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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2017 年 5 月 24 日司法院公布「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748 號

解釋」後，民間、行政與立法單位，花了近兩年的時間努力整合

各方意見，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司法院釋

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下稱施行法)1，2019 年 5 月 24 日生效
2，該法賦予同性伴侶得以結婚的法律依據，達成婚姻自由之平

等保護。 

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2 條規定：｢相同性

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

之永久結合關係。」，此｢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在

施行法各條文一律稱為｢第二條關係」，與｢民法所定之婚姻」成

為分立相對之法律概念3，故施行法內容，雖就相同性別二人成

立婚姻關係及後續所衍生之子女收養、財產處分、繼承等權利義

務予以立法保障，惟與現行異性婚姻規範仍屬有別，學者比喻同

性伴侶的結合，施行法是基於釋字第 748 號解釋｢僅及於婚姻，

不及於親子」的｢類婚姻」4。例如，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施行法第 20 條規定，同婚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

女時，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5，乃構築在民法框架下之施行

                                                      
1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1 條規定：｢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施行，  

特制定本法。」。林更盛教授認為大法官解釋已經明確承認立法者的形成自由，另一方面並未

同時明文限定相關法規之名稱，不論是另立專章、制定特別法或其他形式，相關法規皆無須必

冠名｢婚姻」二字，亦無須囿於｢同性婚姻」或類似字眼。詳參林更盛｢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解

釋的拘束力—方法論的觀點」月旦法學雜誌第 283 期(2018 年 12 月)第 17–18 頁。 
2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七四八號解釋文：民法第 4 編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

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

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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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

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3
  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7 條規定：｢(第 1 項)有配偶或已成立第 2 條關係者，不

得再成立第 2 條關係。(第 2 項)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成立第 2 條關係，或同時與二人以上

分別為民法所定之結婚及成立第 2 條關係。(第 3 項) 已成立第 2 條關係者，不得再為民法所

定之結婚。」 
4
  ｢類婚姻」論點，詳參施慧玲｢同性伴侶組成家庭的權利—收養敘事分析」月旦法學教室第 208

期(2020 年 2 月)第 57 頁、第 60 頁。 
5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20 條之立法理由謂：鑑於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雙方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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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排除非親生子女之繼親收養6；又依現行規定，受胎所生之

子女與其生母發生法律之親子關係，並類推適用民法，同性婚姻

法制化前已有之子女者，無平等適用現行法準正或認領之相關

規定，僅能藉由收養使該子女與同婚伴侶成立親子關係，此際，

該子女與生父間親屬關係認定，乃至同婚伴侶於成立施行法第 2

條關係存續期間前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親屬關係，均與土地

登記實務執行息息相關，相關法令未配合修正，實有必要進一步

了解、探討。 

此外，｢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施行後，外國人

與我國人民同婚結為連理情形，相當普遍，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第 46 條規定：「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結婚之

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者，亦為有效。」我國

國民與外籍人士結婚，須其婚姻成立之實質要件分別符合我國

法律及該外籍人士本國法律之規定，而其婚姻之方式符合當事

人一方之本國法或舉行地法規定者，婚姻方屬有效成立，我國人

民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締結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

釋施行法第 2 條關係，在我國將不被承認7。又，部分國家如義

大利係「僅承認同性伴侶制度國家」，而非承認同性成立婚姻關

係，故國人與僅承認同性伴侶制度國家之人民辦理結婚登記，將

牴觸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規定之意旨8。另，我國國民與

外籍人士結婚，除須其婚姻成立之實質要件分別符合我國法律

及該外籍人士本國法律之規定外，依土地法第 18 條規定，外國

人得取得我國不動產採平等互惠原則，必須我國人民得取得該

國土地權利者為限。登記審查人員就相關法令間關係，仍須強化

                                                      

有共同經營生活事實，為保障同性關係之一方親生子女之權益，應許他方得為繼親收養，由社

工專業評估及法院之認可，依個案判斷其收養是否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並準用民法有關收養之

規定；第 2 條關係之一方收養他方親生子女後，依本條準用民法第 1077 條第 1 項規定之結果，

其與被收養子女間之關係，與婚生子女同，是民法及其他法律中有關父母與子女間權利義務之

規定，自有適用。 
6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20 條明定同婚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

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然而其立法理由並未敘明同婚雙方當事人得收養非婚生子女，解釋

上，尚不得共同收養非所從出之非婚生子女。 
7
  法務部 109 年 4 月 22 日法律字第 10903507370 號函。 

8
  法務部 109 年 5 月 15 日法律字第 109035049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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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與運用。 

依我國人口婚姻狀況統計，施行法自施行以來，截至 109 年

5 月累計共有 5,539 人辦理結婚登記9，考量未來趨勢普遍，且涉

及戶政、稅捐等行政機關業務，加以，現行相關法令並未配合修

正，本所擬計劃辦理研討會，邀集轄區地政士聯誼會、新莊、泰

山、五股、林口等戶政機關、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莊辦事處及新

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共同探討相關實務發生問題，並

就相關法令不備之處提出修法建議，惟因新冠肺炎虐行，集會恐

有人員近距離接觸感染顧慮，暫時取消。 

惟，本所思量地政事務所乃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故率先成

立研究小組，依循法令層次脈絡，整理分析相關法令，檢視現行

土地登記相關作業規範不足處，提出修法建議，作為法制上之參

酌；同時，本所對於教育傳承亦十分重視，縱現行尚未受理涉及

施行法案件，然超前部署擬以本研究報告作為登記審查同仁教

育訓練教材，以利實務執行，因此，引發本研究報告動機。 

 

