠馨(2006)指出每一次的修正都代表傳統與現代法規範的折衷與調

和，多以夫妻關係的變動、父母子女關係的變動，這些都試圖達成我國憲

法中的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原則，卻仍受限於社會共識所認知的情況下，

提出修改《民法》有關婚姻、家庭的部分恐無法短期之內可以達成。理論

上，反對同性婚姻甚至多元家庭方案者，則提出維持傳統婚姻與家庭觀，

為社會穩定發展的主因，違反道德與傳統觀念。在生物自然繁衍上，無法

延續下一代，婚姻與家庭制度視同崩解；另外，家屬制度與伴侶制度可單

方面解除正式關係之際，無法提供有利的兒童成長發展環境，會衍生更多

的社會問題。實際上，推動法案必須匯集絕大多數意見的情況下，多元成

家方案將非異性伴侶的組合缺乏制度保障的問題公開，成為一個公共議題

論辯的選項。而伴侶盟確實也成功達成連署人數，將法案送進我國立法機

構，至今僅在「婚姻平權」上一讀通過已交付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且

在立法院 2014年的新會期中未排入討論議程，此為多元成家方案立法推

動的現況。 

貳、多元成家 VS歐美模式 

在多元成家方案尚未交付三讀之前，本文在上述各章節中已試圖臚列

                                                   
20

 2006 年 9 月，同性戀伴侶陳敬學與阿瑋，在雙方家長的見證下結婚，之後，前往戶籍所在的

台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卻遭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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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在同性伴侶合法關係的保障模式，分別有：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制度、

美國州層級非婚姻模式(包含 Domestic Partnership、Civil Union等)以及歐

洲共同居住事實的保障的模式。我國較早前所推動的「同性婚姻」草案在

立法者的反對下仍束諸高閣中，而今所推動的「多元成家」方案，三套方

案中「婚姻平權」已成功一讀，開啟立法的契機，其餘仍遭遇各方的阻力，

故，將歐美已成功的模式與多元成家方案做一比較，是否可由成功的制度

中提供多元成家方案經驗，作為真正實踐的可能性。另外，多元成家方案

中的三套提案，與我國現有的婚姻制度最大差別在於適用對象與實質權利

上，因此，在下列分別與歐美模式分析過程中將針對這兩個部份做一歸納

說明。 

一、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與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方案中的「婚姻平權」(包含同性婚姻)，該方案是目前一讀

付委的部分，由伴侶盟所提供的【表 6-3】中所知，其締結資格為不限性

別的兩人，締結關係的限制上也與傳統婚姻中的限制相同，成立的基礎其

實與現行婚姻無異，唯一的不同則是在適用對象上，則是打破傳統婚姻中

的「一男一女」結合的形式。 

(一)適用對象：多元成家中的「婚姻平權」同樣近似美國現行州層級

的同性婚姻資格與限制。所不同的在於美國法律的特性，我國與美國法律

體系上的差別，地方未擁有婚姻與家庭的自治權限，無法跳過中央層級，

單方面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的保障。因此，基於平等保障原則基礎下，同

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應有進入婚姻制度的權利，惟，我國礙於婚姻歸屬制度

性保障範疇，為避免衝擊既有憲法制度，故，引用憲法未列舉權，擴展基

本權權利保障的概念，將婚姻權利擴展至同性伴侶，而非專為同性伴侶特

別修法。 

(二)實質權利：此外，美國州的同性婚姻在 Windsor案之前，因 DOMA

無法獲得聯邦層級有關婚姻的權益，201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DOMA

違憲後，政治部門具體作為則逐步擴展合法同性配偶取得聯邦層級的福利，

當然在婚姻中的財產權、繼承權等有關權利皆視婚姻中的規定行使。多元

成家方案中，對於實質權利的提出也與美國州層級同性婚姻所授予實質權

利概念相同，亦與我國婚姻中實質權利規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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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歸納：在解除雙方的關係，多元成家方案所提，是依照我國現行

法規。然而，美國州層級的同性婚姻則因各州解除婚姻關係各州自行訂定

規則，非統一的離婚規定，因此在合法婚姻身分上的認定與解除是屬於不

同的規定下，一但自由遷徙其所產生的後遺症則是各州對同性婚姻承認狀

況不一致，解除關係將出現困難。我國多元成家則無需面對各地方不一致

的解消關係規定。 

二、美國州層級非婚姻與多元成家 

我國「多元成家」的三個方案，經過拆解後「伴侶制度」與美國州層

級的非婚姻模式較接近，透過伴侶盟所提供的【表 6-3】清楚看到 

(一)適用對象：「伴侶制度」就人數、適用對象而言，近似 Civil Union

制度，締結資格依舊與現行婚姻所限制的部分相同，並且重申婚姻與伴侶

制度能擇一，就是要避免產生多重「合法」關係的情況；然而成立基礎上

卻是「不以愛情或性關係為必要基礎，情人朋友鄰居均可締結。以平等協

商、照顧互助為基本精神」就上述的所列則引用 Domestic Partnership的部

分概念。 

(二)實質權利：在財產分配上則主張分別財產，除非另行約定。因為

伴侶制度非婚姻形式，由適用對象上看出甚是無血緣關係者也可以經由法

定程序獲得伴侶的資格，在涉及財產分配上恐怕將引起一方當事人家屬的

質疑，故，可以經由協商繼承權之有無以及繼承順位。就實質權利上與美

國州層級的非婚姻制度有部分的差異。此外在解除關係上，美國州層級非

婚姻模式，不得單方解除關係，仍須依照其相關規範，限制較嚴格，主要

是基於「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則，保障合法關係下子女的權利不會有所損

害。 

(三)歸納：多元成家方案中適用性別的規範存在一個弔詭之處，「不限

性別」其所指的是否意味異性伴侶也可以選擇進入該制度中，不若美國州

層級非婚姻制度的Domestic Partnership或者Civil Union在適用對象上明確

指出是同性伴侶，雖 Domestic Partnership同時規範異性伴侶也可以選擇進

入該制度，其所提供的立意在於符合「家庭」型態的變化，是以「家」為

單位的立法原意。而 Civil Union則是明白指出專為同性伴侶所建立的法，

雖經過時間的推移，Civil Union也出現了變形，伊利諾州也提供異性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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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Civil Union為建立合法關係的選項。反觀，多元成家以不限性別的方

式，則是否意味異性伴侶也可以選擇該方案，如此，更增加反對多元成家

方案團體所論述「多元成家」將使結婚率降低。此外，「伴侶制度」遭到

質疑的另一個部份在是否造成通姦狀況的增加，雖方案中列出無通姦罪，

可以透過事先約定請求民事賠償，這一部分確實讓社會大眾質疑，因為通

姦罪的認定不易，加上可以單方面解除關係的情況下，為可議之處。 

三、歐洲共同居住事實與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的第三個方案「家屬制度」，可以類比歐洲對共同居住

