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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從 1956 年起迄 2003 年間陸續頒布有關事實婚處理意

見，其間 1980 年新婚姻法頒布、2001 年婚姻法修正，加上婚姻登記規定的修改，

事實婚始終是婚姻法重要議題。1994 年 2 月 1 日以後，事實婚姻關係不被承認，

除非補辦結婚登記，否則一律視為非法同居關係。此外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時，一

併修改同居用語，不再使用非法同居關係，但相關實務解釋並未失效，結果造成法

規用語歧異，法律效果難以為繼。事實婚相應之法律效果為何，應考量中國大陸的

國情，建議參考日本內緣的種類與其法律效果，將事實婚為較精確的分類，再從交

易安全、當事人間的信賴、男女主觀意願、公序良俗等方面綜合考量，適度給與婚

姻法效果。倘若不分事實婚種類一律視為非法同居關係，給與相同之法律效果，不

僅無法突顯婚姻法一夫一妻制的堅持，同時違反公平原則，更可能造成弱勢之一方

更加弱勢（通常為婦女），甚至影響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關鍵詞：婚姻法、事實婚、非法同居、內緣 

壹、前  言 

一般所謂事實婚或事實上夫妻，其既非男女同居關係，亦非夫妾關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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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事人有結婚之意思為前提始能成立，只因其結婚不符法定之形式要件，而

無法成立法律上之夫妻關係。1不過大陸事實婚包括事實婚姻關係及非法同居

關係。事實婚姻指在 1994 年以前符合結婚實質要件之男女，未辦理結婚登記

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而非法同居關係則指事實婚姻關係以外之男女（包括

違反結婚實質要件及拒不辦理結婚登記），卻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者。大陸法

院及學者對於事實婚著墨甚多，最高人民法院先後對事實婚劃定範圍並指導其

解決方式，而學術論述也提供英美、歐陸、日本及北歐諸國之立法例供參，乍

看之下，事實婚之紛擾似乎應該塵埃落定。不過實務見解對事實婚範圍認定歧

異，尤其在「非法同居關係」的處理上，更是南轅北轍，加上 2001 年婚姻法

修正，對同居賦與新的意義，不再使用非法同居之用語，但法律效果卻語焉不

詳難以操作。為合理對應事實婚態樣之法律效果，有進一步借鑑外國立法例的

必要。 

適日本事實婚發展行之有年，法院判決先例形成一定之拘束，稱之為內緣

或內緣關係。內緣係指男女主觀上有成為法律上夫妻的意思，客觀上如同夫妻

般共同生活，但未為結婚申報。因未辦理結婚登記無法產生法律婚之效果，與

大陸事實婚形成背景相近。日本法上還發展出重婚及近婚親內緣的保護，與大

陸違反結婚實質要件之非法同居關係相仿。日本法上豐富的實務判決及學說分

類中，或許能為大陸事實婚法制提供參考。 

我國民法親屬編於 2007 年修正，將第 982 條修正為「結婚應以書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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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之登記。」

由過去「儀式婚」改為「登記婚」，其法制過渡期間勢必引起事實婚法制的紛

擾，則日本及大陸實務亦可為我國法的參考。 

貳、日本事實婚法制 

一、事實婚之界定 

日本學說及實務對於事實上夫妻多以「內緣」稱之，所謂內緣係指有結婚

意思之夫妻雖已共同生活，社會上亦認其為夫妻，但未依法律規定為結婚之申

                                                   
1
 林秀雄，「婚姻之形式要件」，月旦法學教室（臺北），第 12期（2003年 10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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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即發生事實上夫妻關係。2 

(一) 主觀要件：成立內緣關係之合意。內緣依當事人合意而成立，通常有成為

法律上夫妻之意思，與私通之欠缺夫妻共同生活本質，與妾之法律上另有

正妻者亦不相同。3因此不能單以當事人主觀意思為據，尚必須參酌生活

之狀態及第三人的看法。 

(二) 客觀要件：當事人間應有社會觀念所認為之夫妻共同生活之事實與內容存

在。4在沒有當事人明示意思的情況下，繼續一定期間的共同生活事實即

為其婚姻意思的推定。 

(三) 其他實質要件： 

1. 重婚禁止。重婚的內緣，內緣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與他人尚有婚姻關

係，原則上違反公序而無效，但實務上考量在男女離婚後尚未辦理離婚

登記的情況下，即處於「事實上離婚的狀態」的情形時，例外加以保

護。 

2. 須非禁婚親。禁婚親的內緣，亦因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5但學者間及

實務案例對此有例外的討論。6 

3. 結婚年齡之限制。 

4. 未成年人得父母同意。 

5. 女子不違反待婚期間之限制。 

此外，日本學者認為除了傳統內緣關係外，因為社會的變化造成事實婚多

樣性的發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拒絕法律婚之事實婚」，即當事人有意

識的拒絕婚姻和受婚姻法的拘束。7 

二、事實婚之法律效果 

在關係存續中，婚姻法律效果與共同生活事實有關者，可以類推適用之，

如同居、協力扶助義務、貞操義務、家庭生活費用分擔義務、家庭費用連帶責

                                                   
2
 郭振恭著，「論事實上夫妻之保護－婚姻形式要件規定所生缺陷之救濟」，輔仁法學（臺北），第 4 期

（民國 74年 1月），頁 234。 

3
 林菊枝，親屬法專題研究（二）（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頁 405-406。 

4
 林菊枝，親屬法專題研究（二），頁 406。 

5
 山之內三紀子編，內緣解消，離婚•內緣解消法律相談（東京：青林書院，2004年），頁 361。 

6
 二宮周平，事実婚判例総合解說（東京：信山社，2006年），頁 28-33。 

7
 二宮周平，事實婚現代的課題（東京：日本評論社，1990年），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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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明財產推定共有等。至於與戶籍關聯性較高之法律效果，則無法類推適