 

 

 

 

 

 

 

 

                                                      
9
  內政部統計處，統計報告-現住人口婚姻狀況，檢索日期 109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sn=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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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以土地登記審查實務主軸，將施行法涉及以「結

婚」、「收養」、「財產」、「繼承」等四大面向進行解析，以現行民

法、土地登記相關法規實務之視角，釐清實務作業上須配合修正

調整之處，同時提供具體修正建議，期作為未來中央主管機關修

正相關法令規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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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相關法令解析 

一、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748 號解釋 

司法院於 106 年 5 月 24 日以第 748 號解釋，因現行法規並

未允許性別二人得以結婚，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

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為避免立法延宕，導致規範

不足之違憲狀態無限期持續，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以何種形

式（例如修正婚姻章、於民法親屬編另立專章、制定特別法或其

他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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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結合關係，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

屬立法形成之範圍10。 

逾期未完成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以

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得

依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

婚登記，並於登記二人間發生法律上配偶關係之效力，行使配偶

之權利及負擔配偶之義務。 

配合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748 號解釋，108 年 5 月 22 日制

定「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108 年 5 月 24 日施行11，

將同性婚姻相關規定予以合法化。 

二、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共計 27 條，其係參照民法，

故有關婚姻之成立及後續衍生的法律關係，源自於民法的親屬

及繼承編，此外，尚有涉及民法其他編及民法以外之法規。其法

令架構12可分為三層，第一層為親屬、繼承關係的規範，屬於專

                                                      
10
 有學者比喻同性伴侶的結合，施行法是基於釋字第 748 號解釋｢僅及於婚姻，不及於親子」的｢

類婚姻」，參閱施慧玲(同註 4)。亦有學者認為大法官解釋已經明確承認立法者的形成自由，另

一方面並未同時明文限定相關法規之名稱，不論是另立專章、制定特別法或其他形式，相關法

規皆無須必冠名｢婚姻」二字，亦無須囿於｢同性婚姻」或類似字眼。詳參林更盛(同註 1)。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27 條規定：｢本法自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4 日施行。」 

12
 一起讀判決，748 施行法的六件事，上網日期 109 年 5 月 20 日，檢自：

https://casebf.com/2019/05/18/748law-overview/ 

 

https://casebf.com/2019/05/18/748law-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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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核心，除專法有明訂外，其餘條文採列舉規定準用民法；第

二層涉及親屬、繼承以外之規範，則全部準用民法總則及債編；

第三層則係涉及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規時，除專法或其他法規另

有規定外，原則亦採全部準用。 

 

三、 土地登記相關法令分析 

施行法主要為規範同性別之二人，成立婚姻關係及其後續

衍生之親屬、繼承等權利義務給予合法保障，具適用於特定對象，

故部分內容有別於現行民法規範之異性婚姻制度及相關行政作

業；當中所涉及之親屬、繼承等規定，亦會影響後續不動產移轉

登記之效力，將對登記機關造成實務作業衝擊，故予分析。 

本研究擬以登記審查實務之觀點，檢視施行法涉及親屬、繼

承範疇等相關條文內容，先由「結婚」、「收養」、「財產」、「繼承」

等四大面向進行現況探討後，再據以釐清涉及登記審查作業等

相關規範。 

  

其他規範 (涉及民法以外)

準用各規
定

涉及總則、債

全部準用
民法

涉及親屬、繼承

列舉規定
專法明訂+特定範疇準用民法

土地登記審
查實務

結婚 收養 財產 繼承

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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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婚 

依施行法第 2 條：「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

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而同性

婚姻之權利義務係「列舉準用」民法親屬編規定，下就同性婚

姻成立之要件、效力、戶籍登記等規定分述如下： 

1. 同性婚姻成立要件 

(1) 符合法定年齡13 

雙方需滿 18 歲，倘屬未成年者，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2) 形式要件14 

I. 應以書面為之。 

II. 2 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III. 辦理登記。 

2. 同性婚姻之效力15 

(1) 同性婚姻「登記」 

I. 本國婚姻 

同性婚姻之當事人若為 2 位國人，於施行法 108

年 5 月 24 日起施行日後可辦理同性結婚登記。 

II. 跨國婚姻16 

i. 本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之外籍人士： 

國人與 27 個同性婚姻國家或地區之外籍人士，

得辦理同性之結婚登記，2 位國人或國人與承認同性

結婚國家人士於 108 年 5 月 24 日前在同性結婚合法

國家同性結婚，可持憑渠等經驗證之結婚文件辦理同

性之結婚登記，其生效日期以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同

性結婚登記之日為準。 

                                                      
13
 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3 條：「未滿 18 歲者，不得成立前條關係。未成年人成立前條關

係，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14
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4 條：「成立第 2 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有 2 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

應由雙方當事人，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之意旨及本法，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15
內政部 108 年 7 月 19 日台內戶字第 10801263051 號函。 

16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

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者，亦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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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合法國家一覽表 

美國 英國 法國 

加拿大 哥倫比亞 巴西 

阿根廷 奧地利 瑞典 

芬蘭 冰島 馬爾他 

挪威 葡萄牙 烏拉圭 

德國 荷蘭 厄瓜多 

澳洲 紐西蘭 墨西哥（部分地區） 

比利時 丹麥 盧森堡 

愛爾蘭 西班牙 南非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ii. 本國人與未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之外籍人士： 

