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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mony amendment  

摘要

(中) 

夫妻離婚後贍養費給付之理論，各國立法並不一致，但國際間已不再就

當事人過去之行為尋求道德上之公平，而係就當事人之生活需求謀求經

濟上之公平。我國關於離婚贍養費之請求，民法第一０五七條雖規定，

夫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者，他方應給與相當之

贍養費，惟其條件相當苛刻。按離婚贍養費之給付制度，目的原本在照



顧離婚後之經濟上弱者，故不僅判決離婚有其需要，即於兩願離婚之情

形亦不可或缺，故應許離婚當事人於事後訴請法院處理以資補救。其

次，贍養費之給與僅限於無過失方得請求之規定，亦有違贍養費給付制

度之宗旨，故宜將過失之輕重作為斟酌給付贍養費之參考，而非請求權

成立要件。然若負擔贍養義務對贍養義務人顯失公平者，基於衡平原

則，則宜免除義務人之義務。另關於決定贍養費數額時應斟酌事項、贍

養費之繼承性、消滅事由及請求時效，亦宜加以明文，以杜爭議。 本文

可大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敘述離婚贍養費之概念、意義、

理論依據及種類；第三章闡述外國離婚贍養費給付制度，包括德國、日

本、美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國之立法例；第四章則分析我國離婚贍養

費給付制度立法沿革、請求權成立要件、給付程度、方式、決定數額要

素、變更與消滅事由、非婚姻狀態之適用及贍養費應否繳納稅捐等問

題；第五章檢討我國現行離婚贍養費規定之缺失、介紹法務部所提出之

修正草案及個人對修正草案之淺見，並對我國離婚贍養費修正條文試擬

草案，以做為本文之結論。 茲嘗試草擬離婚贍養費修正條文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 「夫妻之一方，離婚時生活陷於困

難者，得向他方請求贍養費。 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不能期待於離婚後從

事足以維持生活之工作者，推定為生活陷於困難： 一 因行使或負擔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者。 二 因年老、不治之惡疾或重大不治之精神病

者。 三 因結婚、懷胎、育兒或家務勞動而停止工作或接受教育者。」 

（二） 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一： 「贍養權利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足認給付贍養費對於贍養義務人顯失公平者，免除贍養義務人之給

付義務： 一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其生活陷於困難者。 二 對贍養

義務人或其直系血親有故意侵害之行為，而有刑事處罰之規定者。 三 結

婚期間未滿一年者。 贍養義務人因負擔贍養義務而不能履行其對直系血

親之扶養義務或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一、二項之

規定，於贍養權利人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不適用

之。」 （三） 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二： 「贍養費之給付，應

依贍養權利人之需要狀況及贍養義務人之經濟能力定之，尤應審酌左列

事項： 一 夫妻之年齡、職業、健康情形及婚姻中生活狀況。 二 婚姻存

續期間對家庭之貢獻。 三 贍養權利人之謀生能力。 四 贍養義務人應負

扶養義務之人數。 五 贍養權利人對離婚責任之有無。 六 其他影響贍養

費給付之重大事由。 贍養費之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定一定金

額命為一次給付。 前項情形，對贍養義務人顯失公平而贍養義務人願提

供相當之擔保者，法院得命為分期給付或改以定期金給付。」 （四） 修

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三： 「贍養費請求權及已確定之贍養費定期

債權之請求權，因贍養權利人再婚或死亡而消滅。 贍養義務人死亡者，

其繼承人於贍養權利人若未離婚，對遺產能取得之特留份範圍內，對贍

養權利人負擔贍養義務。」 （五） 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四： 

「贍養請求權，自離婚時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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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財產分与の対象財產の範圍と判断の基準時，載於判例タイムズ

（家庭裁判所四十週年紀念），夫婦•親子 215 題，野田愛子、人見康

子編輯，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七四七號。 （二） 中川淳，離婚財產

分与と慰藉料との関連，載於「現代の離婚問題」，太田武男編，有斐

閣，昭和五九年六月初版二刷。 （三） 市川四郎，財產分与の額および

方法，載於「家族法大系Ⅲ離婚」，中川善之助教授還曆紀念、家族法

大系刊行委員會編，有斐閣，昭和五三年八月初版十三刷。 （四） 本沢

巳代子，財產分与請求権と債權者代位権，載於判例タイムズ（家庭裁

判所四十週年紀念），夫婦•親子 215 題，野田愛子、人見康子編輯，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七四七號。 （五） 村井衡平，離婚給付，載於

「谷口知平先生追悼論文集第一卷家族法」，平成四年十一月初版。 

參、網 路 資 料 （一） 內政部統計處：

http ://www.moi.gov.tw/stat/index.asp （二） 司法院網站：

http :://www.judicial.gov.tw （三） 財政部制稅委員會網站：

tp ://www.ttc.gov.tw/law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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