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論中國婚姻法關於婚姻要件之修正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4-2414-H-004-055- 

執行期間： 94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計畫主持人：林秀雄 

 

計畫參與人員：王重陽、施旻孝、陳雅琳、魏琪芸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0 日

 



 1 

壹壹壹壹、、、、計畫中文摘要計畫中文摘要計畫中文摘要計畫中文摘要    

◎關鍵字： 

婚姻要件，法定結婚年齡，近親結婚，婚姻無效，結婚登記。 

◎摘要 

中國大陸婚姻法於二 OO 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做大幅度之修正，本研究計畫主要以中國

婚姻法關於結婚要件之修正為研究對象。茲就計畫要點分析如下： 

一、序言 

二、婚姻之實質要件 

1. 須男女雙方自願 

2. 須達法定結婚年齡 

3. 須非重婚 

4. 須非近親結婚 

5. 須無禁止結婚之疾病 

三、婚姻之形式要件 

1. 結婚登記之機關 

2. 結婚登記之程序 

四、婚姻之無效與撤銷 

1. 婚姻之無效 

（1）婚姻無效之事由 

（2）婚姻無效之效力 

2. 婚姻之撤銷 

（1）婚姻撤銷之事由 

（2）婚姻撤銷之效力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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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計畫英文摘要計畫英文摘要計畫英文摘要計畫英文摘要    

◎Key words: 

    Requirements of a marriage, Legal age of a marriage, A marriage  between 

closely related relatives, Invalid of a marriage, Register of a marriage 

◎Summary: 

The Chinese Family Law was largely modified in April 28 of 2001. The research 

project is concentrating on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legal requirements of marriage 

in the Chinese Family Law.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are as follows: 

1.Introduction 

2.Substantial requirements of a marriage. 

(1)A marriage is out of the parties’ own free will. 

(2) The parties must reach the legal age of a marriage. 

(3) One of the parties must not be bigamous. 

(4) A marriage is not between closely related relatives. 

(5) One of the parties must not suffer diseases which cause a prohibited 

marriage. 

3. Formal requirements of a marriage 

(1) The register institute of a marriage. 

(2) Legal proceedings of the register of a marriage. 

4. Invalidity and revocation of a marriage 

(1) Invalidity of a marriage 

a. The reasons of an invalid marriage. 

b. The legal effects of an invalid marriage. 

(2) Revocation of a marriage 

a. The reasons of a revocable marriage. 

b. The legal effects of a revocable marriage. 

5.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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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究計畫的內容研究計畫的內容研究計畫的內容研究計畫的內容    

 

壹、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即依以往各邊區之婚姻條例立法精神於一九

五 O 年制訂婚姻法，乃是建國以後第一個成文法規，亦可見其對於婚姻法之重視。經過三

十年得施行後，發現若干問題，因此於一九八 O年再度就婚姻法之內容做大幅度之修正。

其後歷經二十一年之實踐，亦產生諸多問題，乃於二 OO一年再度就婚姻法為修正。本文

僅就中國婚姻法關於婚姻之要件修正為研究之對象，期能有助於兩岸婚姻問題之解決。 

 

貳、婚姻之實質要件 

一、須男女雙方自願 

    如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共合國婚姻條例第四條規定「男女結婚須雙方同意，不許任

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強迫。」即揭示此一結婚要件。其後，一九三四年之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婚姻法第四條、一九三九年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第五條、一九四四年修正陝甘寧邊區婚

姻暫行條例第一條、一九四六年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第一條、一九四三年晉察冀邊區婚姻

條例第二條、一九四二年晉察魯豫邊區婚姻暫行條例第一條及第四條等均有類似之規定。

一九五 O年婚姻法立法時，立法者認為，男女結婚只能是雙方本人完全自願的夫妻關係的

自由結合，也就是說，男女雙方本人完全自願是男女結婚自由之唯一合法形式。因此，於

婚姻法第三條規定「結婚須男女雙方本人完全自願，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

何第三者加以干涉。」。一九八 O年婚姻法第四條及二 OO一年婚姻法第五條均維持該規定

之立法精神。 

 

二、須達法定結婚年齡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第三條規定「結婚的年齡，男須滿二十歲，

女子須滿十八歲。」。其後，一九三九年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第六條、一九四六年陝甘寧邊

區婚姻條例第五條、一九四一年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草案第四條、一九四三年晉察冀邊區

