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
第 1 條
第 2 條

本辦法依家事事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法院受理家事非訟事件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就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
關係人於家事非訟事件聲請前，向法院聲請暫時處分者，法院應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向聲

第 3 條

請人發問或曉諭是否併為本案聲請，並告知未為本案聲
請之法律上效果。
關係人聲請暫時處分之本案聲請，顯無法律上之理由者，法院不得核發暫時處分。

第 4 條
第 5 條

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
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得悖離本

第 6 條

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
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之婚姻非訟事件，法院於受理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

第 7 條

第 8 條

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一、依聲請核發禁止相對人處分特定財產之暫時處分。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
擔保。
二、聲請人已陷生活困難或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者，法院得命相對人為一定之給付、分期給
付或給付定期金。並得定應給付之期間。
三、夫妻之一方有接受醫療、心理諮商或輔導之急迫需要者，於他方資力所能負擔之範圍內，
命他方支付費用。
四、命交付維持生活必需物品。
五、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一百十三條之親子非訟事件
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一、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
三、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
四、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
五、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六、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
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項所定認可終止收養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
之暫時處分：
一、命給付被收養人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命收養人協助完成被收養人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
三、命收養人交付被收養人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
四、命收養人給付被收養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五、禁止處分被收養人之財產。
六、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第 9 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項所定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
之暫時處分：
一、命給付被收養人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命收養人協助完成被收養人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
三、命收養人交付被收養人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
四、禁止收養人或特定人攜帶被收養人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
五、收養人生活陷於困難者，命被收養人給付維持生活所必需之費用。但顯失公平者，不在
此限。
六、命給付為被收養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七、禁止處分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之財產。

第 10 條

第 11 條

第 12 條
第 13 條

第 14 條

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未成年人監護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
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一、命給付未成年人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人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
三、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人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
四、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人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
五、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六、禁止處分未成年人之財產。
七、命父母與未成年人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之未成年人
監護事件，得核發禁止監護人或原監護人處分受監護人財產或命為其他行為、不行為之暫時
處分，並得核發前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暫時處分。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九款之監護所生損害賠償事件，於本案裁定確定前，
得核發禁止監護人處分財產之暫時處分；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親屬間扶養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
分：
一、命給付受扶養權利人維持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禁止扶養義務人處分特定財產；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供擔保。
三、命扶養義務人協助完成受扶養權利人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
四、命扶養義務人給付為受扶養權利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五、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三十四條或第一百三十五條命親屬會議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件時，於
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一、禁止遺產管理人為處分遺產或其他不利於遺產管理之行為。
二、保存、管理遺產所必要之一切行為。
三、禁止遺產管理人處分其特定財產；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
前項情形於法院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準用之。

第 15 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選任、
改任失蹤人管理人或依職權改任失蹤人管理人事件時，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
處分：
一、禁止財產管理人為處分失蹤人財產或其他不利於失蹤人財產管理之行為。
二、命為保存、管理失蹤人財產所必要之一切行為。

第 16 條

三、禁止財產管理人處分其特定財產；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監護宣告事件後，於為監護宣告或本案裁定確
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一、命關係人支付應受監護宣告人維持適當生活及醫療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命關係人協助使受監護宣告人就醫所必要之一切行為。
三、禁止關係人處分應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
四、保存應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所必要之行為。

第 17 條

第 18 條
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1 條

第 22 條

五、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最佳利益。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及第九款
之事件，準用第十一條之規定。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之損害賠償事件，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輔助宣告事件，準用前二條之規定。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保護安置事件，得準用第七條之規
定。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繼續安置事件，得準用第十六條之規定。
法院核發前二項暫時處分，應審酌被安置人之最佳利益。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列事件，得準用第十六條之規定。
法院核發暫時處分，應注意不得與其他暫時處分、民事保護令內容相反、互不相容或相互
矛盾。
有前項情形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或變更暫時處分。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一日施行。

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總說明
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一日總統公布之家事事件法，於第八十五條以下新設暫時處分制度，確保家事非
訟事件關係人本案聲請之實現，維護關係人之程序利益，並因應急迫性事件之需求。另於第八十五條第
五項授權司法院暫時處分類型及其方法辦法，以因應新法之施行。辦法之主要要點如下：
一、訂定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明定暫時處分之事件類型，並強化法官闡明義務，使非訟事件之關係人之權益獲得更充足之保障，
確保本案聲請之實現。（第二條）
三、核發暫時處分應考慮非顯無理由、急迫性以及必要性原則。（第三條至第五條）
四、明定婚姻非訟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六條）
五、明定親子非訟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七條）
六、明定認可及宣告終止收養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八條、第九條）
七、明定未成年監護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十條、第十一條）
八、明定監護人損害賠償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十二條）
九、明定親屬間扶養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十三條）
十、明定遺產管理人、失蹤人財產管理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十一、明定監護宣告、輔助宣告等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
十二、明定保護安置事件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內容。（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十三、規定核發暫時處分應注意不得與其他暫時處分、民事保護令違背，以免徒增困擾。（第二十一條）
十四、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二十二條）