國人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締結之第 2 條

關係，在我國將不被承認。 

iii. 本國人與港、澳或大陸地區人民： 

因涉及兩岸條例、港澳條例相關法規，亦涉及入

境事由、面談機制及登記程序等行政管理措施，尚待

大陸委員會與相關機關研議，爰目前尚不得受理渠等

結婚登記。 

iv. 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之外籍人士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

之外籍人士： 

有關 2 位外籍人士，如雙方均屬承認同性之結婚

國家或地區者，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渠等得比

照異性者在臺辦理結婚登記。 

(2) 同性伴侶「註記」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108 年 5 月 24 日起

施行日前，由於同性婚姻尚未完成法制化，戶政機關尚無

法律依據辦理同性結婚登記，但得申請同性關係辦理註

記，至施行法實施後，註記是否應刪除，可分為以下情況： 

I. 本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之外籍人士： 

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之人士(或 2 位國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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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5 月 24 日起已可辦理同性結婚登記，不再受理

渠等之同性伴侶註記，如原有同性伴侶註記者，於辦理

同性結婚登記後，該註記應予刪除。倘渠等一定時間內

未辦理同性結婚登記者，是否刪除其同性伴侶註記，刻

正彙整各地方政府意見，將另案釋示(內政部 108 年 5

月 22 日台內戶字第 1080241986 號函)。 

II. 本國人與未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之外籍人士： 

本國人與未承認同婚國家之外籍人士於 108年 5月

24 日起無法辦理同性結婚登記，仍可受理渠等之同性

伴侶註記，原有同性伴侶註記者，該註記亦不刪除。(內

政部 108 年 5 月 22 日台內戶字第 1080241986 號函) 

III. 本國人與港、澳或大陸地區人民： 

港、澳或大陸地區尚未承認同性結婚，故本國人與

港、澳或大陸地區人民無法辦理同性結婚登記，僅能辦

理同性伴侶註記。 

IV. 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之外籍人士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之

外籍人士： 

雙方皆來自承認同性結婚國家，則可以在台辦理結

婚登記。反之，其中一方來自非承認同性結婚的國家，

依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無法在台辦理結婚

登記，僅能辦理同性伴侶註記。 

3. 戶籍登記之稱謂 

(1) 同性結婚登記者，其雙方互稱「配偶」 

有關稱謂之記載，辦理同性結婚登記者其雙方互稱

「配偶」，又依施行法，成立第 2 條關係之一方，並未與

他方之血親成立姻親關係，故其與他方之親屬間互稱為

「家屬」(內政部 108 年 5 月 22 日台內戶字第 1080241986

號函)。同性結婚者，配偶之稱謂會顯示在身分證、戶口

名簿等戶籍資料上。 

(2) 同性伴侶註記17 

同性伴侶註記屬於戶政事務所內部參考資訊，僅供

戶政人員查詢，因不屬於戶籍登記，所以該註記內容均不

                                                      
17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所屬各戶政事務所受理同性伴侶關係註記作業要點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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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顯示在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及戶籍謄本上，其作業程

序如下： 

I.已於國外完成結婚手續者： 

於戶役政資訊系統註記「X 年 X 月 X 日已於○○○

地與○○○依該地法律完成結婚手續民國 X 年 X 月 X 日

註記」(○○戶所)。 

II.同性伴侶註記: 

於戶役政資訊系統註記「與○○○（身分證統號）申

請註記為同性伴侶民國 X X 年 X X 月 X X 日註記（○○

戶所）」或「與○○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

民）○○○（中文）（英文、日文漢字原名）（居留證號或

護照號碼）申請註記為同性伴侶民國 X X 年 X X 月 X X

日註記」（○○戶所）。 

(二) 收養 

有關同性婚姻成立後之子女收養，依該專法第 20 條：「第

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時，準用民法

關於收養之規定。」，是現行施行法僅允許收養他方親生子女，

即「繼親收養」，而無法共同收養不具血緣關係子女，有關同

性婚姻繼親收養規定，準用民法第 1072 條至第 1083 條之 1 等

內容，下就相關規定簡述。 

1. 收養要件(民法第 1073 條)  

(1) 收養人應長於被收養人 20 歲以上。  

但夫妻共同收養時，夫妻之一方長於被收養者 20 歲

以上，而他方僅長於被收養者 16 歲以上，亦得收養。夫

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應長於被收養者 16 歲以

上。 

(2)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輩分應相當。 

2. 夫婦共同收養為原則(民法第 1074 條) 

夫妻收養子女時，應共同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單獨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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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 

(2) 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不明已逾三年。 

3. 收養方式(民法第 1077 條) 

(1) 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 

(2) 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

法院應不予認可。 

4. 收養效力 

(1)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與婚生子女同。 

(2)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

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

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3)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

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

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4)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

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且未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

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或已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

示同意者，不在此限。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

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5. 同性婚姻收養子女限制 

(1) 婚姻成立前之收養 

結婚前收養子女成為養父（母）後，再依本施行法

第 2 條規定與同性伴侶結婚者，他方伴侶依法不得收養

其養子女。 

(2) 婚姻成立後之收養 

受本施行法第 20 條限制，僅得「收養他方之親生子

女」（即繼親收養），倘若同性伴侶無親生子女即不得依

本條例收養無血緣關係子女。 

6. 收養後戶籍登記之稱謂18 

                                                      
18內政部戶政司-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施行後戶籍登記因應作為。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2121?sn=1558500077408)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2121?sn=155850007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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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親收養者，該子女雙親欄稱「父，養父」或「母，養母」。 

7. 有關養子女之權利義務相關法令規定： 

相關法令規定 規定內容 

民法第 1007 條

第 1 項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繼承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第 15 點 