用，如姻親關係、夫妻同姓原則、成年擬制、婚生推定等，則沒有適用。8
 

在內緣關係因合意而解消時，類推適用離婚財產分與之規定、有責伴侶之

不當離棄損害賠償請求、居住權保護等。在內緣關係因死亡而解消時，生存配

偶有居住權之保障，但沒繼承權、財產分與規定之類推。惟在社會保險、國民

年金上，賦與「與未為婚姻申報之事實上婚姻關係同樣情事者」與法律上配偶

相同之地位。9
 

至於重婚的內緣，即內緣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有法律上之配偶，法律上之夫

妻關係出現破綻而形骸化，但內緣當事人間現實上如同夫妻般共同生活。日本

實務認為內緣夫妻間的同居請求，違反民法一夫一妻的原則，不具正當性而不

被承認。10但不當離棄的損害賠償請求、內緣解消時的財產分與、因第三人侵

害一方致死而生之損害賠償及慰撫金等，則被實務所承認。11 

近親婚之內緣，過去日本實務並不承認近婚親之內緣，12近來實務則認為

必須就近婚親內緣的內容，即形成原因、態樣，當地社會一般通念、親友排斥

感如何等綜合考量，在年金保險制度方面，承認生存內緣的請求。13學者進一

步認為不當離棄之損害賠償、事故死亡之賠償、遺族年金、死亡退職金等關係

終了後之效果，甚至日常家庭費用連帶責任之效果等，不得因內緣有婚姻障礙

事由而拒絕賦與。14 

三、現代型內緣 

時至今日，過去婚姻登記妨礙事由幾乎不存在，而隨著個人主義的抬頭，

女性高學歷化等社會狀況的改變，加上歐美不婚風潮的影響，傳統內緣已逐漸

減少，取而代之以有意識拒絕法律婚之內緣，即迴避法律婚的約束而選擇非婚

的結合。 

現代型內緣形成，儘管可因個人生活方式的追求、婚姻效力的否定而支

                                                   

8
 吉田恒雄，親族法、繼承法（東京：尚學社，2001年），頁 90。 

9
 吉田恒雄，親族法、繼承法，頁 91-92。 

10
 廣島高等裁判所松江支部昭和 40（1965）年 11月 15日判決。 

11
 有地亨，家族法概論（日本京都：法律文化社，2005 年），頁 65-66。棚村政行，「法律上の配偶者と事

實上の配偶者との異同」，法学（東京），第 591期（2004年 3月），頁 14。 

12
 最高裁判所第 1小法庭昭和 60（1985）年 2月 14日判決。 

13
 東京地方裁判所平成 16（2004）年 6月 22日判決。 

14
 二宮周平，事実婚判例総合解說，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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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但對於弱勢一造之保護，則不能以雙方有意識拒絕婚姻效力的合意而排

除。 

(一) 同居義務：一方不履行同居等義務，即意謂共同生活產生破綻，生活產生

破綻仍強制義務履行，將與當事人對婚姻形式批判而選擇事實婚之當事人

意思相違，在考量事實婚的任意性下，不認同強制履行。共同生活破綻是

事實婚解消的問題。15 

(二) 貞操義務：在事實婚的情形，與特定人形成伴侶的關係，以貞潔約束為前

提所在多有。但從當事人對婚姻形式批判而選擇事實婚的意思來看，不貞

行為的侵權行為責任是不被認同，與伴侶以外人為性關係屬事實婚解消而

導致之本人責任問題。16 

(三) 扶養義務：沒有同居、協力、扶助義務，當然沒有相互扶養之義務。17 

(四) 日常家庭費用連帶責任：在事實婚的情形下，共同生活的存在，經營生活

而必需締結契約，交易相對人無法看每一個人身分證，如從夫妻共同體外

觀來看的話，為保護信賴之相對人，應負連帶責任，相對人之信賴保障係

因共同生活人購買日常生活所需而發生關連，所以日常生活支出應包括

之。18但有學者反對之。19 

(五) 住居保障：住居租賃之情形，伴侶雙方共同為借用人而締結契約固無問

題。一方承租之情形，他方得以民法上「履行輔助人」之形態為住居的使

用。20 

(六) 財產歸屬：關於共同生活本質的婚姻規定，事實婚亦有適用。即通常個人

工作或興趣之財產為個人固有財產，以一方資力購入之財產，縱使為共同

生活而購入，也是個人固有財產。至於二人協力取得之情形，如共同以勞

力、租金、收入取得者，則屬共有財產。21 

(七) 財產分與：財產分與具有夫妻財產清算及離婚後扶養的法性質，著重夫妻

                                                   
15

 松川正毅，民法親族、相続（東京：有斐閣，2005年），頁 61。 

16
 松川正毅，民法親族、相続，頁 62。 

17
 松川正毅，民法親族、相続，頁 62。 

18
 二宮周平，事實婚考（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年），頁 126-127。 

19
 松川正毅，民法親族、相続，頁 62。 

20
 二宮周平，事實婚考，頁 129。 

21
 二宮周平，事實婚考，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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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共同生活，事實婚或內緣同樣具有夫妻實體，應該為相同的解決。若