事實提供保障的模式較接近，由【表 6-3】所列，與歐洲模式做一比較： 

(一)適用對象：家屬制度在人數上不限 2人，適用對象也不限性別，

其締結資格以共同居住為要件，但若有配偶的情況下，需要與配偶共同登

記。該提案的設計最主要是以「共同居住」為主張，透過成立基礎「永久

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的互助關係」，近似歐洲人權公約中婚姻未必有共

同居住事實概念，將婚姻與共同居住事實區隔為兩個獨立的項目。就歐洲

而言，在歐盟成立後增加自由流動的便利性，有婚姻狀態者未必有共同居

住的事實，以及歐洲各國在同性婚姻立場的不一致，綜合兩個情形下，保

障合法共同居住的事實，是基於「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不能剝奪共同居

住事實中子女成長的地權利。作者嘗試解讀家屬制度建立的原因，是提供

我國社會日益增加的非傳統家庭組成樣態，也符合多元化的社會發展而提

出家屬制度。 

(二)實質權利：財產制的部分，多元成家中的「家屬制度」則偏向訂

定契約的方式，且無法定繼承權，需依照遺囑、遺贈的安排，同時也沒有

收養子女的相關規定，在獲得實質權利上須經由雙方締約的情況，方可享

有實質權利。這與歐洲的模式有所不同，歐洲的模式保障家庭中成員享有

合法的權利，而權利的規定則是各國提供範圍不同，無須再度締約。 

(三)歸納：我國多元成家中的「家屬制度」其立意是符合我國現代社

會多元的發展現況，「老有所終」應是每個人所追求人生的最後完美階段，

然而現代社會變遷快速，在不願有婚姻的拘束或者不能擁有婚姻下，藉由

共同居住建立的互助關係，必須有合法的制度提供權利與義務的規範，「家

屬制度」儘管非最完善卻也提供解決的選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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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各章節，我國不論取徑歐洲或者美國任何一種模式，抑或是

目前提出的多元成家方案，其目的都是提供同性伴侶進入正式合法的關係，

不但獲得實質權利的保障，更重要的是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將同性伴侶

與異性伴侶放在天平的兩端，達成平等的狀態。故，本文建議「多元成家」

方案的概念固然有其可採用之處，但建立制度的途徑不妨可採取美國州層

級非婚姻形式中的 Domestic Partnership，保障對象範圍，可以納入多元成

家方案中所提出的對象，不會僅限於同性伴侶。制度精神上，Domestic 

Partnership是建構有別於婚姻的新模型，又不像 Civil Union與婚姻制度太

過類似，保有所謂多元的特性。其次，透過立法途徑建立新的制度，降低

衝擊現有婚姻的定義、稱謂。再者，以加州的實際運作狀況，在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後，Domestic Partnership仍有其效力，具有過渡性的特色，同時

可以保障在 Domestic Partnership制度下合法伴侶的實質權利，在權利授予

上有可預期性及穩定性。最後，在 Domestic Partnership下，享有所有的實

質權利，無須針對個別法律進行修法。或許多數人強調同性婚姻或者同性

伴侶的正式合法關係是破壞傳統與道德；然而，傳統與道德固然有其存在

的必要性，但卻不能成為阻卻「人」獲得平等權利與人性尊嚴的理由。在

台灣的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相同，同樣盡了國民應盡的義務，卻無法擁有

合法基本權利的保障，政府應思索如何彌補在台灣非異性伴侶的合法性與

權益，以符合多元社會的需求，同時實現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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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2013 年，不論美國、歐洲乃至我國，同性婚姻權利成為受矚目的公共

議題，特別是我國隨著伴侶盟所推出的「多元成家」方案，引起台灣社會

再度關注到權利保障的化外之民之一─同性伴侶。21 世紀的人們不再因為

社會的因素壓抑自我慾望與認同，過去，同性伴侶礙於社會普遍的負面印

象，而不願意現身主張自我權利；而今，隨著人權保障意識抬頭與社會快

速變遷的影響下，同性伴侶的訴求與主張逐漸受到人們與政府的關注。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透過判決宣告「婚姻」適用對象不再僅限「一男一女」，

歐洲則在英國、法國、義大利等相繼宣布同性婚姻合法，至於我國對於同

性婚姻是否仍停留在觀念的論辯，始終無法進入實質權利的回應。本文冀

希爬梳歸納歐美在同性婚姻的處理經驗與制度模式，提供我國在同性婚姻

權利爭議不同面向的解決途徑。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經過上述各章可以發現世界各國對於同性婚姻權利仍處在反對與

支持的光譜兩端，然而支持與反對的立場與態度卻是一種滑動的概念，隨

時間推移與人權保障的普世性，對同性婚姻合法由反對到支持的國家數目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在撰文的過程中發現，同性婚姻權利所產生爭議的面向，以法制層面

而言，不僅來自對現有制度的衝擊，無論是美國聯邦憲法、歐洲各國憲法、

甚至我國憲法都未將婚姻適用對象涵蓋非一男一女。其次，在法制層面之

外，最根本的在於社會面向的價值觀，則是社會大眾對於同性婚姻的立場

與態度，非不認同同性戀者的存在與平等地位，而是婚姻與家庭為社會穩

定的基礎，同性婚姻一旦合法，將迫使社會價值特別是家的意義產生變革。

最後，同性伴侶主張婚姻權的訴求，與公民權的展現有關，礙於曾經長期

對同性戀者的污名化，使同性戀者部分合法權利受限制，而婚姻則是最明

顯的例子。而歸納撰文過程中有下列研究發現： 

壹、各國法律忽略同性伴侶婚姻權利 

同性婚姻權利保障產生爭議的原因之一為法制制度的忽略。不論是歐

美或者我國在有關同性戀者權利保障上，長期的漠視，以至於同性戀者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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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免於受到歧視的認同與尊重，都必須透過不斷的爭取而獲得。以

我國憲法而言，並未禁止同性伴侶進入婚姻，而是透過一系列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文說明婚姻為制度性的保障；進一步說明「一夫一妻」締結婚姻的

資格與限制，在這個階段中未有具體指出禁止同性婚姻的文字出現，僅通

過所謂的社會共識對一夫一妻的認知為一男一女的情況。在美國，其聯邦

憲法中也未明確性指涉同性伴侶排除在憲法權利保障之外，惟，在 1996

年由聯邦層級的立法機關制定 DOMA，重新定義婚姻適用對象為「一男一

女」，限制了同性婚姻的可能性。歐洲各國為在出現同性婚姻爭議後，透

過不同的途徑達到憲法禁止同性婚姻合法的目的。 

由此可知，我國憲法層級中沒有確切地指出禁止同性婚姻，只是基於

社會共識與歷史文化的累積所形成的認知，然而社會共識並不意味不會變

動。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有關同性婚姻權利案件的判決的軌跡，自

Bowers v. Hardwick 的禁止同性性行為到 Lawrence v. Texas 中判決 Sodomy

法的違憲，推進到 2013 年的 United States v. Windsor 所呈現出的是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對同性婚姻立場逐漸採取開放的態度。儘管在 Windsor 裁決上

大法官技巧性地迴避同性婚姻入憲與否的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議題，依舊

改寫傳統婚姻的定義。而我國的法律體系，相對歐美國家而言更形傳統的

情況下，對於同性婚姻權利保障採取的是消極的對應態度。一直到最近我

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文中才開啟與歐美有關同性婚姻權利判決的對話，進

而在不同意見書中援引歐洲人權公約的概念，在夫妻的稱謂上引用「配偶」

屬於中性的用語。 

透過整理歸納，我國在同性伴侶正式關係出現保障不足的事實。誠如

Linda Bosniak(2000)所提到的，無論將權利保障適用對象範圍延伸多麼廣

泛，都必然的預設了一個封閉的社群，若單方面給予一個社群成員權利的

同時，也產生對其他社群權利、資源的剝奪，因此將遭到其他社群成員的

反對。對於法律社群而言，要制定一項新的權利保障特別是針對人民權利

之計，總會引起內部不同意見的論辯，往往被認為理性的法律社群，可能

發生在針對某個特定的議題時，容易產生偏見，例如：同性婚姻合法化。

學者施慧玲(2004)提到「理性」常被用來作為支撐法律的基礎邏輯，不能

有過多個人的主觀意識產生，公正客觀為核心的法領域中應避免過多的個

人經驗參雜其中，但就如同 Justice Holmes 所說：「法律的生命不曾是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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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向來是經驗」，這個經驗指的是來自法官個人理性的判斷經驗，對於同