子女被人收養者，於收養關係尚未終止

之前，對本生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之

繼承權暫行停止，而對養父母之遺產有

繼承權。 

繼承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第 20 點 

親生子女與養子女，養子女與養子女係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三款所定之

兄弟姐妹，相互間有繼承權。 

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間，亦

為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三款所稱

兄弟姊妹同一順序之繼承人。 

繼承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第 35.1 點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

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

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該子女與他方

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

影響。 

繼承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第 46 點 

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條規定之代位繼承

人包括養子女之婚生子女，養子女之養

子女，婚生子女之養子女。 

(三) 財產 

依施行法第 15 條：「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財產制，準

用民法親屬編第二章第四節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故同性

婚姻成立後，無論於婚姻期間雙方之財產運用或婚姻關係消滅

後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皆準用民法夫妻財產制之規定，以

下就相關規定進行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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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定財產制（民法第 1017～1030 條之 4） 

(1) 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民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 1005 條） 

(2)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

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不能證

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 

(3) 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

後財產。夫妻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後，於婚姻關係存續

中改用法定財產制者，其改用前之財產視為婚前財產。（民

法第 1017 條） 

(4) 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民法第 1018

條） 

(5) 婚後剩餘財產之分配：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

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

產之差額，原則應平均分配。（民法第 1030 條之 1） 

(6) 毋庸向法院聲請辦理登記。  

2. 約定財產制（民法第 1031～1058 條） 

(1) 共同財產制（民法第 1031～1040 條） 

I. 夫妻之財產及所得，除特有財產外，合併為共同財產，

屬於夫妻公同共有。（民法第 1031 條） 

II. 共同財產，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管理者，從

其約定。（民法第 1032 條第Ⅰ項） 

III. 夫妻之一方死亡時，共同財產之半數，歸屬於死亡者

之繼承人，其他半數，歸屬於生存之他方。前項財產之

分劃，其數額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第一項情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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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生存之他方，依法不得為繼承人時，其對於共同財

產得請求之數額，不得超過於離婚時所應得之數額。

（民法第 1039 條） 

IV. 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夫妻各取

回其訂立共同財產制契約時之財產。 

V. 共同財產制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同財產，由夫妻各得其

半數。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民法第 1040 條） 

(2) 所得共同財產制（民法第 1041 條） 

I. 夫妻得以契約訂定僅以勞力所得為限為共同財產。 

II. 前項勞力所得，指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薪

資、工資、紅利、獎金及其他與勞力所得有關之財產

收入。勞力所得之孳息及代替利益，亦同。 

III. 不能證明為勞力所得或勞力所得以外財產者，推定為

勞力所得。 

IV. 夫或妻勞力所得以外之財產，適用關於分別財產制之

規定。 

(3) 分別財產制（民法第 1044、1046 條） 

I. 分別財產，夫妻各保有其財產之所有權，各自管理、

使用、收益及處分。（民法第 1044 條） 

II.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

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

求償還。（民法第 1046 條適用民法第 10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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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相關規定 

(1) 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民法所定之約定財產

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 1005 條） 

(2)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立、變更或廢止，應以書面為之。（民

法第 1007 條） 

(3)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立、變更或廢止，非經登記，不得以

之對抗第三人。前項夫妻財產制契約之登記，不影響依其

他法律所為財產權登記之效力。（民法第 1008 條）  

(四) 繼承 

依施行法第 23 條：「Ⅰ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有相互繼

承之權利，互為法定繼承人，準用民法繼承編關於繼承人之規

定。Ⅱ民法繼承編關於配偶之規定，於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

準用之。」以下就相關規定進行簡述。 

1. 遺產繼承人（民法第1138條）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 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 父母。 

三、 兄弟姊妹。 

四、 祖父母。 

2. 應繼分（民法第1144條） 

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應繼分，依左列各款定之： 

(1) 與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

與他繼承人平均。 

(2) 與第1138條所定第二順序或第三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

時，其應繼分為遺產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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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1138所定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

產三分之二。 

(4) 無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

分為遺產全部。 

3. 繼承權之喪失（民法第1145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繼承權： 

(1) 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

之宣告者。 

(2) 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其

撤回或變更之者。 

(3) 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

害其撤回或變更之者。 

(4) 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

者。 

(5) 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

表示其不得繼承者。 

(6)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規定，如經被繼承人宥恕者，

其繼承權不喪失。 

4. 繼承回復請求權（民法第1146條） 

(1) 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 

(2) 前項回復請求權，自知悉被侵害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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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因應作業 

綜整現行新北市政府配合同性結婚登記調整之各項行政作業19因

應措施如下（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一) 結婚登記 

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一、 申請對象：  

2 位國人或國人與承認同性

結婚國家人士於 108 年 5 月

24 日後，得辦理同性結婚登

記。 

二、 申請條件： 

(一)年滿 18 歲以上(未成年人

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檢附文件： 

1. 雙方當事人之戶口名簿、

國民身分證(或身分證明

文件)、印章（或簽名）

及最近 2 年內所拍攝正面

半身彩色相片 1 張。 

2. 結婚書約。 

3. 未成年人結婚法定代理人

同意書。 

三、 辦理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4 條。 

一、 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國

家人士（或者 2 位國人）

自 108 年 5 月 24 日起得

至本市各戶所辦理同性

結婚登記。 

二、 國人與未承認同婚國家

人士於 108 年 5 月 24 日

起無法辦理同性結婚登

記，仍可受理同性伴侶

註記。 

  

                                                      
19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同 性 結 婚 登 記 者 相 關 權 益 一 覽 表