一方拒絕依法解決，而獨占相互協力形成之財產，僅憑私法自治將無法合

理解決。學說認為此時財產分與規定的準用，不僅包括實體法財產的分

配，家事調停及家事審判在程序上也準用。22
 

(八) 關係解消後之扶養義務：雙方經濟獨立者，解消並不會伴隨扶養之效果，

但一方因專職家事、育兒，或生病、事故、失業而依賴他方時，則有救濟

之必要，賦與扶養他方之義務。23 

(九) 不當離棄之損害賠償：從對等自由之男女關係角度來看，將婚姻法律效果

導入可能有違當事人期待，但關係解消而陷於保護的狀態也不能不加以救

濟。24 

(十) 事故死亡之賠償：關於財產之損害賠償請求，以經濟上是否依賴及解消後

需否繼續扶養為標準，決定是否給予財產上損害賠償；至於精神上損害賠

償，則不論解消需否他方扶養，皆可類推日本民法第 711 條規定請求慰撫

金。25 

因此日本內緣可簡單分類如下：傳統（一般）內緣、重婚（或近親）內

緣、現代內緣三大類，法律效果則依其型態差異而有不同。 

參、中國大陸事實婚之介紹 

一、事實婚之界定 

1956 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61953 年以前符合結婚規定之男女，事實上

已經結婚而僅欠缺登記手續……，仍應認為有婚姻關係；1953 年後未達婚齡

結婚而未登記者，如提出離婚時雙方已達婚齡者，承認其有婚姻關係；若提出

離婚時雙方或一方未達婚齡者，則不認為有婚姻關係。 

1979 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意見指出，27事實婚姻是指男女未進行結婚登

                                                   
22

 二宮周平，事實婚考，頁 138-140。 

23
 二宮周平，事實婚考，頁 142-144。 

24
 二宮周平，事實婚考，頁 145-146。 

25
 二宮周平，事實婚考，頁 147-148。 

26
 1956年 11月 14日最高法院關於未登記的婚姻關係在法律上的效力問題的復函。 

27
 1979年 2月 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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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以夫妻關係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係。 

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意見指出，28沒有配偶的男女，未按婚姻法規定

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而且雙方必須達到法定結婚年齡

及其他結婚要件。 

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意見指出，29沒有配偶男女，未辦結婚登記手續

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係。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釋，30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以前未按婚姻法第 8 條

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男女雙方已符合結婚實質要

件者，為事實婚姻關係。而在 1994 年 2 月 1 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行

後，未按婚姻法第 8 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男女

雙方已符合結婚實質要件者，應補辦結婚登記；未補辦者，依解除同居關係處

理。 

歸納歷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事實婚姻關係必須具有以下要件： 

(一) 符合婚姻法結婚要件之男女。即必須是沒有配偶男女合意結合，符合婚姻

法男必須滿 22 歲，女滿 20 歲之規定，非禁婚親，且無患醫學上不當結婚

之疾病。 

(二) 未辦理結婚登記。即使舉辦結婚之儀式或宴請賓客，雙方未赴一方戶籍所

在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登記，無法取得結婚證。 

(三) 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者。即同居男女主觀上有以夫妻

名義相互對待的意思，客觀上男女雙方對外宣稱夫妻關係，而使周遭親友

或第三人認定其為夫妻。實務上即以男女雙方對夫妻關係的承認，作為認

定男女主觀意思的參考。31 

至於事實婚姻要件中，欠缺結婚實質要件者，例如一方或雙方有配偶、未

達結婚年齡、屬禁婚親或患不得結婚之惡疾者，因本無法為結婚登記，卻以夫

妻名義同居生活，顯然形式與實質皆非法律所容許，實務稱之為非法同居關

                                                   
28

 1984年 8月 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29
 1989 年 11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

意見。 

30
 2001年 12月 2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 

31
 2000年 7月 30日吉林省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白民初字第 1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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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 2 條特別指出，婚姻法第 3 條、第 32 條、第

46 條規定「有配偶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

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 

2003 年頒布之最高人民法院解釋，32第 1 條「當事人起訴請求解除同居關

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當事人請求解除的同居關係，屬於婚姻法第 3

條、第 32 條、第 46 條規定『有配偶與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並依

法予以解除。當事人因同居期間財產分割或者子女撫養糾紛提起訴訟的，人民

法院應當受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2001 年、2003 年的解釋，理論上同居關係似可區分為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及適婚男女單純同居。 

二、事實婚之現況與形成 

根據大陸全國婦聯在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時，進行抽樣調查顯示，已婚而

未辦理結婚登記者，占成年人口總數 4.2%，占結婚人口數 4.6%。而在農村地

區已婚未辦理登記者，占成年人口總數 6.9%，占結婚人口數 7.5%。進一步詢

問結婚登記的必要性時，11%的人認為結婚沒有登記的必要，城市居民認為結

婚不必登記者占 6.1%；農村則高達 15.9%。33因大陸幅員廣大，目前並無更精

確的估算方式，加上仍有一定比例的民眾忽視結婚登記之必要性，一般相信，

事實婚的情況應更為普遍。至於其形成原因如下： 

(一) 傳統習俗與法律的落差。34中國社會向來注重結婚之儀式，並透過結婚儀

式的進行與公開，昭告大眾同時確立男女夫妻關係，進而建立雙方親屬關

係，因此儀式婚影響中國人觀念甚深，認為結婚儀式是夫妻關係的標示，

而結婚登記則可有可無，縱使未為結婚登記，並不影響女子進入夫家、生

育子女。但大陸 1950 年、1980 年先後頒布之婚姻法，皆採登記婚制，及

至 2001 年的婚姻法修正，仍未改變登記婚之立場。未經結婚登記，不發

生法律上夫妻關係，與傳統社會婚姻結合方式認知不同，又因法律宣導不

足，各地風俗習慣差異等，即使婚姻法頒布迄今逾 50 年，仍無法深入民

                                                   
32

 2003年 12月 2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33
 鄭小川、于晶編著，親屬法原理、規則、案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07），頁 12。 

