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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非訟事件法新論 

一、通則 

（一）意義 

家事非訟事件之定義，就狹義而言，固可認為係指家事事件法第 3

條規定中所稱丁類事件及戊類事件等。就功能性定義而言，則可定義為

所有適用家事非訟程序之事件。 

家事事件法第 1條規定：為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

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

共同生活，特制定本法。因此對於家事非訟事件及其適用之程序乃有諸

多有別於民事訴訟法或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在德國且將原規定在民事訴

訟法之家事訴訟事件納入非訟事件法中而訂立家事事件暨非訟事件法，

而將家事訴訟亦改用裁定程序，僅在適用法理上做區別規定。而我國在

家事事件法中亦對於裁定程序加以擴大化適用，但部分裁定程序所適用

法之法理，與傳統非訟事件法規定之非訟程序並不相同。 

（二）事件類型 

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家事非訟事件之種類包

括﹕ 

丁類事件： 

一、宣告死亡事件。 

二、撤銷死亡宣告事件。 

三、失蹤人財產管理事件。 

四、監護或輔助宣告事件。 

五、撤銷監護或輔助宣告事件。 

六、定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 

七、認可收養或終止收養、許可終止收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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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親屬會議事件。 

九、拋棄繼承、無人承認繼承及其他繼承事件。 

十、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 

十一、兒童、少年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安置事件。 

十二、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事件。 

十三、民事保護令事件。 

戊類事件： 

一、因婚姻無效、撤銷或離婚之給與贍養費事件。 

二、夫妻同居事件。 

三、指定夫妻住所事件。 

四、報告夫妻財產狀況事件。 

五、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 

六、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事件。 

七、變更子女姓氏事件。 

八、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事件。 

九、交付子女事件。 

十、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及撤銷其宣告事件。 

十一、監護人報告財產狀況及監護人報酬事件。 

十二、扶養事件。 

十三、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其立法理由中指出就家事事件中較無訟爭性，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對於程序標的無處分權限者，於第 4項列為丁類事件。此類事件有：

宣告死亡事件（例如：民法第 8 條所定事件）、撤銷死亡宣告事件、失

蹤人財產管理事件（例如：民法第 10條所定事件）、監護或輔助宣告事

件（例如：民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事件）、撤銷

監護或輔助宣告事件（例如：民法第 14條第 2項、第 15條之 1第 2項

所定事件）、定監護人事件（例如：民法第 1094 條第 3 項、第 1111

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1 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382 非訟事件法新論 

例第 28 條所定事件）、選任民法第 1086 條特別代理人事件、認可收養

或終止收養（含認可未成年子女終止收養、許可養父母死亡時之終止收

養）事件（例如：民法第 1079 條、第 1080 條第 2 項、第 1080 條之 1

第 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7條所定事件）、親屬會議事

件（例如：民法第 1132 條所定事件）、拋棄繼承、無人承認繼承及其他

繼承事件（例如：民法第 1156 條、第 1174 條、第 1177 條、第 1178

條、第 1178 條之 1、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之 1 所

定事件）、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例如：民法第 60 條、第 1211 條、第

1218 條所定事件）、兒童或少年保護安置事件（例如：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 57 條、第 59 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16

條、第 18 條、第 19 條所定事件）、身心障礙者保護安置事件（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80條）、停止嚴重病人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事件（精

神衛生法第 42條所定事件）、民事保護令事件（例如：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9條所定事件）等。 

另，就家事事件中具有某程度訟爭性，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

程序標的有某程度之處分權者，向來有以非訟事件處理者，亦有以訴訟

事件處理者，惟此類事件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為妥適、迅速之

判斷，爰予列為戊類事件，並於第 5項明定之。此類事件有：因婚姻無

效、撤銷或離婚之給與贍養費事件（例如：民法第 999條之 1、第 1057

條所定事件）、夫妻同居事件、指定夫妻住所事件（例如：民法第 1002

條所定事件）、報告夫妻財產狀況事件（例如：民法第 1022 條所定事

件）、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事件（例如：民法

第 1010 條、第 1011 條所定事件）、變更子女姓氏事件、定對於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及交付子女事件（例如：民法第 1055 條、第