性伴侶而言，主張進入婚姻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異性伴侶在任何情

況下，只要兩人相互同意則可自由的選擇婚姻，同性戀者不禁要問難道同

性伴侶沒有自由嗎？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同性伴侶是否應有婚姻權除了前述的歐洲與美國之

外，其他國家的狀況分別如下表所示， 

【表 7-1】世界各國同性關係現況 

Country Relationship Marriage 
Equivalent 

備註 

加拿大 Canada   加拿大議會通過「同性婚姻合
法」的提案，由加拿大最高法院
負責人在提案簽署通過，成為北
美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
家。2005 年 SSM 生效。 

南非 South 
Africa 

Civil Union  由國民議會通過，2006 年 SSM
生效。 

阿根廷
Argentine 

Same-Sex 
Marriage 

 國會通過，2010 年 SSM 生效。 

巴西 Same-Sex 
Marriage 

 2010 年高等法院裁定，同性伴侶
可領養小孩。2013 年 SSM 生效。 

烏拉圭Uruguay Civil 
Partnership 

 2007 年總統簽署同性合法關
係。2012 年，法院判決國外同性
婚姻關係合法，為首次承認同性
婚姻關係合法。後，經立法機關
立法，2013 年 SSM 生效。 

紐西蘭 New 
Zealand 

  2013 年 SSM 生效。 

澳洲 Austria Registered 
Partnership 
昆士蘭州形式
為 Civil Union 

No 2009 年，國會立法。 

以色列 Israel 異性婚姻 No 2008 年法院裁定同性伴侶可合
法領養孩子 

日本 Japan 日本憲法中保
障婚姻形式為
一男一女的結
合。 

 2009 年，為日本海外公民提出同
性婚姻申請出具證明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2009 年，總統向國會提交同性關
係合法法案 

墨西哥 Mexico   僅在墨西哥市，由議會通過同性
婚姻法案，並且允許同性夫婦領
養小孩。墨西哥市最高法院裁決
同性婚姻合法且要求全國要承
認墨西哥市同性婚姻。 

智利 Chile Civil 
Partnership 

No 2011 年總統向國會提交法案 

越南 Vietnam Same-Sex 
Marriage 

 2012 年司法部評估同性婚姻合
法的需求。2013 年同性婚姻合
法。 

資料來源：http://www.hrw.org/home 最後查閱 2014/05/08 

表格：作者自繪 

http://www.hrw.or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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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1】可知各國目前對於同性婚姻的立場與態度，就亞洲地區華

人世界而言，除了越南已經允許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外，尚未有其他國

家在具體建立保障同性伴侶正式關係，雖亞洲已經民主化，重視人權也是

亞洲各國努力的目標。然而，就保障少數群體─同性戀者的訴求，特別是

在建立正式關係上，政府的態度傾向消極而未具體制定政策，主要是衝擊

制度與社會價值，因此希望透過研究過程中，歸納出一個折衷權宜的制度

可供我國政府在面對同性婚姻爭議的解決途徑。 

就美國來看，聯邦最高法院握有聯邦法律與州法律是否符合美國憲法

的最終解釋權，對同性婚姻的立場與傾向由反對到消極的支持，期間歷經

數十年的反覆論證，才有 2013 年聯邦最高法院裁決 DOMA 違憲，婚姻不

再限制對象為一男一女。法律社群或許礙於過去未接觸過的經驗使然，在

未知的情況下對同性伴侶產恐懼，然而，以我國而言，每年透過人數不斷

增加的同志大遊行中，難道不能喚醒司法對同性伴侶的主張有所回應。實

際運作上，以我國而言，法律領域中仍由異性戀建構主流法律制度與法律

價值之際，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訴求，在短期間恐較難有具體作為。在法

制層面上對於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以反對的意見上多數會引用社會共識、

道德倫理的論述；然而，隨人權保障觀念導入法律制度，同性伴侶基於平

等保障原則下，不應與異性伴侶在權利保障範疇上有所差別，故，同性伴

侶不能被排拒在婚姻制度外。 

貳、多數仍視傳統婚姻為社會穩定基礎 

反對同性婚姻的主張，多以傳統家庭為社會穩定的基礎為論述，一旦

同性婚姻合法將破壞家庭的結構，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贊成維持傳統婚

姻者認為，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會影響孩童成長過程中對性別認知產生混

淆，更重要的在於生物觀點，兩人無法以自然的方式孕育下一代，造成家

庭延續的困難，也不符合國家發展的利益，因此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在家

庭組成的部分其中所隱含的是家庭性別角色的既定印象。 

隨時間變遷，男女的性別角色設定已經擺脫以往對於男女的刻板印象，

特別是社會化下的男女角色；因此，對於提出孩童會對性別認知有所混淆，

其所指的是社會化的性別角色，事實上社會對既定的男女框架已逐漸模糊，

而降低傳統的性別角色扮演。此外，女性意識的抬頭，逐漸減少過去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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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擔負生育的角色，而是投入社會生產、參與公共領域的情況下，家庭功

能漸漸轉變中，對在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孩童產生的性別認知影響有限。以

我國社會發展與變遷情況，家庭型態的轉變是一個持續且正在發生的現象，

結婚率的降低不意味「家庭」將消失，而是轉變成不同的組合樣態，這當

然包括同性家庭。現今台灣社會的多元樣態，家庭已不再呈現過往的單一

形式，雖異性夫婦組成的家庭仍為多數情況下，然其他同居不婚、單親家

庭、隔代家庭或者非親密關係的共同居住者，開始浮現在台灣社會。這些

不同的共同居住關係，卻缺乏在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同性家庭不會是台

灣社會未來所要面對的唯一社會公共議題，傳統的家庭觀念已經無法符合

台灣多元家庭的需求。 

家庭與社會資本有密切的關係，以台灣為例，注重家庭，將家庭與親

屬置於一切準則之上，相較其他例如社會責任或者人權保障等，往往服膺

家庭血緣的關係，無法展現自我的那一面，甚至被套上所謂「道德倫理」

的框架，而限制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若因同性婚姻合法而社會穩定將

受到威脅，目前尚未有具體的科學證據足以證明社會穩定與同性婚姻的關

聯性。雖人類無法單獨生存於社會中，必須透過人與人的結合，存在於社

會體系中，且受社會規範所制約。人類與社會的關係，共同生活關係為社

會關係的一部分，受國家法律的規範，創建法律的目的在維持社會的倫理

道德與公序良俗。然而，同性伴侶建立合法共同居住關係是否影響所謂的

倫理道德或者公序良俗，事實上在提供同性伴侶合法關係的國家中，並未

有具體且大量的科學數據證明其違反公序良俗；因此，不應以此為排拒同

性伴侶擁有合法關係的理由，考量同性伴侶不應被剝奪共同居住關係的權

利，建議同性家庭也納入法制保障的範圍。 

選擇進入婚姻與否是基於個人自主與自由權的展現，禁止同性伴侶進

入婚姻，卻無科學數據或具體例證說明同性婚姻會帶來何種傷害，間接限

制婚姻的自由。Lawrence 案的判決提供實質性正當程序的基礎下，開啟重

要的個人權利保障的規範，若私人空間、個人生活領域被侵入，依法國家

應有實際的行動，保障個人在私人空間內的自由，這即是隱私權的範圍。

隱私權範疇的保障非憲法本文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然而，在美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 14 條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在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