34
 鄭小川、于晶編著，親屬法原理、規則、案例，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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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民普遍認為結婚必須踐行一定之儀式，縱使已經結婚登記亦不免俗

補辦婚禮。 

(二) 登記機關不足與不便。除了當事人法律知識不足外，生活貧困、地處偏

遠、交通不便等因素，都是影響當事人登記之意願。再者部分地方政府，

於結婚登記時，巧立名目，要求當事人支付服務費，或登記時搭售福利彩

票、婚前教育書籍、光碟、胸花等，造成當事人額外費用支出。35至於赴

外地的打工族，因人戶分離，如果要結婚登記，必須返回原籍地才能辦理

結婚登記，但打工族每天忙於生計，要求返鄉辦理結婚登記有現實上的困

難，即使辦妥登記也早已共同生活一段時日。 

(三) 法制本身存在之問題。依婚姻法第 6 條之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 22

歲，女不得早於 20 歲，且晚婚晚育應予以鼓勵。晚婚之強制規定固足以

改變過去傳統社會早婚之習慣，並有利個人學業、經濟發展、生涯規劃及

子女教養。惟農村勞動人口需求較高，晚婚無法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加

以傳統農業社會的婚姻觀念，使得農村經常是事實婚盛行的地區。 

(四) 社會環境的改變。隨著改革開放，部分所得較高之人，在追求消費時尚同

時也在生活上復古，開始納妾和「包二奶」，因屬婚姻障礙事由無法為結

婚登記，男女即便如同夫妻般共同生活，仍無法取得婚姻法上相應之地

位。年輕人因為對婚姻的期待及恐懼，而採行試婚，部分因為不想受到婚

姻的束縛而採取同居，或因工作繁忙，沒有時間談戀愛、相互了解，為增

進感情及生活方便而先行同居，或婚禮儀式繁瑣、結婚登記不便等。未婚

同居也並非年輕人的專利，有老年人為避免結婚造成家庭矛盾或遭到子女

反對（夕陽紅同居現象），乾脆同居而不登記。36此種事實婚容易造成弱

勢者，通常為女性無法獲得法律的救濟，引起社會問題。 

三、事實婚保護之目的及必要性 

事實婚姻關係的保護與否及必要性，在 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意見指出

「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案件，……基於這類

『婚姻』關係形成的原因和案件的具體情況複雜，為保護婦女和兒童的合法權

                                                   
35

 2004年 4月 15日「民政部關於嚴格制止借婚姻登記亂收費的通知」。 

36
 鄭小川、于晶編著，親屬法原理、規則、案例，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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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有利於婚姻家庭關係的穩定，維護安定團結，在一定時期內，有條件的承

認事實婚姻關係，是符合實際。」從上述與法律相同位階的司法解釋 37中得

知，中國大陸之所以保護事實婚，主要著眼於事實婚姻關係中，弱勢婦女及未

成年子女之保護。意即從弱勢伴侶及兒童之保護，有條件的承認事實婚姻關

係。因此司法解釋提出之處理意見皆圍繞在弱勢伴侶及兒童保護目的上，這樣

的處理與憲法第 48 條婦女在經濟、社會和家庭生活各方面與男子有平等的權

利，第 49 條母親和兒童受國家保護等規定之意旨不謀而合，因為不論是透過

法律規定、司法解釋甚至其他行政措施，只要達成婦女和兒童之保障即屬國家

的保護，而且並不以保護合法婚姻下之伴侶及兒童為限。 

至於非法同居之事實婚早在 1956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復函中指出，未達婚

齡、未進行登記而結婚之男女，一方提出離婚，可按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惟其中有特殊情況，如懷孕、生育或生活特別困難等，應參照婚姻法的規定，

對於女方及子女利益予以照顧。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意見，38人民法院必須在

男女平等和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原則下處理離婚及非法同居關係等問題，

如「起訴時雙方或一方仍未達到法定婚齡或不符合結婚的其他條件的，應解除

其同居關係。所生子女的撫養或財產的分割問題，按婚姻法有關規定處理。」 

四、事實婚之法律地位 

大陸雖然對事實婚姻的認定標準有解釋上的差異，但對於符合事實婚姻關

係者，即使未為結婚登記，在法律上仍取得與婚姻相同之效果，配偶及子女亦

取得與法律婚上相應之地位。但依 1994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新的婚姻登

記管理條例的通知，自 1994 年 2 月 1 日起，沒有配偶的男女未經結婚登記即

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其婚姻關係無效，不受法律保護。對於起訴到人民法院

應按非法同居關係處理。因此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以後同居之男女，斷無成為

事實婚姻之可能。再根據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的解釋（一）第 5 條規

定，1994 年 2 月 1 日後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男女必須先補辦登記，婚姻效力自

雙方均符合結婚實質要件時起算。所以符合結婚條件之男女，除非補辦登記溯

及發生婚姻效力，否則拒絕登記，即成為非法同居關係。 

                                                   
37

 王文杰，嬗變中之中國大陸法制（新竹：交大出版社，民國 93年），頁 181-185。 

38
 1984年 8月 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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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婚姻法修正後已經沒有非法同居關係之用語，取而代之以同居關