婚姻條例第四條等均採同樣之規定。一九五 O年婚姻法之立法者認為，由於群眾之經濟貧

困和文化落後，故而早婚在很多地方已經成為一種惡劣的積習，殊不知早婚對於結婚雙方

本人之健康、對於子女的健康和整個民族的健康都是有害的。為免除早婚之害，乃於婚姻

法第四條規定「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得結婚。」。所謂男二十歲、女十八歲並不以滿歲

計算。一九五 O年婚姻法的立法者認為，為使婚姻法在初期即能在全國各地普遍有效的施

行，為照顧到中國一般人計算年齡的辦法大都不是以滿歲計算而是以年頭計算，又為顧及

許多農村甚至許多十三、十四歲男女即行結婚的習慣，如農村青年男女都在二十個年頭與

十八個年頭結婚，比起過去已經算是很大的進步，所以未硬性規定婚齡男須滿二十歲，女

須滿十八歲。一九八 O年婚姻法修正時，或許鑑於以年頭計算並不妥當，且為避免早婚而

造成之人口壓力，因此將結婚年齡提高二歲，依該婚姻法第五條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

早於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於二十周歲。」。二 OO一年婚姻法第六條就此條文並未修正。 

 

三、須非重婚 

    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第二條規定「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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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一九三四年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第二條以及各邊區婚姻條例均有實行一夫一

妻、禁止重婚之規定。一九五 O婚姻法承襲各邊區婚姻條例之精神，於第一條規定「實行

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

度。第二條明文推定「禁止重婚、納妾。」。一九八 O年婚姻法第二條、第三條亦有相同

之規定。二 OO一年婚姻法第二條及第四條亦承襲該立法精神。 

 

四、須非近親結婚 

    關於近親結婚之限制，各邊區婚姻條例之內容不盡相同。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婚姻條例第五條規定「禁止五代以內親族血統的結婚」，一九三四年婚姻法第五條「將五

代」改為「三代」。一九三九年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第八條則限於直系血統關係不得結婚。

一九四六年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第六條規定則仿我國民法第九八三條規定，直系血親、直

系姻親、八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姻親，不得結婚。一九四三年晉察冀邊區

婚姻條例第七條規定則與我國民法第九八三條規定大抵相同。一九五年婚姻法第五條規定

直系血親或同胞的兄弟姊妹，和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者，禁止結婚。其他五代

內的旁系血親間禁止結婚的問題從習慣。所謂五代係指八親等而言。一九八 O年婚姻法之

立法說明認為，許多地方、部門提出旁系血親間所生之子女常有某些先天性之缺陷，現今

推行計畫生育，子女少了，應講究人口質量，要求在婚姻法中明確規定禁止近親通婚。據

此乃將近親結婚之範圍縮小為三代以內之旁系血親禁止結婚。所謂三代係指四親等內之旁

系血親而言。關於姻親間之婚姻並無明文規定。二 OO一年婚姻法第七條仍維持與一九八

O年婚姻法相同之範圍，亦即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禁止結婚。 

 

五、須無禁止結婚之疾病 

    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第六條規定「禁止花柳病、痲瘋、肺病等危險

性的傳染病症的結婚。如上述病症經醫生驗明許可者，可以結婚。」。同條例第七條規定「禁

止神經病及瘋癲的結婚」。其後，一九三九年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第八條、一九四六年陝甘

寧邊區婚姻條例第六條、一九四三年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第八條、一九四二年晉冀魯豫邊

區婚姻暫行條例第十四條，均有類似之規定。一九五 O年婚姻法承襲上述邊區婚姻條例之

立法精神規定「有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者、患花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經治癒者、患痲瘋

或其它醫學上認為不應結婚之疾病者，禁止結婚。」。一九八 O年婚姻法則將該規定修正

為「患痲瘋病未經治癒，或其它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禁止結婚。」。二 OO一年

婚姻法第七條再度將此規定簡化為「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禁止結婚。」。另

依母嬰保健法第九條規定「經婚前醫學檢查，對患指定傳染病，在傳染期內；或者有關精

神病，在發病期內的，醫師應當提出醫學意見，準備結婚的男女雙方，應當暫緩結婚。」。

應當暫緩結婚的疾病包括指定傳染病，在傳染期內。指定傳染病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

病防制法中規定之愛滋病、淋病、梅毒、痲瘋病以及醫學上認為影響結婚和生育的其它傳

染病。 

 