（ https://www.ca.ntpc.gov.tw/home.jsp?id=2777534bbe1e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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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稅務 

1. 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 

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一、 申請對象：納稅義務人及配

偶。 

二、 辦理依據：財政部108年5月

17日新聞稿及所得稅法、遺產

及贈與稅法相關規定。  

現行所得稅法有關納稅

義務人與配偶合併申

報、標準扣除額加倍減

除及相關扣除額等規

定，遺產稅有關配偶扣

除額及配偶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請求權、贈與稅

有關配偶互相贈與財產

及父母於子女婚嫁時贈

與之財物等規定自「司

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

施行法」施行日起，相同

性別之二人已成立永久

結合關係者，即得比照

配偶身分關係適用前揭

稅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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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屋稅 

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一、申請對象 :個人所有住家用

房屋符合規定者，屬供自住

使用，得按自住用稅率

1.2%課徵房屋稅。  

二、申請條件 : 

(一)房屋無出租使用。  

(二)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

屬實際居住使用。  

(三)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全國合計 3 戶以內。  

三、辦理依據 :房屋稅條例第 5

條及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

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

標準第 2 條。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全國合計 3 戶以內自

住用房屋，得按自住用

稅率 1.2%課徵房屋稅。

如因結婚致全國自住用

房屋超過 3 戶，請向房

屋所轄之地方稅稽徵機

關申請重新擇定，以維

護權益。 

3. 地價稅 

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一、申請對象：持有自用住宅用地

之土地所有權人。 

二、申請條件： 

(一)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

系親屬於該地設有戶籍登

記。 

(二) 無出租、無供營業等非住家

用途。 

(三) 土地上的房屋為土地所有

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

地上建物如符合左列申

請條件，土地所有權人

可向所轄之地方稽徵機

關申請按自用住宅課徵

地價稅，其優惠稅率稅

率2‰與一般用地稅率

10‰至55‰，稅率至少相

差4倍。 

◎申辦注意事項：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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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有。 

(四) 都市土地以300 平方公尺

(90.75坪) 為限；非都市土地

以700平方公尺(211.75坪)為

限。 

(五)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

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以一

處為限。 

(六)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 

1.戶籍證明文件： 

(1) 戶口名簿影本(土地如供

直系親屬設籍，夫妻非設

同一戶籍者，請附雙方戶

口名簿影本) 。 

(2) 外僑居留證明文件影本。 

2.建物坐落基地證明文件： 

(1) 已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房屋：建築改良物所

有權狀影本或其他建物

證明文件。 

(2) 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房屋：使用執照影本

或建物勘測成果圖；77年

4月29日  以前建造完成

或無上述資料者須檢附

房屋基地坐落申明書。 

三、辦理依據：土地稅法第 9 條

及第 17 條。 

年地價稅開徵40日前

(即9月22日前)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

向稅捐稽徵處提出申

請，逾期申請者，自申

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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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增值稅 

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配偶互相贈與土地，得申請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 

一、申請對象：配偶互相贈與土

地。 

二、申請條件：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訂立贈與契約，於申報土地移

轉現值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

增值稅。 

三、檢附文件： 

(一)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

書。 

(二)土地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契約

書已貼用印花稅票或印花稅

總繳繳款書影本)。 

(三)當事人雙方身分資料影本。 

四、辦理依據：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訂立

贈與契約，於申報土地

移轉現值時，得申請不

課徵土地增值稅。 

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

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一、 申請對象:配偶一方行使剩

餘財產差分配請求權，移轉土

地。 

二、 申請條件：配偶一方依民

法第 1030條之 1 規定行使剩餘

財產差分配請求權，於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時，得申請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 

配偶一方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行使剩餘財

產差分配請求權，於申

報土地移轉現值時，得

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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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三、 檢附文件 

(一)配偶一方死亡: 

1.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

書。 

2.生存配偶與全體繼承人協議

給付文件或法院確定判決

書。 

3.被繼承人除戶資料。 

4.繼承系統表。 

5.主管機關核算差額分配價值

證明文件。 

6.當事人雙方身分資料影本。 

(二)離婚或婚姻關係存續中將法

定財產制變更為其他夫妻

財產制: 

1.土地增值稅（土地現 值）申

報書。 

2.夫妻訂定協議給付文件或法

院確定判決。 

3.離婚登記、夫妻財產制變更契

約或法院登記等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之證明文件。 

4.當事人雙方身分資料影本。 

三、辦理依據：財政部 96 年 12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60470

號令及 107 年 7 月 4 日台財稅

字第 1070050950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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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自用住宅用地課徵土地增值稅： 

一、申請對象：土地所有權人出售

自用住宅用地。  

二、申請條件： 

(一)一生一次自用住宅用地 

1.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

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2.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

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

過 7 公畝部分。 

3.出售前 1 年內，無供營業使用

或出租。 

4.地上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

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

有。 

5.土地所有權人以一生一次為

限。 

6.自用住宅之評定現值不及所

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 10％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

住宅用地，如符合左列

條件，則可適用 10%優惠

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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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建築工程完成滿 1 年以

上。 

(二)一生一屋自用住宅用地 

1.已適用一生一次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 

2.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5公畝

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

過 3.5 公畝部分。 

3.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

宅以外房屋。 

4.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前持有該

地 6 年以上。 

5.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於出售前，在該地

設有戶籍連續滿 6 年。 

6.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於出售前，持有該

自用住宅連續滿 6 年。 

7.出售前 5 年內，無供營業使用

或出租。 

三、檢附文件： 

1.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

書。 

2.土地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契約

書已貼用印花稅票或印花稅

總繳繳款書影本）。 

3.買、賣雙方身分資料影本。 

4.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情形申明

書。 

5.設籍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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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籍人有租賃關係申明書。 

