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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50 號 委員 提案第 2297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士葆、沈智慧等 23 人，鑑於司法院大法官發布第

七四八號解釋，要求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應使相同性別

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

之關係。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

形成範圍。考量同性二人共同生活與異性婚姻間，於自然面

存在事物本質之重大差異，且異性婚姻法制於我國已行之有

年，其依此建構所衍生之社會秩序不應輕率撼動。本法以民

法親屬編之既有價值決定為基礎，創設非婚姻之其他制度，

以婚姻以外之其他形式保障相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

關係，據以達成大法官所稱婚姻自由之平等保障。如此可避

免造成社會兩極意見之對立及衝突之激化，並改善同性家屬

在日常生活中遭逢之現實困境。特擬訂「公投第 12 案施行法

」草案，以減少變更異性婚姻法制變革所產生之法制適用問

題，並兼顧相同性別二人共同生活之法制需求。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本法為保障相同性別之二人，因永久共同生活之家屬身分關係及相關權益之專法。 

二、相同性別之二人因永久共同生活之家屬身分關係非屬婚姻，依本法規定，相同性別二人間

基於家屬之地位，本法制定重點如下： 

1.相同性別二人成立同性家屬，準用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之規定。（第三條） 

2.相同性別、滿二十歲且未受監護宣告之二人，得成立同性家屬關係。（第四條） 

3.同性家屬關係之形式要件，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

向戶政機關為同性家屬之登記。（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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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性家屬之近親禁止（第六條）、排他性（第七條）及無效事由。（第八條） 

5.同性家屬共同生活之照顧義務和住所決定。（第九條） 

6.同性家屬互為日常家務與醫療事務之代理人。（第十條） 

7.同性家屬間之生活費用負擔（第十一條）、以及財產制。（第十二條） 

8.同性家屬關係之解消採任意終止。（第十三條） 

9.同性家屬間之遺產分配請求權。（第十四條） 

10.同性家屬之指定監護人與共同監護。（第十五條） 

11.同性家屬之免稅額計算。（第十六條） 

12.本法明定自公布後半年施行，給予戶政機關配合修正之準備期間。（第十六條） 

 

提案人：賴士葆  沈智慧             

連署人：黃昭順  陳超明  鄭天財 Sra Kacaw   羅明才  

廖國棟  林岱樺  孔文吉  徐志榮  蔣乃辛  

陳雪生  呂玉玲  曾銘宗  費鴻泰  周陳秀霞 

黃秀芳  黃國書  陳歐珀  張廖萬堅 陳素月  

蔡適應  顏寬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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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第 12案施行法草案 

名 稱 說 明 

公投第 12 案施行法 中華民國一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司法院大法

官發布第七四八號解釋，要求相關法律之修正

或制定，應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

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關係。

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

立法形成範圍。 

按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稱家者，

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

」次按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雖

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

，視為家屬。」衡諸民法親屬編之規範，立法

者就相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於法制

設計使其得以婚姻以外之其他形式（即家屬關

係）獲得保障，此立法者既有之價值決定。 

考量同性二人共同生活與異性婚姻間，於自然

面存在事物本質之重大差異，且異性婚姻法制

於我國已行之有年，其依此建構所衍生之社會

秩序不應輕率撼動。本法以民法親屬編之既有

價值決定為基礎，創設非婚姻之其他制度，以

婚姻以外之其他形式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

共同生活關係，據以達成大法官所稱婚姻自由

之平等保障。如此可避免造成社會兩極意見之

對立及衝突之激化，並改善同性家屬在日常生

活中遭逢之現實困境，同時減少變更異性婚姻

法制變革所產生之法制適用問題，兼顧同性二

人共同生活之法制需求，爰擬具本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保障相同性別二人以經營永久共同生

活為目的，成立同性家屬關係，以落實其組

織家庭之權利，特制定本法。 

一、本法之制定，旨在使相同性別二人為經營

永久共同生活所成立之同性家屬關係獲法

律承認，落實相同性別二人組織家庭之權

利，爰揭示立法目的。 

二、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七四八號解釋，相同

性別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所成立

之親密性及排他性關係應予保障，至於以

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

法形成之範圍。本法創設非婚姻之其他制

度，以婚姻以外之其他形式保障同性別二

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關係，據以達成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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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所稱婚姻自由之平等保障。 