係，但過去非法同居有關規定並不因此而失效，仍是法院認事用法之依據。至

於非法同居之效力為何，實務基本上是以關係結束後雙方權益如何調整為重

心，同時賦與一定之法律效力： 

(一) 同居財產之歸屬與分割：實務認為同居生活期間雙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購

置的財產，按一般共有財產處理。同居生活前，一方自願贈送給對方的財

物可比照贈與關係處理。同居期間為共同生產、生活而形成的債權、債

務，可按共同債權、債務處理。（1989意見第 10條） 

(二) 關係結束後扶養義務：實務認為關係終止後，一方對他方並無扶養義務。

解除非法同居關係時，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間患有嚴重疾病未治癒者，分割

財產時，應予適當照顧，或由一方給予一次性經濟幫助。（1989 意見第 12

條） 

(三) 繼承權：實務否認同居雙方對彼此有繼承權。非法同居生活期間一方死

亡，他方如符合繼承法第 14 條之規定者，可根據扶助的具體情況處理。

（1989意見第 13條） 

(四) 不當終止之損害賠償請求：實務司法解釋僅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未辦結

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案件時，對違法情節嚴重的，應按照婚姻

法、民法通則、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和其他法律、

法規的有關規定，給予適當的民事制裁。」（1989 意見第 14 條）因此有

認為此解釋為實務承認損害賠償之根據。39 

(五) 以婚姻法規定補充：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事政策若干問

題的意見一、離婚問題（7）沒有配偶之男女，未按婚姻法規定辦理結婚

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起訴時雙方或一方仍未達到法

定婚齡或不符結婚其他條件的，應解除同居關係。所生子女的撫養或財產

的分割問題，按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辦理。 

五、實務案例分析 

大陸官方採用之法律資料庫中，40重要案例如下： 

                                                   
39

 張學軍，「事實婚姻的效力」，法學研究（北京），第 24卷第 1期（2002年 1月），頁 75-76。 

40
 中國國家法規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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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黎吉哲訴謝外藝解除未明確夫妻名義的同居關係案
41 

裁判內容：原審法院認為非法同居是沒有配偶的男女，未辦理結婚登記手

續即以夫妻名義公開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係的一種。據查，原、被

告從 1996 年 5 月至同年 8 月雖有同居，但原告對外介紹被告是其女朋友，原

告同事也認為他們只是朋友關係，原告反對被告與周圍鄰居交往，雙方只是交

朋友、談戀愛，並非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鑒於原、被告的行為只是戀愛過程

中的越軌行為，不屬非法同居關系。 

分析：該案原審法院認為，依當時（1997 年）婚姻法及相關實務解釋，

所謂非法同居關係必須是沒有配偶之男女，未辦理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共同

生活。若男女共同生活非以夫妻名義為之者，則不屬非法同居，法院當然不予

受理。 

案例二：周佔軍訴劉月華解除非法同居分割財產糾紛案42 

裁判內容：原審法院認為所謂「非法同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

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必須具備三

個要件：(一)未辦結婚登記手續；(二)公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三)群眾也認

為是夫妻關係的；公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前提就是男女雙方對夫妻關係均予

認可，現被告對非法同居的事實予以否認，……原告主張非法同居的事實證據

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分析：本案原審法院依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將非法同居細分為三個要

件，就其中何謂公開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加以定義，認為必須男女雙方對夫妻

關係予以認可，當事人主觀上認可彼此之配偶地位，並以此為前提。惟結合上

開要件(二)(三)文義來看，似乎是指男女同居生活客觀情狀上的觀察，即如同

夫妻般生活，且其程度必須達到一般人（群眾）足認為其為夫妻者。若兩造對

於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一事沒有爭執固無疑問；相反地，若雙方意見不一致

時，應以客觀情事為準，而不是前提的問題。男女涉訟後，期待雙方當事人對

夫妻關係予以認可，似難達成。 

案例三：陳大林訴陳玲解除非法同居關係案43
 

                                                   
41

 1997年 6月 18日海口市秀英區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42
 2000年 7月 20日吉林省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白民初字第 1號民事判決。 

43
 2001年 3月 13日湖北省悟縣人民法院（2001）悟民初字第 12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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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內容：原審法院認為，1989 年原告與被告同居生活時未到法定婚

齡，不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屬非法同居關係，應判決予以解除；其同居生活

期間所生子女應本著有利於子女成長的原則確定其撫養關係；原告在與被告的

同居關係沒有解除前又與她人重婚，處理共同財產時應本著照顧婦女、兒童的

利益，考慮財產的實際情況和雙方的過錯程度的原則，合理分割；原、被告同

居期間的共同債務應由雙方共同負擔，具體處理時，考慮到公平承擔債務以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 84 條關於債務轉移給第三人必須經過債權人同

意的規定，差額部分由被告給付原告，由原告向債權人清償；原告的個人債務

應當由個人清償。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 5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

於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 2

條、第 7條、第 8條、第 9條、第 10條、第 11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 解除原告陳大林與被告陳玲的非法同居關係。 

(二) 原、被告同居生活期間所生子陳州由原告陳大林撫養，女陳莎由被告陳玲

撫養，原、被告各自負擔其所撫養子女的生活費及教育費。解除非法同居

關係後，子女不論由父方或母方撫養，仍是父母雙方的子女。 

(三) 原、被告同居期間共同購置的財產：創維 29 英吋彩電一台，威力牌洗衣

機一台，鳳凰牌風琴一台，煤氣灶具一套，落地扇一台，星球牌錄音機一

台，四組合家具一套，寫字台兩乘，席夢思床三副歸被告陳玲所有。 

(四) 座落在大悟縣城關鎮長征路金三角大樓一棟第五層三室二廳面積為 142 平

方米磚混結構的住宅房屋一套歸原告陳大林所有，被告陳玲在本判決生效

後十日內騰出該房屋；6號門面屋一間歸被告陳玲所有。 

(五) 原告陳大林經手的債務 124,000 元（付良平 78,000 元、高霞霞 16,000

元、劉義軍 30,000 元）由原告陳大林負責清償；被告陳玲經手的債務

58,000 元（陸時紅 15,000 元、王劍峰 16,000 元，王春鵬 27,000 元）由被

告陳玲負責清償；上述原、被告各自經手債務的差額 66,000 元由被告陳

玲負擔 33,000 元；此款由被告陳玲於本判決生效後 10 日內給付原告陳大

林，由原告陳大林向債權人償還。原、被告各自經手的其他債務由各自負

責償還。 

分析： 

(一) 在本件裁判中，原審法院並未考慮男女雙方是否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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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方同居時未達結婚年齡，直接論以非法同居，依當時有效之最高人民