人的自由，這屬於個人自由利益的範疇，自由利益也包括美國憲法人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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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未列舉出的基本權，舉凡婚姻、生育、避孕、家庭關係、養育子女、教

育與墮胎都屬個人隱私權，公權力不得干預，除非遇到不可抗力的情形。 

我國憲法第 22 條意即保障憲法中無法詳列的人權保障範圍，以符合新

興人權與社會變遷，隱私權在我國同樣歸屬新興人權保障項目，也是憲法

未列舉權保障的部分。同性伴侶在雙方合意下，進入婚姻，並未對其他人

造成傷害，也無損及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國家應予以保障自由權的行使，

這是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基於上述，同性傾向的人是基於個人自我的行為，在憲法保障個人行

為的原則下，可以延伸憲法保障基本權利在不同的性別傾向者，保障他們

進入實質關係，而非採取限制的方式。我國憲法指出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

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

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

務。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得自主決定是否及

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惟依憲法第 22 條規定，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之前提下，同性伴侶應受保障。 

主張維持傳統婚姻的重要性，來自長久歷史文化因素。對歐美國家來

說，宗教信仰主宰其生活習慣乃至法制制度，雖自由民主觀念深植現代國

家制度運作上，卻無法完全擺脫宗教對人民生活、習慣的影響。在同性婚

姻合法的議題上，宗教在反對同性婚姻合法上產生一定的影響力，認為同

性婚姻違反宗教信仰，甚至是不道德、不符合倫理；至於我國，雖屏除了

宗教信仰的因素，卻仍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儒家文化中傳宗接代的

家庭觀。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裡，孕育生命為人類不斷演化、延續的主因，

雖同性戀者可以透過領養的方式，讓家庭感圓滿，截至目前依舊無法說服

台灣以異性戀為主的主流社會價值1。台灣的同性戀者挑戰的是五千年以來

的文化價值體系。以「家」做為宗法制度的組織單位，在中國法制上有跡

可循，婚姻只是以廣大家族繁衍子孫為主。其中婚姻儀式與婚姻形式，則

更是反映了社會對於男女結合所訂下的規範，以及其背後代表的權力關

係。 

                                                      
1
 我國社會主流價值在「多元成家」方案推出之際，則有主張維持傳統婚姻、守護家庭的論述出

現。主要提倡維護家庭價值、反對同性婚姻入法，進一步走上街頭呼籲維護傳統婚姻的重要性。

https://taiwanfamily.com/。最後查閱日期 2014/05/08. 

https://taiwanfam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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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固然有其重要性，不表示可以剝奪人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婚

姻」先於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其所保障的權利範圍雖各國憲法規定與項目

有所不同，卻不能因個人差異而禁止行使合法的婚姻權。人權保障不能有

所差別，乃基於完整個人的人性尊嚴，婚姻制度屬於人權保障範圍中的項

目。人性尊嚴應提供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只要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性

別隱私的權利，是自主權的另一個領域，一個人在性生活和生育的選擇權，

是人性尊嚴的一部分。提供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制度的選項，是基於保障個

人完整人格權的一部分，宗教自由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卻不能因

為宗教信仰而剝奪其他基本權利的取得。 

参、同性婚姻權利認知與賦權的落差 

有關同性婚姻權利的爭議，在論述過程中不論是基於維持傳統婚姻或

者是其他生物觀點的因素上，不免產生一種弔詭的敘述。支持同性婚姻權

利者會認為其實反對的論述皆來自對於同性戀者的歧視，而反對同性婚姻

者的論點則在於反對同性婚姻並非歧視同性戀者。事實上，對於同性伴侶

婚姻權的認同，無法真正轉換成對權利賦予的認同，由於我國法律文化中

仍存在禮法價值導向的影響，特別在「家」的觀念上，有關家制的部分仍

被保留在《民法》中，儘管對「家」的解釋亦非傳統的家族概念，逐漸降

低家的團體性質，卻仍可在《民法》第 1122、1124 條2中看見家庭對個人

的影響力。 

透過法律實現正義，正義的核心是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所謂的正義

這是歐美法律文化中的特性。反觀我國在法律文化中，自由民主的法治觀

儘管呈現在法律條文中，然而，受限於文化發展的影響，法律與道德、法

律與家庭，一旦有所牴觸，「情、理、法」的法律文化思想將成為指導原

則。台灣法律制度的挑戰則是法律文化受社會規範所制約，目前我國對同

性婚姻在未有絕大多數共識下，要將對同性伴侶婚姻權的認同轉換成婚姻

權利的賦予，除去制度層面之外，最大的障礙則是握有制定政策與立法的

政治部門，無法取得絕大多數的民眾共識。民調與賦權之間的落差具體呈

現在同性婚姻的議題。 

                                                      
2
 《民法》第 1122：「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第 1124條：「家

長由親屬團體中推定之；無推定時，以家中最尊輩者為之；尊輩同者，以年長者為之；最尊或最

長者不能或不願管理家務時，由其指定家屬一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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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民對於同性婚姻的認知落實在具體的政策上，則要挑戰民主法治

國家中多數治理原則，在我國同性戀者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屬於少數群體；

同性伴侶在親密關係的發展中，受限主流社會的文化價值框架，表達的自

由受到歧視與限制，我國法律提供的具體保障遠遠落後於同性戀者所遭遇

到的困難與挑戰。學者謝文宜(2009)在其著作中，透過實際訪談同性伴侶

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的問題，非異性伴侶與社會公眾所想像僅在是否公開出

櫃的問題，而是在法制規範上的不完善，以至於同性伴侶要面對多重壓力

下，政府資源與社會的支援體系也因欠缺法規而無法提供任何幫助。 

 因此，政府部門對於同性伴侶合法關係的立法與政策制定，不論是朝

多元成家方案或者取法其他國家制度模式，應更快有具體的步驟而非只流

於形式的人權保障口號。社會多元化發展是不可抑制的現象，人權保障除

了形式上的理論之外，更應有具體的政策與立法；我國政治部門可嘗試建

構類似 Domestic Partnership 具有過渡性質的模式，降低對現有婚姻制度的

衝擊外，也可以提供社會大眾站在實驗的角度觀察同性伴侶在合法關係下，

是否會對社會、家庭或者國家產生負面影響。 

民眾認同同性伴侶應有自由選擇進入婚姻的權利，這是個人自主權的

體現，也是平等保障的原則，這些形式上的認可一旦要求政府賦予權利其

所涉及的層面則與稀少的政治資源、社會資源相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同性伴侶所主張的婚姻權，在我國主要涵攝配偶的權益，在法領域上非僅

有民法的部分，其餘尚有社會福利法、醫療法、稅法等等，這些都與資源

分配有關。然而，同性伴侶要求進入婚姻制度，非特別制定權利，而是權

利的延伸，同性戀者跟任何人一樣都適用公民保障範疇。對於同性伴侶婚

姻的賦權過程中，「敵意」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往往使同性伴侶被視為

權利掠奪者，而剝奪其進入婚姻，政府不應該允許道德成為反對同性婚姻

的原因，進而在政策上製造次等公民，而要將平等保障具體落實在賦予同

性伴侶婚姻合法的權利。 

此外，若要援引美國 Domestic Partnership 模式的二個挑戰則是美國法

律二元特性，婚姻與家庭歸屬州的權限範圍。我國法律體系與美國不同，

儘管政府運作分為中央與地方，然而，我國地方權限中則不包含婚姻與家

庭。因此，若要借鏡 Domestic Partnership 須由中央層級進行建立法源，授

予同性伴侶合法關係。然，觀察「多元成家」方案的推動過程，由中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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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建立法源或者修法，所面對的是「公眾共識」的問題，如何建立我國人

