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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arriage in which one party deliberately fabricates facts or deliberately conceals important
facts, thus causes the other party to fall into the wrong understanding and to make a marriage. It is
different from invalid marriage and under stress marriage. In marriage fraud, because the specific
types of fraud is not clear, marriage law and personal property relations are not clear, for the relief of the weak way is not clear,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ts specific laws. It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revocable marriage, and the deceitful party may exercise the right of revocation within one
year, and the annulment of the annulment shall not be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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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欺诈婚姻为一方当事人采用故意编造事实或故意掩饰重大情况的方式，从而使对方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作
出结婚的意思表示而缔结的婚姻。其与无效婚姻、受胁迫婚姻相区别。在欺诈婚姻中，由于欺诈的具体
类型不明确，婚姻效力及人身、财产关系不明确，对于弱者的救济途径不明确等问题，法律有必要对其
进行具体规制。应将其纳入可撤销婚姻，受欺诈一方自知道欺诈事由起一年内可行使撤销权，被撤销的
婚姻自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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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欺诈婚姻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但在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当中，却没有详细规定。欺诈婚姻的定义、
效力、法律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在《婚姻法》中都无法找到具体规定，这在实践中造成很大的困扰，受害
方的权益难以获得有效救济。本文在充分研究欺诈婚姻的含义、构成要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对
欺诈婚姻作出分析，以明确其法律效果，完善婚姻法制。

2. 欺诈婚姻的界定
欺诈婚姻是一种婚姻瑕疵形态，其既不像无效婚姻因违背强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也不像有效婚姻
具有法律上的完全效力，同时也未纳入可撤销婚姻的范畴。婚姻法中欺诈婚姻的构成要件与民法中的欺
诈法律行为相类似，为一方故意使对方陷入错误的认识从而作出意思表示。
(一) 欺诈婚姻的概念
欺诈婚姻由“欺诈”和“婚姻”两部分组成。民法中的欺诈意为：一方当事人故意编造虚假信息或
掩饰重大真相，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作出非本意的意思表示。婚姻法中的欺诈应当与民法中的欺诈作
相同解释，例如隐瞒真实年龄，隐瞒既有婚史等。婚姻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双方按照婚姻法规定的手续
和程序，于婚姻登记机关依法确立夫妻关系，负有夫妻间权利义务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1]。因此，欺
诈婚姻的概念为：一方当事人采用故意编造信息或掩饰重大真相的方法，使对方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作出
违背本意的结婚的意思表示缔结而成的婚姻[2]。
(二) 欺诈婚姻的构成要件
欺诈婚姻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四部分。
第一，主观上，一方当事人存在欺诈的故意。当事人明知自己的表达或行为可能使对方陷入错误的
认识，继而作出非真意的意思表示，却仍希望或放任该意思表示产生的心理。
第二，客观上，一方当事人施行了欺诈行为。首先，该行为必须已付诸行动，不仅限于内心的谋划。
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积极的行为，即故意编纂和捏造虚假事实，主动欺骗对方；二是消极的行
为，即故意隐瞒重要事实，原本应当告知的信息却予以隐瞒，如生育能力的缺陷、既有婚史等。其次，
该欺诈行为必须发生在婚姻关系缔结前，若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当事人有所隐瞒，或在婚姻关系结束后
存在欺诈行为，均不属于欺诈婚姻。
第三，受欺诈方作出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与对方的欺诈行为具有因果联系。即一方当事人捏造虚假
事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继而导致受欺诈方作出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因此，欺诈婚姻中的欺诈对象仅限
于合意缔结婚姻的双方当事人，不包括其他公民或者国家机关。