參、婚姻之形式要件 

    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第八條規定「男女結婚須（同到蘇維埃或城市

蘇維埃）舉行登記、領取結婚證書。」，其後，一九三四年婚姻法第八條、一九三九年陝甘

寧邊區婚姻條例第七條、一九四四年修正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第四條、一九四六年陝甘寧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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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婚姻條例第四條、一九四三年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第五條等均以結婚登記為結婚之形式

要件。一九五 O年婚姻法亦承襲上述諸婚姻條例之精神，採取結婚登記記。依該法第六條

規定「結婚應男女雙方親到所在地（區、鄉）人民政府登記。凡合與本法規定的結婚，所

在地人民政府應即發給結婚證。凡不合於本法規定的結婚，不予登記。」。一九八 O年婚

姻法亦採結婚登記制，依該法第七條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

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係。二

OO一年婚姻法修正時，有認為中國實行婚姻登記制度，對符合結婚實質要件，沒有辦理登

記就結婚的，應當補辦登記，如此有益於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加強登記工作。因此乃於

婚姻法第八條之後增加規定「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應當補辦登記。」。根據該條例法精神，

對未辦理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男女，只要符合法定的結婚實質要件，即可補

辦結婚登記，認可其婚姻效力。惟，並無明確不補辦結婚登記之後果，依婚姻法解釋（1）

第五條規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補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

人民法院要求離婚的，應當區別對待。」。依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

施以前，男女雙方符合結婚的法定實質要件的，可認定其具有事實婚姻的效力，不必補辦

結婚登記。一方要求離婚的，可直接辦理離婚手續。（2）對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婚姻登記

管理條例公佈實施後，男女雙方符合結婚的法定實質要件，應當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補辦

結婚登記之後，方可按離婚案件處理。對拒不補辦結婚登記，堅持離婚的，按解除同居關

係處理。 

一、結婚登記之機關 

一九五五年婚姻登記辦法第一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的機關在城市是街道辦事處；沒

有街道辦事處的，是市人民委員會，或者是區人民委員會。在農村為鄉鎮人民委員會。

農村人民公社以後，公社的管理委員會在行政上，也就是鄉人民委員會。」。一九八 O

年婚姻登記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婚姻登記的機關，在城市是街道辦事處或人民

政府；在農村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鎮人民政府。」。但一九八六年婚姻登記辦法第

三條規定「辦理婚姻登記的機關，在農村是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在城市是街道辦

事處或區人民政府、不設區的市人民政府。」，由此可知，在農村，人民公社之機能已

逐漸喪失。一九九四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五條之規定大致與一九八六年婚姻登記辦法

之內容相同。二 OO三年婚姻登記條例第二條規定「內地居民辦理婚姻登記的機關是縣

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或者鄉（鎮）人民政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

民原則，確定農村居民辦理婚姻登記的具體機關。」。此規定可知，街道辦事處以非婚

姻登記機關。 

 

二、結婚登記之程序 

    結婚登記之程序分為申請、審查和登記三個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申請 

結婚當事人申請辦理結婚登記時須出具下列證件和證明材料：1、本人的戶口簿、身

份證   2、本人無配偶及與對方當事人無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的簽字聲明   

 

（二）審查 

婚姻登記機關有實質審查權，審查時，除查看當事人攜帶之證明文件是否齊全外，

尚須查明結婚是否真正出於男女雙方自願、有無強迫及包辦、是否符合法定結婚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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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一夫一妻制原則、有無重婚、有無違反近親結婚之限制、有無禁止結婚的疾病

等。 

 

（三）登記 

婚姻登記機關應當對結婚登記當事人出具的證件、證明材料，進行審查，並詢問相

關情況。對當事人符合結婚條件的，應當場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對當事人不符合結

婚條件，不予登記者，應當向當事人說明理由。 

 

肆、婚姻之無效與撤銷 

    中國婚姻法於二 OO一年之前並無關於婚姻無效與撤銷之規定，依日本學者仁井田教

授認為，無效或撤銷之規定於廣泛承認離婚之場合，其現實的意義不大。在婚姻不解消主

義之下之基督教國家，無效婚與別居制度作為離婚之代用物，曾扮演積極的角色，但於中

國無設置此代用物之必要。惟，該國學者大多認為，違背結婚要件時，其結婚無效。由於

缺乏法律依據，實務上多將屬於無效婚姻之訴訟按離婚程序處理。此種處理之方式，備受

學者之批評。一九八六年，婚姻登記辦法初步規定宣告婚姻無效之制度，其規定「婚姻登

記機關發現婚姻當事人有違反婚姻法的行為，或在登記時弄虛作假、騙取結婚證的，應宣

布該項婚姻無效，收回已騙取的婚姻證，並對責任者給予批評教育。觸犯刑律的，由司法

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然此項規定僅規定對無效婚姻的處理方式，並未界定無效婚姻。