民在同性婚姻權利的共識，是政府處理該議題的限制。 

肆、對同性伴侶自由平等權利日益關注 

同性伴侶提出質疑，同樣盡國民義務，卻不能享有合法的基本權利，

無法自由選擇進入婚姻，是否意味同性戀者的自由權遭到國家所侵害。 

自由權主要是保障有關表達的自由，同性伴侶有權選擇對社會公開自

我性傾向的表達自由，這也是隱私權保障的範圍，同時也是基本權利保障

的一部分。公民的權利與國家是站在對立面的，國家不能主張基本權，私

人不會成為侵害者，唯有國家可能會對人民造成基本權利的侵害，而人民

援引基本權的目的則在防禦國家的侵害，或積極要求國家的特定行為(廖元

豪，2009：371)。當祈家威聲請大法官釋憲有關同性婚姻合法的案件，我

國司法院大法官駁回聲請案。事實上，當釋憲機關受理有關基本權利的聲

請案件時，非要求集體權而是基於個人權利受損的情況下，希望國家考量

個人權的保障。國家應對少數群體提供權利保障，以避免少數弱勢群體權

利受侵害，同性婚姻單以基本權利做為訴求論述似乎稍有不足。因此透過

主張真正落實公民權的部分，提供同性伴侶在取得正式關係的可能性。 

如 Will Kymlicka 在其著作中所指出公民權不只是一種法律地位，同時

也是一種身分認同，個人屬於某政治社群成員資格的表現(廖元豪，2009：。

394)，當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共同生活在一個空間，享有部分同樣的權利，

卻因為身分的認同造成其他權利被剝奪，例如婚姻權。此外，公民權也是

一種政治行為的概念，當台灣的同志透過同志大遊行訴求自我權利保障則

是一種公民權的體現。台灣的同志在主張權利保障時所面臨的困難，即政

治資源的缺乏，未有同志身分的立法者當選，無法真正握有政治資源的情

況下，立法建立或政策制定方面產生相對的弱勢狀態。 

同性婚姻權利爭議是否屬於政治議題，答案是肯定的。無論是政治部

門中的立法行為、政策制定，都與政治相關。當同性婚姻合法出現合法與

否的爭論且事涉權利範圍，則變成一項公共議題，反對者透過公投禁止同

性婚姻合法，例如：美國加州 Proposition 8，禁止同性婚姻合法，是人民

權利的展現，是美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政策制定禁止同性婚姻合法，例

如：美國的 DOMA，限縮婚姻適用對象為「一男一女」，這些都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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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需經由政治動員對政黨形成一定的壓力，我國迄今未有同志身分的

政治人物或立法者，原因在於政治領域與法律領域相同都是由異性戀價值

主導的場域。由過去束諸高閣的「同性婚姻」草案以及目前正在推動的「多

元成家」方案過程，我國立法機構的代表，其立場態度由開始的認為同性

戀者是不道德的刻板印象，逐漸轉變到消極的支持的軌跡看到，在政治領

域中對同性婚姻的態度會隨時間推移與人權保障有所改變。 

整體而言，從研究中發現反對同性婚姻的主張多家於維護家庭、下一

代的存續、符合國家利益有關，這些考量固然有其重要性，卻也可以由保

障自由平等權利的角度切入來檢視反對同性婚姻的理由。由自由平等權利

觀點而言，在時間移動以及科技的進步下，過去法制所保障的權利範疇已

不符使用，特別針對個人權利部分，以往憲法保障偏重集體權的部分，主

要是解決少數群體或者弱勢族群權利遭受忽略或壓迫的問題。在制定保障

政策與立法的過程中，會開展出差別的優惠或保護措施，進而會引發有限

資源被稀釋的質疑，過度強調集體權的保障，也會引起多元主義焦慮，這

樣的現象近年來出現在美國司法實務與理論論述上。 

因此，就整體環境考量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集體權保障受到限制，

然而同性伴侶權利亦不可被剝奪，主張透過個人權的保障，使同性伴侶獲

得合法權利。同性伴侶選擇進入婚姻是基於個人自由，憲法保障個人自由，

若該自由受到侵害，可依憲法或法律主張其權利，法制保障個人權利不能

因身分差異而有所不同，同性伴侶所主張的婚姻權，並非憲法保障基本權

利以外的額外權利，只是要求享有與異性戀者相同的合法權利。另外，同

性關係在我國法制面上是以負面型態出現，法院認為同性關係破壞異性戀

婚姻，承認同志伴侶之間的暴力也包含在家暴範圍，同志可以成為破壞婚

姻的因素，卻不在婚姻適用對象範圍，呈現出法律對待同性伴侶與異性伴

侶的差異。法律不應建構僅以異性戀為主的權利保障制度，這不符合平等

保障的原則，主張維持異性戀婚姻者無法進一步提出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對

社會、國家將造成何種損失，僅說明會破壞社會穩定、毀壞家庭與道德倫

理。事實上，若僅是衝擊家庭的延續，這些透過其他方式或者生殖科技將

提供可能解決方式，傳統與道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卻不能以此剝奪同性

伴侶自由平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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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同性婚姻合法爭議是一個發展中的公共議題，無論是美國或者歐洲對

於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的過程中，必定經過長時間的論辯，同時在賦權上

也歷經了過渡性質的制度，故，我國在同性婚姻合法的處理模式可援引歐

美模式。如何解開台灣同性伴侶目前無法獲得正式關係的僵局，將平等權

具體落實同性伴侶權利的保障上，本文歸納上述各章節，其建議分別有： 

壹、我國解決同性伴侶婚姻爭議：採取漸進發展模式 

目前我國不論在政治部門、司法部門抑或是社會價值對同性伴侶擁有

婚姻權尚未有絕對多數共識的情況下，以當前的社會氛圍與社會現況，若

堅持主張同性婚姻合法，恐怕加劇民眾對同性戀者的負面情緒。理論上，

同性婚姻若屬於憲法層次所保障的權利範圍，那麼同性伴侶的婚姻權應置

於憲法保障位階，甚至婚姻所衍生的家庭權、親權等；事實上，礙於我國

法制與社會實際面，要使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將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恐不

利同性伴侶權利保障，因此，本文建議我國在處理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途

徑上，採用漸進發展模式，可透過下列步驟： 

一、第一步─建立同性伴侶權利與義務關係的法制化 

我國當前社會現況下，同性婚姻合法一蹴即成可能性較低，其所要面

對的挑戰除了現有婚姻為制度性保障之外，最主要是社會大眾對於具體落

實同性伴侶擁有合法婚姻權利多數傾向反對立場；再者，以異性戀為主流

觀點的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裡，立法、政策層面要具體落實同性婚姻合法

實則要面臨的挑戰，非短期可以解決，同性伴侶合法關係長期停滯未有進

展，將使同性伴侶繼續處於弱勢地位。因此，就目前法制與現實層面而言，

同性婚姻合法確有困難的情況下，採用漸進式發展的第一步在法制面上建

構合法的同性伴侶權利義務關係。而不同部門對於同性伴侶關係的傾向亦

有所不同： 

(一)司法部門─迂迴的權利保障途徑 

在人權保障意識抬頭與重視個人自身權利之下，我國司法部門，不論

是司法院大法官或者各地方法院，未來都會接觸到同性伴侶爭取婚姻權利

或組織家庭、甚至收養子女的訴訟案件。司法成為人民爭取權利保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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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防線，如何建構一個形式與權實質權利的保障體系，又可以減低既存