第四，当事人的欺诈行为具有重大性、本质性、关键性，足以影响对方是否缔结婚姻的意愿。必须
是涉及到人身关系的重大事实，如有重大传染疾病、性能力缺失、有过婚史等。若是非本质的信息或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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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产关系，如自称家缠万贯、谎称身居高位、虚构自身职业等则不符合该要件。因为婚姻关系的本
质是两个公民人身关系的变动，而非财产关系的变动。
第四个构成要件使婚姻法中的欺诈婚姻与民法中的欺诈法律行为相区别。欺诈法律行为既包括人身
关系，也包括财产关系，其对于欺诈行为的程度未作限制，因此该行为在民法领域较为普遍，且危害程
度不深，民法授予受害方以撤销权。但是在欺诈婚姻中，欺诈行为需达到触及重大人身关系的程度，任
意性较弱，危害性强，因此现行婚姻法并未赋予欺诈婚姻中受欺诈方以撤销权。
(三) 欺诈婚姻与其他类型婚姻的区别
1、欺诈婚姻与无效婚姻的区别
无效婚姻的概念为双方缔结的婚姻因与婚姻实质要件中的公益要件不符，因而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的婚姻[3]。《婚姻法》第 10 条明确规定了四种情形的婚姻无效。
欺诈婚姻和无效婚姻的区别主要有：1) 违法的要件不同。前者违背的是私益要件，即当事人因欺诈
行为而受到影响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后者违反的是公益要件，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为公益
要件重于私益要件，因此后者的违法程度更深。2) 法律效果不同。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即具备溯及既往
的效力，当事人之间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也无需负担夫妻之间的义务。对于欺诈婚姻，婚姻法并未
具体规定其效力。
2、欺诈婚姻与受胁迫婚姻的区别
受胁迫婚姻，即向一方当事人施以不合法的威胁，继而使其作出非本人本意的意思表示，即非自愿
缔结而成的婚姻[2]。
欺诈婚姻和受胁迫婚姻的区别主要有：1) 内心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欺诈婚姻为受欺诈方由于对方的
捏造或者隐瞒，不知悉真实情况，而在“假象”的基础上，内心作出的真实的意思表达，即内在表示为
愿意缔结婚姻；受胁迫婚姻则是受到威胁的当事人对真实情况明了的基础上，违背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作
出的外在行为，即内在表示为不愿缔结婚姻。2) 在法律规制方面，受胁迫婚姻可由受胁迫方在婚姻登记
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婚姻，是可撤销婚姻；而欺诈婚姻既非
可撤销婚姻，也非无效婚姻，只能通过离婚的途径解决，且受理单位只能是人民法院，而不能是婚姻登
记机关。

3. 法律规范欺诈婚姻的必要性
现实生活中，婚姻欺诈的现象层出不穷，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法官对于婚姻效力的判定
及之后人身、财产关系的处理也各不相同，缺乏统一标准。这不仅造成司法实务的混乱，而且严重影响
当事人权益的保障。因此，法律规范欺诈婚姻迫在眉睫。
(一) 欺诈的具体类型不明确
《婚姻法》对于欺诈婚姻的具体情形没有像无效婚姻的判定一样一一列举，而是在具体案例中稍有
体现。
案例一：2007 年 9 月，被告隐瞒本人离异单身的情况，经人介绍与原告相识，并索要彩礼 10,000 元，
双方领取结婚证后，被告即离家出走。原告请求法院判令双方离婚，被告返还 10,000 元彩礼，后撤回返
还彩礼的诉讼请求。最终，法院判决双方离婚。
案例二：2014 年，原告于丈夫家中受到刺激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求被告给付抚养费并抚养婚
生女儿至原告病愈。被告辩称，原告婚前患有某种疾病，却拒不告知，属于欺诈婚姻，拒不承担抚养费。
法院认为，欺诈婚姻的抗辩意见属于离婚的审理范畴，与该案没有利害关系，认定原告与被告的夫妻关
系，且判决被告支付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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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具体案例可知，欺诈婚姻的情形多为隐瞒现有或者既有婚史；隐瞒重大疾病；隐瞒性行为能力
不足的事实；隐瞒真实姓名；隐瞒真实年龄；隐瞒性取向等。由于法律未予明确规定，只得由法官在面
对具体案例时，结合现有法律自行判断。这容易出现标准不统一，司法不公的情形，不仅对于双方当事
人不公平，也不利于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二) 婚姻效力及人身、财产关系不明确
我国现行法律对无效婚姻和因胁迫缔结的婚姻皆制定了特殊的解决办法，但并未涉及欺诈婚姻。由
此，带来了难以处理的人身和财产关系。
首先，合法有效的婚姻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于受欺诈方，他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作出的非本
意意思表达。因此，若承认该婚姻合法有效，即受欺诈方曾经有过婚史，欺诈婚姻在法律上却与真实自
愿缔结的婚姻具有相同的效果。若是欺诈方隐瞒了现有婚史，与受欺诈方结为夫妻，则既触犯了重婚罪，
又满足了无效婚姻的构成要件，即双方当事人的婚姻无效，这对于受欺诈方也是不公平的。
其次，财产的处理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于欺诈婚姻的财产处理，法律并未作出特殊规定，只能
按照离婚案件的方式。婚后的收益为共同共有，婚后的债务也共同负担。
若是欺诈方隐瞒了现有婚史，与受欺诈方缔结为夫妻，则为无效婚姻。同居期间获得的财产，由当
事人协商处理；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于欺诈婚姻，协议