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逐條說明
條 文
第一條

說 明

本辦法依家事事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八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法院受理家事非訟事件後，除法律別有規 一、本條第一項揭示家事非訟事件得核發暫時處分

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

之要件。

請或依職權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就關係人得處 二、第二項強化法官闡明義務，使非訟事件之關係
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

人之權益獲得更充足之保障，確保本案聲請之

關係人於家事非訟事件聲請前，向法院聲請

實現。

暫時處分者，法院應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向聲
請人發問或曉諭是否併為本案聲請，並告知未為
本案聲請之法律上效果。
第三條

關係人聲請暫時處分之本案聲請，顯無法 本條明定暫時處分必須以非顯無理由為限，方得核

律上之理由者，法院不得核發暫時處分。
第四條

發。

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 暫時處分旨在確保本案聲請之實現，並非取代本案

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

聲請。因此僅於急迫情形下，方得核發暫時處分，

本條明定之。
第五條 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行 暫時處分旨在確保本案聲請之實現，核發暫時處分
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得悖離 之內容，自應以可執行且可達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
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

限。本條明定之。

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之婚 本條明定婚姻非訟事件中，得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
姻非訟事件，法院於受理後，於本案裁定確定 及其方法。包含禁止處分財產、先給付維持生活所

第六條

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必要之費用、醫療費用、交付維生所必需之物品及

一、依聲請核發禁止相對人處分特定財產之暫時 其他適當之暫時舉措。
處分。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
擔保。
二、聲請人已陷生活困難或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
者，法院得命相對人為一定之給付、分期給
付或給付定期金。並得定應給付之期間。
三、夫妻之一方有接受醫療、心理諮商或輔導之
急迫需要者，於他方資力所能負擔之範圍
內，命他方支付費用。
四、命交付維持生活必需物品。
五、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一 一、本條明定親子非訟事件中，得核發暫時處分之
類型及其方法。包含命給付子女生活、教育、
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一百十三條之親子非訟

第七條

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

醫療等必要之費用，協助子女就學或就醫所必

分：

須完成之手續、禁止帶離或拐帶未成年子女出

一、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

境、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等暫時處分，

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爰於第一項明定之。

二、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 二、第二項明定核發暫時處分仍應注意維護未成年
子女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
三、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
必需之行為。
四、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
定處所或出境。
五、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六、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
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
及期間。
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
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第八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項所定 本條明定認可終止收養事件中，得核發暫時處分之

認可終止收養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 類型及其方法。內容包含命給付子女生活、教育、
下列之暫時處分：

醫療等必要之費用，協助子女就學或就醫所必須完

一、命給付被收養人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 成之手續、禁止處分生被收養人之財產等暫時處
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分。

二、命收養人協助完成被收養人就醫或就學所必
需之行為。
三、命收養人交付被收養人生活、教育或職業上
所必需物品及證件。
四、命收養人給付被收養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
酬。
五、禁止處分被收養人之財產。
六、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第九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項所定 本條明定宣告終止收養事件中，得核發暫時處分之

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 類型及其方法。內容包含命給付被收養人生活、教
下列之暫時處分：

育、醫療等必要之費用，被收養人就學或就醫所必

一、命給付被收養人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 須完成之手續、禁止帶離被收養人或拐帶未成年子
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女出境、先給付維持生活所必需之費用、禁止處分

二、命收養人協助完成被收養人就醫或就學所必 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之財產等暫時處分。
需之行為。
三、命收養人交付被收養人生活、教育或職業上
所必需物品及證件。
四、禁止收養人或特定人攜帶被收養人離開特定

處所或出境。
五、收養人生活陷於困難者，命被收養人給付維
持生活所必需之費用。但顯失公平者，不在
此限。
六、命給付為被收養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七、禁止處分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之財產。
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第十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 一、 本條明定未成年人監護事件中，得核發暫時

款之未成年人監護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
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一、命給付未成年人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