利益者對社會資源稀釋的疑慮，實現所謂社會公義的目標，考驗台灣人民

對司法部門的信賴。 

若以同性婚姻為憲法層級所保障的權利範圍，那麼立法機關則應立法

予以保障同性婚姻權利的合法。然就實際運作來看，以目前《多元成家》

方案在立法機關的推動狀況而言，其所耗費的時程來看短期內恐怕無法預

估其通過與否的可能性，因此選擇另一種迂迴的權利保障途徑，即是透過

司法部門提供同性伴侶法制上的保障。本文取徑歐美的制度經驗透過司法

部門逐步開啟同性伴侶權利與義務關係的法制化，在我國涉及到司法部門

不論是法院判決或者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不免要觸及集體權與個人權的

問題。 

採取司法部門進行解決爭議的途徑，預期可以處理的議題層面，可能

會有到底是要給予同性伴侶實質權利，選擇其他合法模式的保障；抑或是，

在合法關係的稱謂形式上爭取「婚姻」的使用，這考驗司法部門的取捨。

當美國夏威夷州最高法院對 Baehr 案作出保障同性伴侶的婚姻權的判決以

降，美國各州以及各州法院則陸續出現同性婚姻權利的訴訟。在陸續有學

者分別為 Eskridge(2009)、Eyer(2010、2012)、Yoshino (2011)、Conkle (2014)

等提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禁開始思索，涉及人民權利案件的判

決，是否因為基於平等保障原則，不斷將權利授予「群體」過度擠壓公民

權利，造成多元主義的焦慮。集體權利的授予儘管符合新興人權保障的觀

念，卻造成其他多數人於所謂的少數「群體」的權利有所質疑，法院判決

逐漸限縮賦予多元少數群體的權利，而傾向授予個人權利。 

反映在我國司法部門上，儘管尚未呈現判決或者大法官解釋上對多元

主義焦慮的現象，未來，恐怕將會面臨更多與同性伴侶權利相關的訴訟，

其所挑戰的是我國憲法中的平等權。與平等權相關的案件，是人民對立法

的手段與目的之間產生疑慮，在自身權利被剝奪而提出對立法有無違反平

等權。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無可避免的要處理集體權保障的爭議，當社會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同性伴侶主張婚姻權則產生社會資源稀釋的負面觀感，

在原有傳統婚姻制度下的特殊權利，將不再專屬異性伴侶。 

然，同性伴侶要求進入婚姻制度，不是一種「非」法行為，而是基於

平等權的保障，同性伴侶基於個人自主意願下，選擇進入婚姻對象，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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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法所保障，不應該因性傾向不同而剝奪應有的合法權利。若以個人權

利賦予為判決標準，不但可以解決搭便車的爭論，同時也符合部分同性戀

者不願進入現有婚姻制度下，卻可以透過法院判例，承認兩個同性戀人在

一起是合法的，形式上的認同或許是大多數同性伴侶所爭取的平等意義。 

我國已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之下，理論上已經接軌國際人權公約，國際各國對於有關同性伴侶

正式關係的法制上不論制定何種形式，多數國家都持友好與開放的態度，

擴展合法權利適用對象至同性伴侶。台灣目前尚未提供同性伴侶進入婚姻，

僅僅因為性傾向的不同；然而，因為性傾向的不同而產生權利保障的差別，

是否涉及性傾向的歧視。未來我國政府不可避免的要處理同性婚姻爭議，

如何落實兩公約中禁止歧視的部分，實踐社會公義，則考驗政府的決策。 

(二)政治部門─尋求多數共識的建立 

同性婚姻植基於憲法法位階的保障情況下，我國政治部門如何回應同

性伴侶所主張婚姻權利合法的訴求，會產生兩種方式： 

第一種立法機關主動立法，基於同性婚姻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範圍，

政治部門尤其以立法機關而言，應主動立法保障同性婚姻合法，可以透過

修改《民法》親屬篇與婚姻有關的部分，包括身分認定、稱謂、財產繼承、

家庭權、親權等相關權利。 

第二種立法機關消極立法，經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基於替代立法者

彌補漏洞的原則，若要等待立法者修法為緩不濟急的情況下，此為不得已

的措施，以補充宣告的方式，使同性婚姻權利保障合法後推動立法機關立

法保障。在透過司法部門確立保障同性伴侶取得進入婚姻的合法性，政治

部門必須有所回應，不論是在立法機關制定法律予以保障，或者行政機關

執行政策，在可能的情況下預期會產生兩項途徑： 

第一項立法機關修改《民法》，儘管非立法機關主動立法，然基於尊重

大法官解釋與立法機關職責，進行《民法》修訂，行政機關則執行相關法

律。此項可被視為政治部門間接承認同性婚姻合法。 

第二項立法機關制定專法提供同性伴侶權利保障，在對修改《民法》

與婚姻有關的部份有其困難之際，立法機關為提供同性伴侶在婚姻權利的

保障，卻又無法取得立法者與民意絕大多數共識下，採取制定專法為過度

性質的保障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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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論是採取第一種或者第二種方式，就目前我國法制實際運作

狀況來說，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中，為現行婚姻法規制度拒絕同性伴侶

進入婚姻制度提供正當性。實務上，同性伴侶的需求該透過何種途徑獲得

保障，可經由政治部門，國會進行立法或者行政部門直接回應同性群體的

需求。若走向國會立法途徑，那麼究竟這樣的立法是保障少數群體的利益，

或者是少數暴力；此外，國會立法過程中，尚且需要面對的是變動快速的

政治因素，這些將使國會立法方式呈現較多的不穩定的可能性。 

產生變動性的因素在公眾意見，將影響政策形成，不論是司法、立法、

行政單位無法忽略的是社會大眾多數的意見。就以台灣而言，同性婚姻權

利合法的議題，透過社會倡議運動，扭轉過去民眾對同性戀的負面印象，

尤其以台灣同志大遊行已進入第 11 屆，在促進同性戀者權益上可以看見

一定的成果。實際上，台灣爭取同志權利的社會運動確實有助改善民眾過

往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逐漸認知到同性戀者僅僅在性別傾向上與主流的

選擇異性傾向有所不同。然而，真正將權利具體落實在法律條文或者生活

中，進度卻是極其緩慢的。政府部門在回應相關權利訴求上，多考量到是

否牴觸現行法規範；其次，立法機關針對相關權利議題的立法，除多數民

眾意見之外，政治氛圍也成為立法相關變項。對於國會議員而言，回應選

民需求為其主要職責，在台灣，同性戀者族群在制定保障權利要求過程上，

相對其他少數或者弱勢群體來的更加困難，其主要原因在於並未有代表同

志族群權利發聲的國會代表，形成所謂政治權力上的弱勢。 

綜觀上述，我國政治部門，無論立法機關或者行政機關，在同性伴侶

爭取正式關係爭議部分，理論上，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中研擬「人權基

本法」草案，以及「國家人權報告書」漸進式的將同性戀者的權利納入人

權保障範圍；事實上，礙於社會大眾對有關同性婚姻合法沒有絕大多數共

識下，具體的政策與立法並未詳細討論與列入，使同性伴侶進入婚姻在現

階段仍無可行性。 

二、第二步：建構家庭權的保障 

在建立同性伴侶的權利義務關係後，透過法制確立雙方合法後，本文

建議建構保障家庭權。我國社會環境變遷快速以及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

家庭與婚姻形式出現不同於傳統的樣態，而有多元形式的家庭組成，這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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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非婚姻組成的家庭在權利與義務關係無法獲得保障，也無法擁有國