法院意見，非法同居必須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為前提，若當事人未以夫妻

名義同居者，似不屬非法同居關係，逕予駁回請求即可。 

(二) 原告 1970 年生，雙方在 1989 年開始同居，同居之始男方未達 22 歲之結

婚年齡，雙方屬於非法同居關係，惟 1992 年以後男方已達適婚年齡，雙

方已無不符結婚條件之情事，依 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意見第 2 點「1986

年 3 月 15 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之後，沒有配偶的男女，未辦結婚登記手

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係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

訴『離婚』，如同居時雙方均符合結婚之法定條件，可認定為事實婚姻關

係；」因此，本案應屬事實婚姻關係，財產歸屬及分割依離婚相關規定辦

理。 

(三) 本件既然認定為非法同居關係，則關於非婚生子女之撫養、財產分割當然

依上開最高人民法院意見處理之，雙方共同購置之財產，按一般共有財產

處理，共同生活形成的債權、債務依共同債權、債務處理。有問題者，在

雙方非法同居關係存續期間，以一方名義購置之財產如何歸屬則有疑義，

原審法院依 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

的意見」第 7 條規定，處理解除非法同居關係案件，財產分割問題，依婚

姻法有關規定處理。再依 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

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 2 條的規定，夫妻雙方在婚姻

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為夫妻共同財產，包括一方或雙方勞動所得的收

入和購置的財產。因此，在上開相關解釋下，即使由一造所購置之財產，

仍屬雙方之共同財產。在財產的歸屬及分割上，準用婚姻法上離婚之效

力。 

(四) 本案於 1999 年 7 月提起訴訟後，經中級人民法院發回二次，於 2001 年 3

月再次判決，而婚姻法於 2001 年 4 月修正，增加第 12 條婚姻無效及撤銷

之規定，上開法院認為本案依婚姻法離婚有關規定之見解，在當時固有所

據。但婚姻法修正後，非法同居是否仍依離婚規定辦理，或依婚姻無效規

定，則待未來個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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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石宇訴許祥德解除非法同居關係案44
 

裁判內容：原審法院認為被告許祥德隱瞞已婚事實與原告石宇同居生活，

雙方的行為屬非法同居關系，不受法律保護。現原告石宇要求解除與被告的非

法同居關係，請求正當、合法，應予支持；原告石宇要求被告給付其生活費、

精神損失費，無法律依據，不予支持；原告許文○係原告石宇與被告許祥德的

非婚生子，其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現原告許文○要求被告給付其生活

費、教育費，請求正當、合法，應予支持，但對其生活費可計算到 18 周歲時

止，教育費計算到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時止。訴訟中，被告要求將原告許文○帶

回香港撫養，因被告已有妻子兒女，且原告許文○未滿兩周歲，其隨母親生活

有利於成長，故對被告的請求不予支持。故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

法」第 25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

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 9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 解除原告石宇與被告許祥德的非法同居關係。 

(二) 原告許文○由原告石宇撫養，被告給付原告許文○撫養費 72,986.78 元、

教育費 17,642 元，合計人民幣 90,628.78 元，並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 10

日內付清。 

分析：被告已婚卻與原告同居，違反婚姻法第 3 條之規定，構成非法同居

關係，在證據的調查中，有提及雙方曾拍攝婚紗照及對外以夫妻名義生活的事

實，但在裁判的論述時未再提及，則非法同居關係的構成是否必須以夫妻名義

同居生活為要件，仍不清楚。其次，法院僅同意非婚生子女之撫養費、教育

費，至於原告關於其生活費、精神上損害賠償，則因現行法沒有明文而遭駁

回。不過依 1989意見第 14條規定，應有不當終止之損害賠償請求。 

六、同居關係再確認 

學者認為現行婚姻法廣義同居關係可分為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非法同

居）、有配偶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事實重婚）、無配偶且符合結婚條件

之男女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事實婚姻）、無配偶且符合結婚條件之男女單純

共同生活（狹義同居）。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以後，根據婚姻登記管理條例之立

法目的，凡是未辦理結婚登記的男女，不論是以何種名義共同生活，一律認定

                                                   
44

 2001年 9月 15日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2001）冶民初字第 47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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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法同居關係但排除男女單純同居，單純同居法所未明。45學者雖然有這樣

的看法，但實務上對於非法同居是否應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為前提，看法並不

一致。此外，即使不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為條件，構成非法同居原因除了一方

有配偶的情形外，未達婚齡、禁婚親間之同居，亦屬非法同居之類型，學者分

類顯然並不完整。 

綜合最高人民法院歷來解釋與地區人民法院裁判案例來看，婚外男女關係

應可分為： 

(一) 事實婚姻關係（1994年 2月 1日以前）。 

(二) 非法同居關係（男女無婚姻障礙事由未結婚登記卻以夫妻名義生活、男女

有婚姻障礙事由卻以夫妻名義生活）。 

(三) 同居關係（男女有婚姻障礙事由但未以夫妻名義之同居，2003年以後）。 

(四) 單純同居（男女沒有婚姻障礙事由之同居）。 

現行 2003 年解釋僅規定當事人起訴請求解除同居關係，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但當事人請求解除的同居關係，屬於婚姻法第 3 條、第 32 條、第 46 條規