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
二、 第二項明定核發暫時處分仍須考慮未成年人
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人生活、教育或職業上
所必需物品及證件。
三、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人就醫或就學所必
需之行為。
四、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人離開特定
處所或出境。
五、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六、禁止處分未成年人之財產。
七、命父母與未成年人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
期間。
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人之
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第一項明定前條規定以外之其他未成年人監護
事件中，法院得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
三款、第四款、第六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之未成
法，除得核發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之暫時處分
年人監護事件，得核發禁止監護人或原監護人處
外，並規定得核發禁止處分受監護人財產或命
分受監護人財產或命為其他行為、不行為之暫時
為其他行為、不行為之暫時處分。
處分，並得核發前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暫時處
二、第二項明定核發暫時處分仍須考慮受監護之未
分。
成年人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人之

第十一條

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
第十二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 本條明定關於未成年人監護所生損害賠償事件

九款之監護所生損害賠償事件，於本案裁定確定 中，得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因屬於財產
前，得核發禁止監護人處分財產之暫時處分；法 上請求，自應得核發禁止為財產處分之暫時處分。
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

且法院認為有必要時，亦得命供擔保，以平衡被請
求人之利益。

第十三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親屬間 本條明定親屬間扶養事件中，得核發暫時處分之類

扶養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 型及其方法。內容包含命給付受扶養權利人生活、
時處分：

教育、醫療等必要之費用、禁止扶養義務人處分特

一、命給付受扶養權利人維持生活、教育、醫療 定財產等。
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禁止扶養義務人處分特定財產；法院認為適
當時，並得命聲請人供擔保。
三、命扶養義務人協助完成受扶養權利人就醫或
就學所必需之行為。
四、命扶養義務人給付為受扶養權利人選任程序
監理人之報酬
五、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第十四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三十四條或第一 明定遺產管理人事件中，得核發暫時處分之類型及

百三十五條命親屬會議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件 其方法。內容包含禁止處分遺產、保存或管理遺產
時，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所必要之一切行為、禁止遺產管理人處分其自己之
一、禁止遺產管理人為處分遺產或其他不利於遺 特定財產等。
產管理之行為。
二、保存、管理遺產所必要之一切行為。
三、禁止遺產管理人處分其特定財產；法院認為
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
前項情形於法院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指
定遺囑執行人事件準用之。
第十五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條第二 明定失蹤人財產管理事件中，得核發暫時處分之類

項、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選 型及其方法。內容包含禁止處分失蹤人財產或為其
任、改任失蹤人管理人或依職權改任失蹤人管理 他不利於失蹤人財產管理之行為、保存或管理失蹤
人事件時，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 人財產所必要之一切行為、禁止財產管理人處分其
處分：

自己之特定財產等。

一、禁止財產管理人為處分失蹤人財產或其他不
利於失蹤人財產管理之行為。
二、命為保存、管理失蹤人財產所必要之一切行
為。
三、禁止財產管理人處分其特定財產；法院認為
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
第十六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 一、第一項明定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中，法院得核發

第一款監護宣告事件後，於為監護宣告或本案裁

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內容包含支付應受

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

監護宣告人維持生活之必要費用、完成就醫所

一、命關係人支付應受監護宣告人維持適當生活

必需之手續、禁止處分財產、保存財產等。

及醫療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
二、命關係人協助使受監護宣告人就醫所必要之
一切行為。

二、第二項明定核發暫時處分應審酌應受監護宣告
人之利益。

三、禁止關係人處分應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
四、保存應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所必要之行為。
五、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應受監護宣
告人之最佳利益。
第十七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 明定本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及第 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款所定監護宣告事
九款之事件，準用第十一條之規定。

件中，得分別準用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核發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十 暫時處分。
款之損害賠償事件，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
第十八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明定輔助宣告事件，得準用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有

之輔助宣告事件，準用前二條之規定。
第十九條

關監護宣告事件暫時處分之規定，核發暫時處分。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 明定兒童及少年、身心障礙者之保護安置事件中，

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保護安置事件，得準用第七條 法院得分別準用第七條親子非訟事件、第十六條監
之規定。

護宣告事件之暫時處分類型及其方法，核發暫時處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三 分，並應審酌被安置人之最佳利益。
款之繼續安置事件，得準用第十六條之規定。
法院核發前二項暫時處分，應審酌被安置人
之最佳利益。
第二十條

法院受理本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 明定嚴重病人之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事件，法

所列事件，得準用第十六條之規定。

院得準用第十六條監護宣告事件之暫時處分類型
及其方法，核發暫時處分。

第二十一條

法院核發暫時處分，應注意不得與其 一、法院核發暫時處分，應注意與其他暫時處分、

他暫時處分、民事保護令內容相反、互不相容或

民事保護令之內容是否一致，不得有內容相

相互矛盾。

反、互不相容或相互矛盾之情形。

有前項情形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 二、第二項明定若有前項情形，應即撤銷或變更暫
或變更暫時處分。
第二十二條
一日施行。

時處分。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 本條明定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