6.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建物測

量成果圖或建築改良物勘查

結果通知書)。 

7.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

地申請適用土地稅法第 34 條

第 5 項規定申明書(一生一屋

申報案件檢附)。 

四、辦理依據：土地稅法第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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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

稅： 

一、申請對象：土地所有權人於土

地出售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

日起 2 年內重購或先購買土地

2 年內再出售土地。 

二、申請條件: 

(一)土地出售後 2 年內重購或

先購買土地 2 年內再出售

土地。 

(二)重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

地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

之餘額。 

(三)原出售及重購土地所有權人

屬同一人。 

(四)出售土地及新購土地地上房

屋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

配偶、直系親屬所有，並且

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五)新購土地面積，都市土地面

積未超過 3 公畝或非都市

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部

分。 

(六)出售土地於出售前 1 年內未

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行為。 

(七)如為先購後售案件，應於重

購土地時，已持有供自用住

宅使用之土地為適用範圍。 

三、檢附文件: 

(一)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重

購退稅申請書 

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出

售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

日起 2 年內重購或先購

買土地 2 年內再出售土

地，如符合左列條件，則

可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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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二)原出售及重購土地向地政機

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

影本。 

(三)原出售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

款書收據聯正本（如無法提

示，應立具切結書）。 

(四)原出售土地係按一般用地稅

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檢附土

地所有權人(有)無租賃情形

申明書。(五)土地所有權人

無租賃情形申明書。 

四、辦理依據：土地稅法第 35 條。 

(三) 收養 

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依據民法第 1072~1083 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5~21 條、

87~89 條、118 條、家事事件法第

114~119 條規定辦理。 

一、 依據新修正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之規定，

自 101年 5月 30日

起，除了旁系血親

六親等以內及旁

系姻親五親等以

內，且輩分相當

者，或夫妻之一方

收養他方子女(亦

即繼親收養)外，出

養人及收養人均

應委託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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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出養媒合服務者

（詳如名冊）辦理

收出養，無法再以

私下約定方式進

行，以保障收出養

人及被收養兒童

的權益。 

二、 另為保障兒童少

年最佳利益，參考

海牙國際公約的

精神，亦規定兒童

及少年有出養必

要時，應以國內收

養人優先收養為

原則。 

法院認可收養前，

可以請收養人接

受親職準備教育

課程、精神鑑定及

藥酒癮檢測，以保

障被收養兒童的

權益。 

(四) 繼承 

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一) 申請對象：  

屬民法第 1138 條規定之法

定遺產繼承人。  

(二) 申請條件：  

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

國家人士（或者 2 位國

人）於 108 年 5 月 24

日後完成同性結婚登

記者，即屬民法第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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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及辦理依據 服務內容或補助金額 

1. 為同性配偶者，需已辦畢同性

結婚登記。 

2. 應備文件： 

(1) 土地登記申請書。 

(2) 登記清冊。 

(3) 繼承系統表。 

(4) 權利書狀或遺失切結書。 

(5) 戶籍謄本。 

(6) 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7) 遺產分割協議書正副本(繼承

人分割遺產時檢附，正本應

按協議成立時土地公告現值

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計算不

動產價值千分之一貼印花稅

票。) 

(8) 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

提出之證明文件。 

(三) 辦理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23 條  

條規定之法定遺產繼

承人之列，得繼承被繼

承人之不動產相關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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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修法建議 

解析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之內容，多涉及親屬、繼承等

權利義務範疇，而是類法律關係亦影響不動產權利變動之效力，

經檢視現行各項土地登記審查作業規範，於「繼承登記法令補充

規定」、「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駁回用語範例」

等內容，於施行法之適用具有疑義，實有須調整修正之必要，爰就

具體修正意見說明如下：。 

一、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21 點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八條規定所謂配

偶，須繼承開始時

合法結婚之夫或

妻，或依司法院釋

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施行法第二條成立

之同性伴侶。夫或

妻或同性伴侶一方

於對方死亡後再

婚，仍不喪失繼承

權。 

第 21 點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八條規定所謂配

偶，須繼承開始時

合法結婚之夫或

妻。夫或妻於對方

死亡後再婚，仍不

喪失繼承權。 

配合司法院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施行

法第二條規定同性

伴侶之合法地位，

於本點所稱之配偶

定義，增列同性伴

侶。 

第 33 點 

有配偶者違反民法

第一千零七十四條

共同收養規定，由

一方單獨收養子

女，該養子女與收

第 33 點 

有配偶者違反民法

第一千零七十四條

共同收養規定，由

一方單獨收養子

女，該養子女與收

1. 配合司法院

釋字第七四

八號解釋施

行法第二十

條規定，雙方

當事人僅得

收養他方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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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養者之配偶間，相

互無遺產繼承權。 

另依司法院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施行

法第二條成立之同

性伴侶，有於結婚

前收養子女者，該

養子女與養父或母

之同性伴侶間，相

互無遺產繼承權。 

養者之配偶間，相

互無遺產繼承權。 

生子女之繼

親收養限制。 

2. 於本點明訂

一方婚前收

養之養子女，

與其養父或

母因該施行

法第二條成

立之他方同

性伴侶，並無

法成立收養

關係，故相互

無遺產繼承

權。 

第 35.1 點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

及其親屬間之權利

義務，於收養關係

存續中停止之。但

夫妻之一方或依司

法院釋字第七四八

號解釋施行法第二

條成立之同性伴侶

收養他方之子女

時，該子女與他方

及其親屬間之權利

義務，不因收養而

受影響。 

第 35.1 點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

及其親屬間之權利

義務，於收養關係

存續中停止之。但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

方之子女時，該子

女與他方及其親屬

間之權利義務，不

因收養而受影響。 

 