家所提供社會福利上的保障與優惠。 

我國憲法條文中雖未有具體保障家庭權的規範，卻在司法實務上透過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條文相繼形塑家庭權的保障，卻依舊是以異性伴侶婚姻

為基礎組成的家庭，這顯然不符合我國現代社會實際發展。考量到共同居

住的事實與家庭多元樣貌的現況，我國法制應建立家庭權保障法制，不同

親密形式所建構出的是多樣家庭的組成。就家庭權的保障對象來看，應及

於每個有組成家庭需求的人，或組成家庭後成為家庭成員或家屬的人，同

時應考慮到共同居住的事實，這些都屬於家庭權保障對象範圍。以美國

Domestic Partnership 模式而言，並未明確的指出保障家庭權的部分，本文

建議我國在同性伴侶權利義務關係的法制層面上可以納入以「共同居住事

實」為基礎的條件建立對家庭權的保障，破除僅以親密性行為為基礎所成

立家的形式，提供多元家庭樣態法制保障，真正落實多元社會的公平保

障。 

三、第三步：子女收養權 

同性婚姻合法受到高度爭議的部分，最重要的除了衝擊現有婚姻制度

外，更重要的在於親權方面。反對同性婚姻合法者提出同性伴侶進入婚姻

將影響下一代的延續，意旨以生物方式自然延續下一代，就同性伴侶雙方

在不借助生殖科技以及外力的情況下，確實無法突破生物觀點自然生產的

限制。那麼，其補救措施在於以「收養」子女或者以人工方式透過生殖科

技獲得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下一代，對於異性夫婦而言無法生育，透過一

定的法律程序可以進行收養子女，而同性伴侶收養子女涉及的卻是子女最

佳利益原則以及倫理道德層面的質疑，具高度爭議性，且不論國內外皆對

同性伴侶的親權有所論辯。 

美國同性伴侶收養子女的議題在 1980 年代始獲得重視，當時美國社會

對於同性伴侶收養子女的態度傾向於不承認3，原因除了同性伴侶之間未有

                                                      
3
 因當時美國社會對於子女收養其規範是建立在婚姻關係上，然而在同性伴侶無法合法進入婚姻

制度的情況下，故無法如同異性夫婦共同收養，僅限其中一人以個人身分收養，已成為該養子女

的法律上父或母，而另一個人則與養子女無法律上的親屬關係。這樣的規範受到質疑與批評，主

要在於收養子女是雙方共同決定，也是由雙方共同擔任養育責任，為何只有一個人能獲得法律上

父母的身分，與實際家庭生活情況不符。其次，不能與另一方或父母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不利子

女，特別是當雙親感情生變而解除關係，養子女將無法向非法律上父母的一方請求扶養費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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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關係之外，收養子女同時涉及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當時美國社會多數

認為同性伴侶的組合對孩童成長會造成不良的影響，反對同性伴侶收養子

女。事實上，同性伴侶收養子女其所涉及的是子女選擇權。對於未成年子

女而言，無法選擇父母是否適合自己，不若成年伴侶之間對象的選擇，是

透過各項因素的評估後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此外，由於我國繼受歐陸法的影響，身分法的制定到修正，是由家本

位轉變為子女本位、夫妻平等原則的基礎下，且隨家庭與婚姻型態有所變

化，子女所面對不再是從一而終的婚姻與父母關係之際，法規範更應提供

以子女為主要對象的保障。在收養制度上，也援引保障子女最佳利益原則，

民法 1079 條中明確規定：「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

最佳利益為之」，在雙方締結關係與解除關係上都以此原則為主。惟，子

女最佳利益原則具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性質，在實務上的運用，適用對象

方面非不能納入同性伴侶，在符合社會多元生活現況的前提下，未來是否

也應考量既存在現實生活中同性家庭中子女的權利，而真正落實子女最佳

利益原則，非僅因收養人的性傾向而剝奪養子女合法的權利。 

貳、在教育層面上落實多元性別平等 

扭轉過去長期對同性戀者負面刻板印象與污名化，無法僅由媒體報導

或者每年的同志大遊行即可達成。媒體對於有關同性戀者的報導篇幅有限

以及不夠全面的狀況下，片面性的報導提供單一面向的思考，而同志大遊

行亦非所有媒體都報導下，涵蓋性有限。以美國為例，雖同性戀者平權以

及婚姻平權運動確實喚醒對同性戀者權利的重視，然而，要真正改變根深

蒂固的歧視亦是透過教育著手。隨著社會日益多元，在 2014 年的今日，

美國逐漸加強對非主流性向的包容力，加州更成為全美第一個把跨性別學

生權益保障，納入公立學校校規中，具體落實在生活上的細節，則是建立

符合跨性別學生認同的洗手間。 

事實上，一旦涉及立法或政策，民眾以及政治部門則出現禁止或者主

張維持傳統婚姻制度的傾向，要解決立法或政策制定上的爭議，沒有立即

的方式，唯有透過教育，方能凝聚絕大多數共識，實現建立正式同性伴侶

                                                                                                                                                        
來也無法享有繼承權。林昀嫻，〈論未成年人收養之國際趨勢與我國法制〉，《台灣國際法期刊》，

第 5卷，第 1期，2008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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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由學校教育著手禁止學校歧視非傳統性向的學生，學校有義務提供

學生一個零歧視的學習空間，這樣的趨勢反映出社會觀念的轉變，家長不

再畏懼非傳統性向的子女，不再像過去採取逃避或是掩蓋的態度，這才是

真正落實禁止歧視的具體作為，進一步促使美國教育部通令全美學區將有

關跨性別學生權益的申訴，劃歸於 1972年頒布的禁止學校性別歧視法。

反觀我國，教育部在 2011 年預計推動的同志教育，光是教科書內容編入

同志教育，就遭遇到多數來自家長與第一線教師的反對，呈現出的事實與

民調數字上的落差，說明台灣具體落實在教育與日常生活中對於非傳統性

向認同仍不足，我國在同性戀者的教育上仍舊需要更具多元寬容的態度，

以實現多元性別平等。 

國際上，在 1990 年 5 月 17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同性戀」從

精神疾病中除名，這是繼美國精神學會在 1973 年之後國際組織更進一步

去除對同性戀的污名化，且喚醒人們關注因對同性戀、跨性別的恐懼而加

諸對同性群體的歧視、暴力行為，同時消除對同性戀者的偏見。透過國際

人群組織降低對同性戀社群負面偏見，消彌主流異性觀點對同性戀者的歧

見，多數國家也在政策與法律上具體落實保障同性戀者有關婚姻權利或者

合法共同居住關係方面。相對我國社會而言，對於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利

的認同，不能光透過民調數字來分析，儘管民眾認同同性戀者應有權利選

擇進入婚姻，然而實務上涉及權利賦予卻傾向反對，造成認同與權利賦予

的落差，最主要多元性別的實踐並不徹底，更應經由教育傳遞包容多元性

別的重要性。 

無法完整的傳達同性戀者的訴求與主張，以「多元成家」方案而言，

伴侶盟公布之際引來多方的反彈與質疑，對多元成家所提出的方案也有許

多誤解之處。如何在公共議題產生論辯之際化解不同意見，除了媒體之外，

要消除所謂的歧視，必須落實學校教育，實踐真正的多元性別認同。首先，

應在教育政策上制定有關多元性別保障的部分。其次，在教科書編輯上，

不仿納入非傳統性別的內容，提供在學學生對於性別上多元的認知。再次，

教育人員應更能接納與認同非傳統性別傾向的學生，適時提供其所需的相

關協助。最後，學校的軟硬體設施上，建構跨性別的空間與設施，例如洗

手間。期望經由學校教育可以真正達成落實多元性別認同與權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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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其研究限制在於取徑歐美的同性婚姻制度與經驗，