定「有配偶與他人同居」者，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並依法予以解除。當事人因同

居期間財產分割或者子女撫養糾紛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將同居分

成二類，有配偶與人同居及同居涉及財產分割和子女撫養者。依大陸實務界對

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解釋的看法，從 2001 年解釋開始，過去最高人民法院解

釋中「非法同居關係」改為「同居關係」，不過是用語的改變，但其概念並沒

有改變，其內容如果沒有與新解釋相抵觸者，仍繼續適用。46依其見解分類，

婚外男女關係將變成事實婚姻關係與同居關係二類。換言之，現行同居關係將

完全適用過去非法同居有關之規定。除事實婚姻外，男女無婚姻障礙事由未結

婚登記卻以夫妻名義生活、男女有婚姻障礙事由卻以夫妻名義生活、男女有婚

姻障礙事由但未以夫妻名義之同居、男女沒有婚姻障礙事由但未以夫妻名義之

同居等四種類型，皆適用過去非法同居關係的相關解釋，恐不妥當。在共同生

活的外觀與男女彼此認知、信賴上各不相同，而且與公序良俗的維護亦有程度

上的差異。如男女以夫妻或情侶名義對外交易，交易相對人的信賴當然不同；

                                                   
45

 李霞，婚姻家庭繼承法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 10月），頁 94-96。 

46
 劉銀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理論與實務問題

解析」，法律適用（北京），2004年 10月，頁 4-5。 



第 8 卷第 6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92 

又男女追隨歐美潮流的未婚同居（單純同居），對社會影響亦不甚嚴重，因此

上開同居當事人的法律地位，有進一步思考的必要。 

有學者將無婚姻關係之男女在無同居障礙事由的情狀下，穩定同居生活，

並自願建立共同生活體，非婚同居稱之。認為現行法對非婚同居沒有規定，當

事人不能請求法院解除單純之同居關係。此外同居關係共有財產歸屬定義不

明、彼此間沒有繼承權及其所生子女利益保護不足等，必須立法解決。47至於

共有財產的清算，則有建議以民事合夥制度解決財產分割的問題。48
 

肆、日本事實婚對中國大陸法制之啟示 

中國大陸與日本都採登記婚，但傳統習俗上也都注重結婚的儀式，日本過

去登記不便利的因素，大陸目前仍然存在，而婚姻制度本身的限制及西方風氣

的影響等，多少可以說明事實婚背景的成形。此外日本內緣實務對弱勢婦女多

所保護，大陸憲法中亦宣示婦女的保護。不過中國大陸事實婚分類不明，以致

法律效果不清，似可參考日本內緣種類及其效果，對照分類如下。 

一、事實婚姻關係 

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以前男女形成事實婚姻關係者，因實務賦與事實婚姻

等同法律婚之效力，包括繼承權、子女婚生性等，比日本內緣當事人的保護有

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學者對全面適用婚姻效力有不同看法，但現行法明文下，

日本內緣沒有參考的空間。 

二、男女無婚姻障礙事由未結婚登記卻以夫妻名義生活 

1994 年 2 月 1 日後的事實婚姻關係，即男女無婚姻障礙事由未結婚登記

卻以夫妻名義生活，其結合形態與日本內緣相近。日本內緣類推婚姻同居、協

力扶助、貞操、家庭生活費用分擔義務、家庭費用連帶責任、不明財產之夫妻

共有推定、離婚財產分與、不當終止損害賠償請求、居住權保障等關係存續中

及關係解消後之責任。大陸僅在關係解消有明文規定共同財產的形成與分割、

不當終止損害賠償請求權（學者看法），但不得主張扶養、繼承權。日本內緣

                                                   
47

 何麗新，「論事實婚姻與非婚同居的的二元化規制」，比較法研究（北京），2009年第 2期，頁 60-65。 

48
 張學軍，「事實婚姻的效力」，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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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消後之扶養請求雖然在實務上沒有被提及，但通說認為財產分與之裁判即寓

有財產清算與扶養之性質，倘若一方在解消後與他人共同生活，其財產分與就

是只是單純財產的清算，所以日本法基本上肯定扶養請求。 

三、男女有婚姻障礙事由卻以夫妻名義生活 

婚姻法上婚姻障礙事由如未達婚齡、有配偶、禁婚親、疾病婚等，對照日

本內緣類型，似乎與重婚的內緣、近親婚的內緣相當。重婚的內緣有嚴格條

件，即內緣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有法律上之配偶，法律上之夫妻關係出現破綻而

形骸化，內緣當事人間現實上如同夫妻般共同生活。因重婚內緣仍違反民法一

夫一妻原則，不具正當性，故只承認不當離棄的損害賠償請求、內緣解消時的

財產分與、因第三人侵害一方致死而生之損害賠償及慰撫金等部分傳統內緣的

效力。近親婚之內緣也在一定條件下承認生存內緣年金保險的請求。大陸實務

對於這種非法同居的類型，發生之法律效果與前一類型相同，並沒有進一步區

分。在重婚非法同居類型，可能發生非法同居之伴侶與法律上妻，權益衝突的

問題，如一方遭他人侵權致死之損害賠償請求，究竟應由何人主張或能否共同

請求。又如共有財產的推定，除共同取得者外，一方在同居期間內的收入或購

置的財產，到底是夫妻的共同財產或同居的共同財產等，亦值得研究。當然參

考日本重婚內緣的效力規定時，不能避免必須在婚姻障礙事由及男女同居的條

件上設立較嚴格的門檻，畢竟違反婚姻法上一夫一妻的基礎要求。 

四、男女沒有婚姻障礙事由之同居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規定當事人起訴請求解除同居關係者，人