三、參照司法院大法官第七四八號解釋之用語

，並參考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條之立法例。 

第二條 （定義） 

本法所稱同性家屬，指依本法成立同性

家屬關係之雙方當事人。 

明定本法用詞定義。 

第三條 （準用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之規

定） 

依本法成立之同性家屬準用民法第一千

一百二十三條之規定。 

為保障同性家屬享有民法家屬地位之身分保障

，明定同性家屬準用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

之規定。 

第四條 （同性家屬關係之成立） 

相同性別、滿二十歲且未受監護宣告之

二人，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得成立

同性家屬關係。 

民法第十二條規定，滿二十歲為成年。第十五

條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爰將

成立同性家屬關係之最低年齡定為二十歲，且

以未受監護宣告而有完全行為能力者為限。 

第五條 （同性家屬關係之形式要件） 

成立同性家屬關係應以書面為之，有二

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

政機關為同性家屬之登記。 

一、同性家屬關係之形式要件，應滿足書面、

二位以上證人簽名，以及向戶政機關登記

為同性家屬之要件。 

二、鑑於同性家屬於戶政實務無法登記為「家

屬」，僅能登記為「寄居」（內授中戶字

第 1000060324 號參照），故特立本法保

障相同性別二人於戶政機關登記互為「同

性家屬」之權益。 

第六條 （同性家屬之近親禁止） 

與下列親屬，不得成立同性家屬關係：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 

二、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

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親，備份相

同者，不在此限。 

三、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份不相同者

。 

前項直系姻親成立同性家屬關係之限制

，於姻親關係消滅後，亦適用之。 

第一項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成立同性家

屬關係之限制，於因收養關係而成立之直系

親屬間，在收養關係終止後，亦適用之。 

雖然同性家屬關係無優生學之考慮，惟為維持

我國固有倫常觀念，酌參民法第九八三條禁婚

親之立法例。 

第七條 （同性家屬之排他性） 

有同性家屬或配偶者，不得與他人成立

同性家屬關係。 

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成立同性家屬

一、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

，相同性別二人之永久共同生活具有排他

性，特制定本條。於本法明定禁止重複成

立同性家屬關係，或同時與他人成立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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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或同時與二人以上分別成立配偶及同

性家屬關係。 

家屬或配偶關係。 

二、參考民法第九百八十五條立法例而規定。 

第八條 （同性家屬之無效） 

同性家屬關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 

一、不具備第五條之方式。 

二、違反第六條規定。 

三、違反第七條規定。 

考量同性家屬關係成立要件之強制性，禁止近

親成立同性家屬以維繫倫常，並兼顧成立同性

家屬之排他性，特制定本條。 

第九條 （同性家屬之生活照顧義務與住所決

定） 

同性家屬互負共同生活之照顧義務。 

同性家屬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

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推定以雙方共同戶

籍地為其住所，但法院得因一方之聲請，以

裁定定之或變更之。 

一、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

，相同性別二人之永久共同生活具有親密

性，爰明定同性家屬互負共同生活之照顧

義務。 

二、第二項明定，同性家屬之住所以共同協議

為原則。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以雙方

共同戶籍地推定為其住所，但同性家屬之

一方得聲請法院，以裁定定之或變更之。 

第十條 （日常家務及醫療事務之代理） 

同性家屬於日常家務與醫療事務，互為

代理人。 

同性家屬之一方濫用前項代理權時，他

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一、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

，相同性別二人經營共同生活之關係應予

保障，特制定本條。 

二、明定同性家屬於日常家務互為法定代理人

，茲保障同性家屬間之共同生活權益，以

便互相扶持照顧。又一方於日常生活中生

病或遭逢意外事故，而有接受手術、侵入

性檢查或治療之必要時，規定他方就日常

醫療事務為代理人，符合相同性別二人共

同生活之實際需要，以期周全。惟一方濫

用代理權時，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對抗

善意第三人，以維護交易安全，並兼顧第

三人對於法定代理規定之信賴。 

第十一條 （生活費用分擔） 

同性家屬間之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

另有約定外，由雙方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

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 

因前項費用所生之債務，由雙方負連帶

責任。 

一、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

，相同性別二人經營共同生活之關係應予

保障，特制定本條，明定同性家屬間之生

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雙

方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

分擔之。 

二、所謂生活費用，指同性家屬共同生活所必

需之事項，如食物、水電、就學、醫療保

健等一般生活開銷，其範圍與前條之日常

家務相同。 

第十二條 （同性家屬間之財產制） 

同性家屬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

其財產。但雙方當事人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

一、為確保同性家屬雙方當事人彼此間權利義

務之平等，第一項明定各保有其財產之所

有權，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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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互約提供之財產，屬於雙方公同共