1055 條之 2、第 1069 條之 1、第 1089 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 71條第 2項所定事件）、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及撤銷其宣告事件

（例如：民法第 109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1條、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8條所定事件）、監護人報告財產狀況及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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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報酬事件（例如：民法第 1103 條所定事件）、扶養事件（指除未成年

子女請求父母扶養事件以外之扶養事件）、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例

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0條、第 71條、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 28條所定事件）。 

此外，家事事件法中，尚有原屬訴訟事件，在一定條件下，經當事

人合意而改行裁定程序者。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就不

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

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此類程序有稱之為特殊家事非訟程序

者。但亦可能係家事事件之裁定程序而已，亦即裁定程序不當然為非訟

程序。其所以有此定性上疑義，乃在於我國未採德國法制，如將家事訴

訟事件亦以裁定為之，則全面均行非訟程序，便甚明顯。 

（三）法理 

1. 處分權主義與職權原則 

處分權主義係指程序之開啟、程序的審理對象及程序終結係由當事

人所決定者，至於職權原則係指由法院自行開啟之程序，因而關於程序

標的及終結方式乃由法院自己主導。 

在家事非訟事件程序中，就程序之開啟而言，在聲請程序，係由關

係人提出聲請，固係適用處分權主義之表徵，即由檢察官或主管機關聲

請者，亦應係屬於聲請事件，而非職權事件。僅在由法院職權開啟之程

序，乃得認為係職權事件。例如收養事件係由聲請人聲請法院認可，屬

於聲請事件。但若係由法院職權開啟（立案）之程序，則為職權程序，

例如家事事件法第 107條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

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

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

要事項。此類超越原請求之酌定及處分，即屬於法院職權開啟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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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民法第 1086 條第 2 項之法院職權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若法院為

之即屬於職權程序。至於在離婚事件中對於離婚協議不利於未成年子女

者，如係關於扶養費金額部分，如何法院可在未有其他事件（例如扶養

費請求事件）繫屬之下，職權啟動改定，較令人費解。 

就聲請事件之聲明是否具有拘束性而言，在非訟事件中，其程序法

理包括部分事件，當事人之聲明並不具有拘束性，法院取得裁量權。例

如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關於當事人聲請核發如何之保護令內容，法院不

受聲明拘束，在保護令主文中並不須對於聲請人聲請事項而法院認為不

必要者諭示其餘請求駁回，而僅須於理由中加以說明即可。又如法院命

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

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家事事件法第 100 條第 1

項）此亦為聲明無拘束性之事例。但在收養認可事件、在本票及抵押物

拍賣事件，僅有准否二選項，似無所謂聲明無拘束性之問題。而關於扶

養費之請求，若聲請人請求按月給付 2萬元，法院可否逾越聲明最高額

而直接裁定給付 3萬元，就此本書認為最高額聲明應具有聲明拘束性，

較為妥當。 

在家事非訟事件中，因有部分事件原係訴訟事件，但家事事件法基

於合目的性考量而將其納入非訟事件中，此等真正爭訟事件，須行非訟

程序而兼採訴訟法理，例如目前實務乃將夫妻離婚有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協議、或對於代墊費不當得利之請求事件，認為係家事非訟事件，因而

成為真正爭訟事件，此類程序法理適用仍應有聲明拘束性、可撤回、和

解、捨棄及認諾之空間。在家事事件法第 101條及第 110條均有和解筆

錄之規定。此均為處分權主義適用之表徵。 

2. 職權探知主義 

非訟事件程序係適用職權探知主義，所謂職權探知主義係指關係人

所主張之事實，法院得依職權審酌之；關係人所不爭執之事實，法院不

受拘束；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在家事非訟事件而言，家事事件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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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條規定：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第 1 項）法院認為