一九九四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對無效婚姻的效力問題進一步予以明確，依該條例第二十四

條規定「未到法定結婚年齡的公民以夫妻名義同居者，或者符合結婚條件的當事人，未經

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者，其婚姻關係無效，不受法律保護。」。同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

「申請婚姻登記的當事人，弄虛作假、騙取婚姻登記的，婚姻登記管理機關應當撤銷婚姻

登記。對結婚復婚的當事人宣布其婚姻關係無效，並收回結婚證。」。該條例以行政法規的

形式規定無效婚姻制度，為婚姻登記管理機關查處違法婚姻提供法律依據。然，其規定仍

較簡單，僅規定違反婚姻形式要件之情況；對違反實質要件之情形，如：非自願婚、近親

結婚、疾病婚等情況，並無明文規定。二 OO一年婚姻法修正時，乃將婚姻無效與婚姻撤

銷之情形明確化，自此中國婚姻法上是有婚姻之無效與撤銷之相關規定。 

一、婚姻之無效 

（一）婚姻無效之事由 

      依二 OO一年婚姻法第十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無效：（1）重婚 （2）有

禁止結婚的親屬關係 （3）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後尚未治癒 （4）

未達法定婚齡。」。由此可知，婚姻無效之事由有四，茲分述如下（1）重婚。重婚係只

有配偶者再與他人結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之行為，包括三種情形：一、有

配偶者又與他人履行結婚登記之程序。二、有配偶者雖未與他人登記結婚，但實際上又

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公開同居生活。三、雖無配偶但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登記結婚，或

雖未登記，但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者，均構成重婚。 

 

      （2）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係。係指當事人間具有法律規定禁止結婚之直系血親或三

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3）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之疾病，婚後尚未治癒。所

謂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之疾病，婚姻法中並無明確規定。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

制法之規定，愛滋病、淋病、梅毒、痲瘋病均屬影響結婚和生育的傳染病；依母嬰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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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九條規定，準備結婚之男女雙方，若有此種之疾病時，應當暫緩結婚。惟所謂暫緩

結婚是否即為不得結婚，並不明確，但以上疾病未必不能治，因此於婚後治癒者，其婚

姻並非無效。（4）未到法定婚齡。亦即男未滿二十二周歲、女未滿二十周歲結婚者，其

婚姻無效。 

 

（二）婚姻無效之效力 

      依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無效的婚姻自始無效。再依婚姻法解釋（一）第十三條規

定「婚姻法第十二條所規定之自始無效，係指無效婚姻在依法被宣告無效時，才確定的該

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護。」。由此可知，中國婚姻法上之無效並非當然無效，而為宣告無效。

又當事人依據婚姻法第十條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申請時，法定的婚姻無

效情形已經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例如一方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之疾

病，惟於申請宣告時已治癒；或一方或雙方未達法定結婚年齡，而申請宣告時已達法定婚

齡者。再依婚姻法解釋（一）第七條規定「有權依據婚姻法第十條規定向人民法院就已辦

理結婚登記的婚姻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主體，包括婚姻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所謂利害

關係人包括（一）以重婚為由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為當事人的近親屬及基層組織。（二）

以未到法定婚齡為由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為未達法定婚齡者的近親屬。 （三）以有禁止

結婚的親屬關係為由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為當事人的近親屬。 （四）以婚前患有醫學上

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後尚未治癒為由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為與患病者共同生活的

近親屬。又，依婚姻法解釋（二）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婚姻無效案件後，經審查確屬

無效婚姻的，應當依法做出宣告婚姻無效的判決，原告申請撤訴的，不予准予。又，人民

法院受理離婚案件後，經審查確屬無效婚姻的，應當將婚姻無效的情形告知當事人，並依

法做出宣告婚姻無效的判決。再依同解釋第五條規定「 夫妻一方或者雙方死亡後一年內，

生存一方或者利害關係人依據婚姻法第十條的規定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人民法院應當受

理。」，依此規定之反面解釋，則夫妻一方或雙方死亡後，超過一年以上者，申請宣告婚姻

無效時，人民法院應當不予受理。再依同解釋第六條規定「利害關係人依據婚姻法第十條

的規定，申請人民法院宣告婚姻無效的，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婚姻關係當事人雙方為被