增列配合司法院釋

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施行法施行第二條

成立之同性伴侶關

係，因收養他方子

女時，該子女與他

方及其親屬間之權

利義務，不因收養

而受影響之規定。 

第 106 點 第 106 點 因司法院釋字第七

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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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父母與未成年子女

同為繼承人，除遺

產繼承登記為公同

共有外，應依民法

第一千零八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為未

成年子女選任特別

代理人後，得申請

為分別共有之繼承

登記。 

依司法院釋字第七

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第二條成立同性婚

姻關係者依同法第

二十條辦理繼親收

養，同性配偶一方

與未成年子女或養

子女同為繼承人，

依法定應繼分申請

為分別共有繼承登

記，仍應依民法第

1086 條第 2 項規定

選任特別代理人 

父母與未成年子女

同為繼承人，除遺

產繼承登記為公同

共有外，應依民法

第一千零八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為未

成年子女選任特別

代理人後，得申請

為分別共有之繼承

登記 

第二十條成立之繼

親收養關係，倘同

性配偶一方與未成

年子女或養子女同

為繼承人，倘依法

定應繼分欲申請分

別共有繼承登記

時，仍須依民法第

1086 條第 2 項規

定，為其未成年子

女或養子女選任特

別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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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夫妻聯合財產更名 夫妻聯合財產更名 1. 本登記原因不

予修正。 

2. 現行民法於親

屬篇修正後無

夫妻聯合財產

制度，且因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48 號解釋施

行法於 108 年

5 月 24 日始施

行，同性間配

偶應準用現行

民法親屬篇關

於夫妻財產制

的規定，故本

登記原因不予

修正。 

配偶贈與 夫妻贈與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之施行，酌作文字

修正，不限於異性

婚之夫妻，亦包含

同性婚之配偶。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1. 本登記原因不

予修正。 

2. 現行登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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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係 依 民 法 第

1030 條之 1 規

定，於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

所為夫妻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

之土地建物權

利移轉登記。 

3. 因應司法院釋

字第 748 號解

釋施行法第 15

條，第二條關

係雙方當事人

之財產制，準

用民法親屬篇

關於夫妻財產

制之規定，爰

本登記原因仍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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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駁回用語範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經查內政部戶役政

系統，本案贈與人

與受贈人僅有同性

伴侶註記，尚未辦

理同性結婚登記，

請向戶政機關辦理

同性結婚登記後，

持載有配偶記事之

身分證明文件憑

辦。(內政部 108 年

5 月 22 日台內戶

字第 1080241986 號

函、土地登記規則

第 34、56 條 ) 

 1. 本條新增。 

2. 因應司法院釋

字第 748 號解

釋施行法施行

後，如受理本

國人或與承認

同婚且與本國

屬平等互惠國

家 之 外 國 人

士，倘於尚未

完成結婚登記

前辦理之配偶

贈與登記補正

用語。 

本案申請人間無結

婚登記 (或無同性

結婚登記)，故無法

以配偶身分申請配

偶贈與。 (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土地登記規則

57條第 1項第 2款、

內政部 108 年 7 月

19 日台內戶字第

10801263051 號函) 

 本條新增 

本國人與未承認同

婚且與本國有平等

互惠之國家人士

(但有同性伴侶註

記)，辦理配偶贈與

時，  



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案受贈人為港、

澳地區人民，依據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及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之規定，港澳

居民尚無法與我國

人民登記同性結

婚，故無法以配偶

身分贈與不動產，

應不准予登記。 

(香港澳門關係條

例第 38 條、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土地登記規則

57條第 1項第 2款) 

 本條新增 

本國人與與港、澳

地區人民，辦理配

偶贈與時。 

本案受贈人為大陸

地區人民，依據台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 41

條、52 條之規定，

大陸地區人民尚無

法與我國人民登記

結婚，故無法以配

偶身分贈與不動

產，應不准予登記。 

(台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41 條、52 條、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1.本條新增 

2.本國人與大陸地

區人民，辦理配偶

贈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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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46 條、土地登記

規則 57條第 1項第

2 款) 

本案係因離婚 (或

終止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第 2條關係)申請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登

記，請檢附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之協議

書或法院確定判決

書辦理。（民法第 

1030 條 之 1、土

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內政部 96 年 

12 月  10 日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727915 號函、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15、16、17 條） 

本案係因離婚申請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登記，請檢附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之協

議書或法院確定判

決書辦理。（民法第 

1030 條 之 1、土

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內政部 96 年 

12 月  10 日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727915 號函） 

1. 配合司法院釋

字第 748 號解

釋施行法第二

條關係雙方當

事 人 之 財 產

制，準用民法

親屬編第二章

第四節關於夫

妻財產制之規

定。 

2. 爰於申請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

登記，增列有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

行法第 16 條、

17條之適用等

文字內容。 

本案為父（母）親與

未成年子女或同性

婚姻配偶一方與未

成年養子女同為繼

承人協議分割遺

產，應為（養）子女

選任特別代理人，

請檢附法院選任特

本案為父（母）親與

未成年子女同為繼

承人協議分割遺

產，應為子女選任

特別代理人，請檢

附法院選任特別代

理人之裁定證明文

件及裁定確定證明

配合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之施行，增列同性

婚姻配偶一方與未

成年養子女同為繼

承人協議分割遺

產，應為養子女選

任特別代理人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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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別代理人之裁定證