有。 

公同共有財產，由同性家屬共同管理；

其管理費用，由該財產負擔。但約定由一方

管理者，從其約定。 

同性家屬之一方，對於公同共有財產為

處分時，應得他方之同意。但該同意之欠缺

，不得以對抗善意且非因過失不知其事實之

第三人。 

同性家屬之一方死亡時，除當事人另有

約定外，公同共有財產之半數，歸屬於死亡

者之遺產。其他半數，歸屬於生存者之他方

。 

同性家屬關係消滅時，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雙方各取回其以書面互約提供之財產。

如有剩餘，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雙方各

得其半數。 

產。惟雙方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者，得以

書面互約提供之財產，酌參民法第六六七

條合夥之規定，屬於雙方公同共有。 

二、第二項酌參合夥之法理，明定公同共有之

財產，由同性家屬共同管理，其管理費用

，由該財產負擔。但約定由一方管理者，

從其約定，以尊重當事人之意思，並求簡

便。 

三、為保障同性家屬雙方當事人之處分權能，

第三項規定公同共有財產之處分，應得公

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惟為兼顧交易安全

，爰規定該同意之欠缺，不得以之對抗善

意且非因過失不知其事實之第三人。 

四、第四項酌參民法第一千零三十九條之規定

，明定同性家屬之一方死亡時，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例如約定依

雙方提供財物之價值比例或出資比例分劃

等情形者外，公同共有財產之半數，歸屬

於死亡者之遺產。其他半數，歸屬於生存

者之他方，以示公平表彰雙方對於增益公

同共有財產之貢獻。 

五、第五項酌參民法一千零四十條第一項與第

二項之規定，明定當同性家屬關係消滅時

，典型之例為同性家屬關係終止時，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例如本條第四項關於一方

死亡之規定），雙方各取回其以書面互約

提供之財產。如有剩餘，顯係同性家屬關

係存續中因雙方共同協力所取得，除當事

人另有約定外，由雙方各得公同共有財產

之半數，以求公允，並肯定雙方對於增益

公同共有財產之努力付出。 

第十三條 （同性家屬關係之任意終止） 

同性家屬之一方，得隨時終止同性家屬

關係。但因此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

方請求賠償。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項終止，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

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終止同性家

屬關係之登記。 

戶政機關於前項同性家屬之一方為終止

同性家屬關係之登記時，應以書面通知同性

家屬之他方。 

一、酌參民法第六章家之立法例，按民法一一

二七條規定，成年家屬得請求由家分離。

次按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規定，家長對於

成年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爰訂定同性

家屬之一方得隨時終止同性家屬關係，但

因此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

賠償其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 

二、同性家屬關係之形式要件乃至戶政機關為

同性家屬登記，其終止效力始於戶政機關

為終止同性家屬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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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同性家屬間之遺產分配） 

同性家屬關係成立時，雙方當事人於不

違反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協議互為遺產

分配。 

未為前項協議者，推定雙方互為遺產分

配之數額，為其各自遺產之半數。 

一、同性家屬關係成立時，雙方當事人於不違

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自由約定

遺產之處分，預先協議為遺產分配，例如

協議一方死亡後，其遺產之半數歸屬於死

亡者之繼承人，其他半數歸屬於生存者之

他方。斯項協議之定性，即為我國實務上

所承認死因贈與之約定，乃贈與契約之一

種，係於贈與人生前所訂立，以贈與人之

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

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請參見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上字第 1197 號、88 年度台上字

第 91 號、95 年度台上字第 817 號等判決

），同時具有預先協議遺產酌給額度之作

用，併予敘明。 

二、若同性家屬關係成立時，雙方當事人未協

議互為遺產分配，此際為獎掖同性家屬雙

方當事人恪盡共同生活之照顧義務，爰推

定雙方互為遺產分配之數額，為其各自遺

產之半數，以昭公允，並切合通常情形下

當事人之意思，。 

三、此一推定雙方互為分配遺產半數之規定，

性質上係基於死後扶養之法理，具有補充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法定繼承人範圍

規定之功能，在不變動現行民法繼承編規

定底下，實質上將請求分配遺產之權利主

體擴大及於非法定繼承人之同性家屬，使

生存者得請求分配死亡者遺產之半數，寓

有生前照顧與死後扶養具有相當對價性之

互惠思想，符合規範相同性別二人永久共

同生活之制度目的。 

第十五條 （指定監護人與共同監護） 

同性家屬關係成立時，一方對其未成年

之子女，除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外，亦得因

就學、醫療、生活照顧等事項，於一定期限

內，以書面委託他方行使共同監護之職務。 

前項受委託之他方當事人，除另有規定

外，於保護、增進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內，

行使、負擔同性家屬之一方對其未成年子女

之權利、義務。 

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法

定代理人。 

一、衡諸民法第一千零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同性家屬之一方就其未成年子女，本得以

遺囑指定監護人，固不待言。益有進者，

同性家屬關係成立時，一方之未成年子女

，可能在就學、醫療、金融機構開戶、生

活照顧等方面，常受他方之協助關照。為

便利他方當事人照顧保護一方之未成年子

女，本條第一項參酌民法第一千零九十二

條委託監護之規定，爰明定同性家屬之一

方對其未成年子女，得因就學、醫療、生

活照顧等事項，於一定期限內，以書面委

託他方行使共同監護之職務，俾符合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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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實際需要。 

二、第二項酌參民法第一千零九十七條第一項

前段關於監護人職務之規定，明定受委託

行使共同監護之同性家屬他方當事人，除

另有規定外，於保護、增進受監護人利益

之範圍內，行使、負擔同性家屬之一方對

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以明確監護

人之職務範圍。 

三、第三項酌參民法第一千零九十八條第一項

關於監護人代理權之規定，明定監護人於

本條第一項所約定之監護權限內，為受監

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第十六條 （同性家屬之免稅額計算） 

同性家屬之一方受他方扶養者，因在校

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認列為所得

稅法之綜合所得稅扶養家屬。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相

同性別二人經營共同生活之關係應予保障，酌

參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規定，明定同性家屬之

一方受他方扶養者，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

無謀生能力，認列為所得稅法之綜合所得稅扶

養家屬。 

第十七條 （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後半年施行。 

因本法涉及戶政系統之變更，明定本法自公布

後半年施行，給予戶政機關配合修正之準備期

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