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完足者，得命其敘明或補充之，並得命就特定事

項詳為陳述。（第 2項） 

其立法理由為：一、家事非訟事件授予法院相當之裁量權，為求裁

定之妥當，自應由法院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爰設第一項規定。二、家

事非訟事件雖因法院擁有廣泛的裁量權，必須依職權調查事實與必要之

證據。惟關係人仍負有協力之義務，特別是請求定扶養費、家庭生活費

用等事件時，應由法院闡述其裁定所需依賴的事實以及證據，由關係人

協力提出陳述或主張，以使法院妥適迅速裁定。又為儘速處理關係人之

聲明，法院亦得指明特定事項，諸如夫妻共同生活所產生債務之債權人

姓名、其數額以及得調查之證據，命關係人陳明或補充之，爰設第二項

規定。至於命陳明或補充之方法，可先訂期日通知關係人到庭陳述，或

使關係人先以書狀陳述，屬於法院訴訟指揮之一環，應由法院斟酌個案

情形決定之。 

此外，除部分得處分之家事訴訟事件之外，在終止收養事件及部分

真正爭訟事件亦有第 10 條（辯論主義之限制）適用之空間，依據此規

定：法院審理家事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並

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 1項） 

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當事人得處分之事項，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二節有關爭點簡化協議、第三節有關事實證

據之規定。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一、涉及家庭暴力或有危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虞。 

二、有害當事人或關係人人格權之虞。 

三、當事人自認及不爭執之事實顯與事實不符。 

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第 2項） 

第一項情形，法院應使當事人或關係人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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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理由： 

一、家事事件多與身分關係有關，並涉及公益，故在審理程序中，

為求法院裁判與事實相符，並保護受裁判效力所及之利害關係第三人，

及便於統合處理家事紛爭，爰採行職權探知主義，於本條第一項明訂法

院得視個案具體情形所需，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並於未能由當

事人聲明之證據獲得心證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惟法律另有特別規定

時，則應限制法院依職權斟酌事實或調查證據之權限。 

二、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因當事

人本有處分權限，自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二節有關爭點簡

化協議、第三節有關事實證據之規定，即採行協同主義，原則上有關事

實證據之蒐集，應由當事人為之，法院不依職權介入；但為保護當事人

程序及實體利益，法院仍得運用訴訟指揮為必要之闡明，或為防止突襲

性裁判，發現真實，於未能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得心證時，在保障當事

人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下，可以斟酌當事人所未主張而於法院已顯著

或為其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或依職權調查證據。此外，其事件內容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如涉及家庭暴力或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有害當

事人或關係人人格權之虞；當事人自認及不爭執之事實，顯與調查之事

實結果不符；或是綜合各種具體客觀情事，認為法院不介入探知，將顯

失公平時，仍應適用第一項之規定，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斟酌事

實，以維護當事人或關係人之權益。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5條亦規定： 

法院處理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調解、訴訟或非訟事件時，得連結

相關資源，通知未成年子女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

人，接受免付費之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參加者表明願自行支付費用

時，亦得提供付費資源之參考資料，供其選用參與。 

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參與前項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之情形，得

作為法院處理相關家事事件之參考。 

法院審理家事事件，依職權調查證據，斟酌當事人未提出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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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使當事人或關係人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 

3. 不公開審理主義 

家事事件法第 9條規定家事事件程序之不公開： 

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以不公開法庭行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審判長或法官應許旁聽： 

一、經當事人合意，並無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二、經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聲請。 

三、法律別有規定。 

審判長或法官認為適當時，得許就事件無妨礙之人旁聽。 

其立法理由為：家事事件涉及當事人間不欲人知之私密事項，為保

護家庭成員之隱私及名譽、發現真實、尊重家庭制度，以利圓融處理，

爰訂定第一項本文，以不公開法庭行之。但當事人對無妨礙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之事件合意公開，或經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聲請，或法

律另有規定者，審判長或法官應准其旁聽，以保障當事人、利害關係人

之程序主體地位。又審判長或法官准許旁聽之處分，為程序進行中之處

分，自不得聲明不服。 

另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0 條規定：法官於法院內、外開庭時，除

有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之情形外，以不公開法庭行之。家事

事件審理細則第 11 條規定：當事人得以書狀或言詞陳述是否允許旁聽

之意見。（第 1 項）法院允許旁聽者，應使當事人或關係人有陳述意見

之機會。（第 2 項）法院允許旁聽開庭，應載明於筆錄，並宣示理由。

（第 3項） 

4. 直接審理主義或間接審理主義 

在非訟事件中，法院對於採取直接審理主義或間接審理主義具有裁

量權，並不當然適用直接審理主義。但若在部分真正爭訟事件類型，例

如宣告終止收養事件或夫妻離婚協議中，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