明文件及裁定確定

證明書，並檢附特

別代理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及印鑑證

明，或請其親自到

場並提出國民身分

證正本，經本所指

定人員核符後，當

場於申請書或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內簽

名，或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 41 條其他

各款規定擇符辦

理。（內政部 97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 0970049929

號函、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第 119

條、民法第 1086

條、非訟事件法第

39 條、繼承登記法

令補充規定第 15

點、第 106 點、釋

字第 748 號解釋施

行法第 23 條） 

書，並檢附特別代

理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及印鑑證明，或

請其親自到場並提

出國民身分證正

本，經本所指定人

員核符後，當場於

申請書或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內簽名，

或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 41 條其他各款

規定擇符辦理。（內

政部 97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9929 號函、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119 條、民

法第 1086 條、非訟

事件法第 39 條）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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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案為父（母）親與

未成年子女或係同

性婚姻配偶之一方

與未成年養子女同

為繼承人以法定應

繼分申請分別共有

之繼承登記，應為

（養）子女選任特

別代理人，請檢附

法院選任特別代理

人之裁定證明文件

及裁定確定證明

書，並檢附特別代

理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及印鑑證明，或

請其親自到場並提

出國民身分證正

本，經本所指定人

員核符後，當場於

申請書或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內簽名，

或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 41 條其他各款

規定擇符辦理。（繼

承登記法令補充規

定第 15 點、第 106

點、內政部 103 年

5 月 15 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 1036650879

號令、土地登記規

本案為父（母）親與

未成年子女同為繼

承人以法定應繼分

申請分別共有之繼

承登記，應為子女

選任特別代理人，

請檢附法院選任特

別代理人之裁定證

明文件及裁定確定

證明書，並檢附特

別代理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及印鑑證

明，或請其親自到

場並提出國民身分

證正本，經本所指

定人員核符後，當

場於申請書或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內簽

名，或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 41 條其他

各款規定擇符辦

理。（繼承登記法令

補 充 規 定 第 106

點、內政部 103 年

5 月 15 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 1036650879

號令、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第 119

條、民法第 1086

條、非訟事件法第

配合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之施行，增列同性

婚姻配偶一方與未

成年養子女依法定

應繼分辦理分別共

有之繼承登記，應

為養子女選任特別

代理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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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則第 34 條、第 119

條、民法第 1086

條、非訟事件法第

39 條、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23

條）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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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施行法）係賦予同性別二人合法

享有婚姻權、親權等身分權保障，因專法施行造成行政機關業務

衝擊之項目，雖多涉及戶政機關權責範疇，惟考量土地所有權人

之家庭結構、婚姻態樣、親屬關係等，會影響名下不動產後續處

分、繼承等登記效力，對於現行地政實務作業亦生連帶影響，爰

地政機關仍有檢視修正相關作業規範之必要，經本研究釐清現行

土地登記審查實務相關作業規範，所得結果綜整如下： 

一、 施行法涉及土地登記審查之範疇 

以「結婚」、「收養」、「財產」、「繼承」等涉及土地登記範疇之

四大面向進行研究所得： 

（一） 結婚 

1. 辦理同性結婚登記，須基於雙方所屬國家皆承認同性

婚姻之前提下始得適用，倘雙方為本國人或一方係承

認同性婚姻國家之外籍人士，皆可辦理登記，如一方

為不承認同性婚姻之外國人士或港、澳或大陸地區之

人民，現行無法辦理結婚登記，僅接受同性伴侶註記。 

2. 至於同性伴侶註記，因不屬於戶籍登記範疇，故該註

記內容均不會顯示於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及戶籍謄

本上。 

（二） 收養 

現行僅允許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即「繼親收養」，故

同性伴侶無法共同收養不具雙方血緣之子女。 

（三） 財產 

同性婚姻成立後，無論於婚姻期間雙方之財產運用或

婚姻關係消滅後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皆準用現行

民法夫妻財產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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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繼承 

依施行法第 23 條：「Ⅰ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有相互繼

承之權利，互為法定繼承人，準用民法繼承編關於繼

承人之規定。Ⅱ民法繼承編關於配偶之規定，於第二

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準用之。」 

二、 土地登記審查實務作業之適用疑義 

（一） 檢視現行各項土地登記審查作業規範，施行法於「繼承

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土地登記案

件補正駁回用語範例」等規定具有適用疑義，須配合修正

以為因應。 

（二） 受理同性配偶互為贈與不動產，現行皆準用民法之相關

規定，惟涉及跨國同性婚姻時，倘一方屬不承認同婚國家

之外籍人士，因無法辦理結婚登記，故不得以配偶贈與登

記之方式取得不動產，僅得據依土地法第 18 條規，以外

國人身分取得不動產。 

（三） 另同性婚姻終止時辦理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現行

僅接受戶籍資料所載之「配偶」為請求權人，若僅為同性

伴侶註記之關係，則不具法律效力，無法適用。 

綜上，施行法之施行於土地登記審查實務之衝擊，現階段係

集中於「配偶贈與登記」及「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囿於該專

法僅施行一年多，尚無相關土地登記實務案例可供參考，建議未

來可持續蒐集以施行法辦理之各類土地登記案件，藉以釐清更多

登記作業待調整之處，並持續修正相關作業規範，俾使我國土地

登記作業制度能與時俱進，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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