民法院不予受理，係對男女生活方式的尊重，也不再認為男女單純同居具有違

法性。上開 2003 年解釋規定法院應受理同居期間的財產分割請求，但如何適

用則法所未明，有主張以民事合夥解決。49對照日本法制，應屬日本學者所說

之現代型事實婚。在當事人意願的尊重及弱勢伴侶的保護前提下，排除雙方當

事人之同居、貞操、扶養等義務，但肯定彼此間日常家庭費用連帶（有學者反

之）、財產分與、解消後的扶養、不當離棄損害賠償及第三人侵權致死之賠償

等。日本學者主張以離婚效果解決伴侶間的財產清算，大陸若以合夥制度清算

同居財產，將面臨合夥財產如何舉證與認定的問題，其次在合夥的清算上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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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軍，「事實婚姻的效力」，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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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比例多少為當的爭議。合夥財產清算是一般財產權的規定，但同居具有高

度人格性，財產歸屬的複雜性，若將同居只當作一般財產結合體來處理，則學

者何必費心地對同居關係予以定義。而婚姻與同居都有共同生活的本質，為何

僅僅將婚姻排除適用合夥規定，在說理上恐怕仍有不足之處。況且以合夥解決

同居當事人之財產清算，看不出對婦女有特別之保護。 

五、男女有婚姻障礙事由但未以夫妻名義之同居 

如大陸在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時增訂「禁止有配偶與他人同居」的規定，

並構成離婚事由，法院必須受理並解除其同居關係。同居形成的財產分割依

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意見第 8 到 12 條有關規定辦理。50但此種類型之同居為

廣義同居的一環，其法律效力之賦與，必須考慮公序良俗與弱勢伴侶的保護。

因此從公序角度來看，伴侶間不應有同居、貞操、扶養等義務，而家庭生活費

用之連帶是為保護交易相對人，財產分與、解消後的扶養、不當離棄損害賠償

及第三人侵權致死之賠償等主要著眼於公平及弱勢伴侶保護。或謂如此解釋無

法突顯有配偶者與人同居的不法性，必須剝奪其權利以示制裁。但沒有障礙事

由之一方，本身可能就是受害人或是經濟上弱勢之一方，今剝奪其財產上之權

利將使其更將弱勢，相反地有障礙事由之一方（如有配偶者）反而可藉公序之

名免除其義務，輕重顯然失衡。而財產請求係因終止此種關係，回復正常倫理

秩序後的金錢給付，使終止上開關係致生活困難者受到一定程度之扶助，此種

金錢給與無礙公序。此外因伴侶間有婚姻障礙事由，無法締結法律婚，不得已

而同居者，其情可恕，比照單純同居之法律效果，不過是維繫當事人間財產上

之公平罷了。 

伍、結  論 

大陸司法實務處理事實婚甚早，最高人民法院於從 1956 年起，迄 2003 年

陸續頒布處理意見和解釋，其間 1980 年頒布新婚姻法、2001 年修正婚姻法，

加上婚姻登記規定的修正，事實婚始終是婚姻法的重要議題。而 199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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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銀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理論與實務問題

解析」，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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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以後，男女未結婚登記的事實婚姻關係不被承認，大陸民法上事實婚姻關

係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為非法同居關係。實務對非法同居存續間的關係並不處

理，僅調整關係結束後之財產分割及子女撫養。至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時，進

一步修改同居之用語，不再使用非法同居關係，但相關實務解釋並沒有失效，

結果造成法規用語歧異，法律效果難以為繼。51事實婚應有如何之法律效果，

應考量大陸本身的國情，同時參考日本內緣的種類與其法律效果，將事實婚為

較精確的分類，再從交易安全、當事人間的信賴、男女主觀意願、公序良俗方

面綜合考量，適度給與婚姻法效果。倘若不分事實婚種類一律視為非法同居關

係，給與相同之法律效果，不僅無法突顯婚姻法一夫一妻制的堅持，同時違反

公平原則，更可能造成弱勢之一方更加弱勢（通常為婦女），甚至影響未成年

子女之利益。 

我國民法結婚規定修正後，民間婚宴習俗並未改變，踐行婚禮後雙方未辦

理或他方拒絕協同辦理結婚登記，而繼續共同生活者，形成事實上夫妻關係。

實務判決固有將事實婚類推婚姻法相關規定者，52然因為法無明文而拒絕婚姻

法之適用亦不乏其例， 53顯然實務上對事實上夫妻之法律地位，見解相當歧

異。大陸事實婚法制，對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男女必須先補辦登記，婚姻效力自

雙方均符合結婚實質要件時起算。拒絕登記者，始成為非法同居關係。寓有尊

重現狀和瑕疵補正的意義，與德國事實婚轉換法律婚的機制相當。對於非法同

居關係，則以司法解釋統一實務判決，重點在關係解消後弱勢婦女及子女權益

的保護。法制上也許可供我國立法和審判機關的參考。至於與法律上婚姻關係

之配偶極為相似男女同居關係，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647 號解釋理由也促

立法機關應給予適度之法律保障；大陸學界也有立法呼聲，兩岸目前都沒有明

確的規定，此部分日本學說的討論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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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事政策若干問題的意見「一、離婚問題（7）沒有配偶之男

女，未按婚姻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起訴時雙方或一方仍未達到法

定婚齡或不符結婚其他條件的，應解除同居關係。所生子女的撫養或財產的分割問題，按婚姻法的有關

規定辦理。」是否繼續沿用？未以夫妻名義同居者可否類推？ 

52
 最高法院 95年度臺上第 1872號判決；最高法院 95年度臺上第 690號判決。 

53
 最高法院 98年度臺上第 2185號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