須考量的是我國與歐美文化背景及法律制度差異，其所運行的同性婚姻經

是否完全符合我國社會大眾所能接受範圍，其研究限制可分為： 

壹、社會文化差異 

美國同性婚姻經驗與制度，在建立的過程中，除了考量法律制度的因

素外，還加入宗教背景、文化、生活等脈絡。然，以美國對於同性婚姻權

利合法上，即使有加州、佛蒙特州、麻州等各州對同性伴侶賦予等同婚姻

的權利，卻仍有北卡羅萊州 等大多數州禁止同性婚姻。 

在歐洲同性婚姻制度經驗部分，考量各國憲法、文化、宗教、家庭之

外，歐盟人權保障體系對其會員國的約束力。例如：Dutch 承認同性婚姻

權利合法，同時存在 Registered Partnership，當跨越國界後，France 即承認

Dutch 的同性婚姻關係；然而，德國(eingetragene Lebenspartnerschaft)、英

國(civil partnership)則不承認其婚姻關係(Boele-Woelki, 2008 : 1962-64)，一

直到 2013 年英國才立法通過同性婚姻。對於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議題而

言，美國和歐洲也因其文化、宗教信仰差異而截然不同何況對於台灣而言

要全然比照其的制度，必然有其限制。 

婚姻制度裡夫權獨大，妻的財產原則歸夫，對孩子教養意見不一致時，

以父親的意見優先的「社會共識」，在許多的倡議下，現今中華民國的民

法中，形式上不再有任何夫權與父權優先的規範。因此，婚姻制度是否全

然不能變更？同性婚姻權利是否仍被排除在台灣婚姻制度？ 

婚姻被認為是穩定社會結構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在家庭關係的建立，

關鍵的是必須有和諧的家庭關係，而維繫和諧的家庭關係則需要有健全的

親子關係。由其在台灣的傳統文化中「血緣」關係的重要性。異性夫婦面

對不孕，在尋求解決方法中仍必須面對「代理孕母」不合法的困境，更何

況同性夫婦並未有合法夫婦身分的情況下，所要面臨的問題更勝異性夫

婦。 

歐美國家，不論是何種形式的同性婚姻其所賦予的權利也包含親權的

擁有，同性夫婦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方式獲得自己的下一代，或者以收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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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養方式達成健全家庭關係。建立和自己相同血緣關係的下一代，是台灣

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根深蒂固的社會共識之一，改變這個觀念需

要更長時間與的累積。這個文化上的差異所形成價值觀上的不同，是台灣

同性伴侶爭取婚姻權過程中取法歐美模式的限制。 

貳、法律特性不同 

美國法律的二元性，讓同性伴侶雖無法獲得聯邦福利的保障，卻透過

州所賦予合法權利而獲得保障，其限制是各州所賦予的權利不同，一旦搬

遷到其他州緣有關係與權利將不再獲得承認與保障。California 的 Domestic 

Partnerships 試圖緩解該困境，不論他州的同性夫婦所採取的是 Civil Union

或者是 Domestic Partnerships 亦或是州層級的同性婚姻所保障的權利只要

和 Califarnia 沒有相互牴觸一律沿用同時也賦予 Califarnia 權利保障。 

歐洲部分，除了法律特性的差異外，尚須考量到歐盟的法律。單以歐

洲地理位置的區分北、中、南、東歐，各國法律制度對同性婚姻權利的承

認也有區別(Boele-Woelki, 2008 : 1955-60)。不論事「類似」婚姻制度，或

者是登記成為合法關係，甚至是比照異性夫婦有合法的婚姻關係，這些都

是依照各國法律制度而訂。歐盟成立後，歐盟制訂的法律對各會員國有約

束力，二者之間是否產生權利保障矛盾之處。 

台灣行政權力劃分中央與地方，地方有其事權管轄範圍，國家權利由

中央與地方一同分享，其執行的事項各自有其規定，但各項規定皆不可以

抵觸國家法律。中華民國的法律全國一體適用，無法透過地方自治單位建

立保障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的法源。作為聯邦的美國，有些事物歸聯邦管轄，

某些則據州立法而行，因此會出現州與州間法律規定不同的狀況。台灣在

參考美國同性婚姻之際，必須考量其限制性─法律制度的不同。 

台灣同性婚姻權利保障體系的建構，主要分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

法律保障體系的建構、憲法保障體系的建構。社會保障體系上首先要建構

社會價值體系減少對於同性戀者甚至同性婚姻的歧視，同時建立保障其實

質權利的保障系統，例如在明確的醫療地位的權利、社會福利的保障等。

其次，在法律體系的保障上，透過修法、立法來保障同性婚姻權利，同性

婚姻權利保障要一蹴即成有其困難，然而相關實質權利的保障卻可以透過

法源來建立。例如，就業法中正面表列「性傾向」包含同性傾向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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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再者，透過憲法體系建構制度性、實質性的同性婚姻權利的保

障，分析修憲、釋憲途徑的可能性。最後，分析這些保障體系的建構過程

中所面臨的挑戰。 

參、仍論辯中的議題 

本論文在寫作過程中其所產生的限制在於有關同性婚姻權利合法為持

續發展中的議題，目前尚未有最終結論出現。本文研究雖探討歐美同性婚

姻制度模式，然經過歸納分析後，將選取歐美較合勢我國解決同性婚姻權

利爭議的途徑。不論是美國聯邦層級目前已對 DOMA 做出違憲的判決，

婚姻適用對象不再僅限「一男一女」，卻也未具體說明入憲與否，僅將決

定權交由各州，這象徵未來同性婚姻仍存在爭議，各州在同性婚姻上的訴

訟、判決趨向以及聯邦最高法院最終判決都是值得持續關注與發展研究；

此外，在歐盟以及歐洲人權法院對同性婚姻進一步的判決與態度，不但有

對歐洲各國產生影響，甚至非歐洲國家也會援引判決論述成為該國判決的

依據，這些未定案持續發展中的權利議題，值得繼續深入探討之際，卻也

隱含著研究中的不確定性與變數。 

至於，我國的人權保障觀念受到重視，社會各界主張保障弱勢群體利

益之際，同性戀社群開始意識到保障自身權益的重要性，遂有一系列的同

性權利倡議。然而，同性婚姻議題對我國社會而言，具有較大的爭議性。

主要在於同性婚姻挑戰憲法婚姻制度外，尚且顛覆原有社會價值、家庭倫

理體系；因而，在主張同性婚姻權利合法化過程中，遭受來自各界的挑戰，

迄今法律制度部分尚未作出明文具體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條文。主張同性

婚姻權利合法者則藉由公民倡議的力量，企圖透過立法來保障平等的婚姻

權。一連串的立法行動目前仍在進行中，另外地方法院就同性婚姻合法與

否向大法官提出聲請釋憲，未來寫作過程中將持續關注這兩方面的後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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