申請人。 夫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為被申請人。 夫妻雙方均已死亡的，不列被申請人。」。

惟，婚姻無效之宣告究為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不得而知，若為訴訟事件，應有被告知存在，

於夫妻雙方均已死亡時，利害關係申請法院宣告無效者，究以何人為被告，不得而知。 

 

二、婚姻之撤銷 

（一）婚姻撤銷之事由 

      依婚姻法第十一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

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受脅迫的一方撤銷婚姻的請求，應當自結婚登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當事人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恢復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內提

出。」。由此規定可知，婚姻之撤銷原因有二，一為脅迫結婚，二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

結婚。依婚姻法解釋（一）第十條規定「婚姻法第十一條所稱的「脅迫」，是指行為人以給

另一方當事人或者其近親屬的生命、身體健康、名譽、財產等方面造成損害為要挾，迫使

另一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願結婚的情況。」。結婚須男女雙方當事人完全自願，不許任何一

方對另一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人加以干涉。是否結婚及與誰結婚，完全由第三人自行

決定，當事人在結婚時應有明確之結婚合意。若在被脅迫之情形下，或被非法限制人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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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情形下而為結婚者，其婚姻自得請求撤銷。 

 

（二）婚姻撤銷之效力 

      依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被撤銷的婚姻，自始無效。由此可知，婚姻之撤銷具有溯

及既往之效力。可請求撤銷婚姻之人，依婚姻法解釋（一）第十條規定「因受脅迫而請

求撤銷婚姻的，只能是受脅迫一方的婚姻關係當事人本人。」。又依同解釋第十一條規定

「人民法院審理婚姻當事人因受脅迫而請求撤銷婚姻的案件，應當適用簡易程序或者普

通程序。」。至於婚姻法第十一條規定請求撤銷必須在結婚登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此一

年之時間並非時效，因此不適用訴訟時效中斷或延長的規定。 

 

（三）宣告撤銷婚姻之機關 

      受脅迫之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因此宣告機關有二，

一為婚姻登記機關，另一為人民法院。另向婚姻登記機關請求撤銷婚姻者，依婚姻登記條

例第九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當事人依據婚姻法第十一條的規定向婚姻登記機

關請求撤銷其婚姻的，應當出具下列證明材料： （一）本人的身份證、結婚證； （二）

能夠證明受脅迫結婚的證明材料。 婚姻登記機關經審查認為受脅迫結婚的情況屬實且不涉

及子女撫養、財產及債務問題的，應當撤銷該婚姻，宣告結婚證作廢。」。 

 

伍、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中國婚姻法自一九五 O年制訂以後，經一九八 O年修正，再經二 OO

一年再修正後，其法律規定已臻明確、合理。惟，尚有多處有待修正之地方，一、無姻親

結婚之限制。由婚姻法第七條規定可知，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之旁系血親，禁止結婚。惟

姻親關係是否得結婚，並無限制。近親結婚之限制之立法理由並不僅限於優生學上之顧慮，

尚有倫常上之考量。例如直系姻親間雖無血緣上之問題，帶有倫常上之顧慮。配偶死亡後，

與死亡配偶父母結婚；或繼父母與繼子女結婚之情形，將有違倫常，應予禁止。二、所謂

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之疾病，過於抽象，屬於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若無法明確何者

為醫學上不應當結婚之疾病，則會因法官認定之寬嚴不一，會造成婚姻有效、無效之截然

對立。三、婚姻撤銷之二元化。亦即婚姻撤銷之機關除人民法院外，尚有婚姻登記機關。

婚姻撤銷之宣告應屬訴訟行為，理應由人民法院為之，但中國婚姻法第十一條卻規定可向

婚姻登記機關請求撤銷婚姻。此種由行政機關介入訴訟行為規定，並不妥盎。四、撤銷之

效力溯及既往，將會使撤銷前，當事人間權利義務因溯及既往變為更加複雜。五、無效之

事由過多，撤銷之原因過少。婚姻在本質上仍屬民事主體之間的私法關係，結婚行為是民

事法律行為，因此無效婚姻儘量避免，如未達法定婚齡或禁止結婚疾病之婚姻，似乎不必

將其列為無效之事由。又，意思表示之不自由除被脅迫外，尚包括被詐欺，何以僅將被脅

迫之情形列為婚姻撤銷之原因，而被詐欺卻非得撤銷之原因，於論理上似乎有失均衡。總

而言之，中國婚姻法歷經數次修正後，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有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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