处理财产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大多为法院判决。但是法院在判决时，没有具体的法条指引，缺乏统一的
标准，主观随意性较强。双方当事人间的财产关系本身也不甚明晰，既不是因为合法的夫妻关系而衍生
出的财产关系，也不是由于单纯的债权债务牵连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因此需要具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三) 对于弱者的救济途径不明确
现今，欺诈婚姻为有效婚姻，受欺诈方无法请求法院否定婚姻效力。若想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唯
一手段就是诉请离婚。但离婚则表示双方的结合是正当的，是内心真实的意思表达。受害方如果想要借
助离婚的手段来解除双方关系，得首先认可一个不公正的条件，即认同自己作出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并
无缺陷，是自己行使婚姻自由权的后果，这是对受欺诈方法定权利的侵害[4]。
法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惩戒犯罪的必要措施。若当一位公民的正当权利受
到侵犯时，法律不仅不能给予必要帮助，还认同这种侵犯是正当的，不仅当事人会感到寒心，法律在广
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

4. 完善我国欺诈婚姻法律规制的建议
对于欺诈婚姻法律规制的建议，学术界众说纷纭，有欺诈婚姻有效说、欺诈婚姻无效说、欺诈婚姻
成立与不成立说等。笔者认为，应将欺诈婚姻列入可撤销婚姻的行列，赋予被欺诈方撤销权。
(一) 规制路径：纳入可撤销婚姻
学者对于欺诈婚姻的法律效果，大致有三种学说：有效说、无效说和不成立说。
1、按照有效婚姻处理
有的学者赞成欺诈婚姻有效说[5]。该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在婚姻缔结时，受欺诈方是出于本人真实
的意思表达，而非在人身、财产安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是否愿意缔结婚姻属于一
个人的主观心理，必须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否则他人无法得知是否有结婚的意愿。双方一同去婚
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注册即认为双方自愿缔结为夫妻。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学说，在具体实践中
会出现诸多问题。
第一，欺诈婚姻在婚姻缔结时所知悉的并非真实情况。因此，不能将其与正常婚姻一同对待。否则，
受欺诈方不仅丧失了自由缔结婚姻的权利，反而还要对他人的欺诈行为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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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因胁迫而缔结的婚姻也符合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注册登记的法律要件，但是婚姻法却另
行规定了其可撤销，赋予受胁迫方撤销权。欺诈婚姻和受胁迫婚姻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都非完全出于
本人的真实想法。因此，把欺诈婚姻完全视为一种有效婚姻是不合理的。
2、按照无效婚姻处理
有的学者赞成欺诈婚姻无效说[4]。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样的处理方法，主要是欺诈婚姻涉及到无效
婚姻的情形，比如重婚、隐瞒法律上规定不能缔结婚姻的疾病等。但此外，欺诈婚姻还存在例如隐瞒真
实姓名、隐瞒其他疾病的情形，无法用无效婚姻解决。因为欺诈婚姻涉及的是私益要件，损害公民的权
利，但是无效婚姻涉及到的却是公益要件，损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公益要件比私益要件的法律保
护强度更大，违背的法律后果也更严重，因此把欺诈婚姻完成纳入无效婚姻的范畴也是不妥的。
3、按照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处理
有的学者赞成按照婚姻成立与否的诉讼来处理欺诈婚姻的效力问题[6]，即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确定双方的婚姻是否成立。这并未真正解决欺诈婚姻的效力问题及人身和财产关系的处置。首先，即使
是欺诈婚姻，但当事人进行结婚登记后，业已符合了婚姻法上有效婚姻的要件，婚姻关系已经成立。另
外，对于瑕疵婚姻，法律已对无效婚姻和胁迫婚姻进行了规制，无需单列欺诈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来
处理欺诈婚姻的效力问题，可以列入可撤销的范围。
综上，应将欺诈婚姻列入可撤销婚姻的范畴，理由如下：
第一，无效婚姻的违法性远胜于欺诈婚姻。因此，不宜将欺诈婚姻其纳入其中。
第二，婚姻类似于一种契约，它的本质是双方合意且意思表示真实。在欺诈婚姻中，一方当事人隐
瞒重要事实，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需要给予受欺诈方必要的救济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将欺诈婚姻纳
入可撤销婚姻当中，授予其撤销权就是一种良好的救济方式。
第三，《民法总则》第 148 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反真实意思的情形下施行的民事
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行政许可法》第 69 条规定：有以下情
形之一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以欺诈、贿赂
等非法方式获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可见，不论是在民法领域中，还是行政法领域中，涉及到
欺诈的行为皆为可撤销。并且，婚姻法作为民法的分支，对于具体问题未有详细规定时，理应依照民法
的相关规定。
(二) 撤销权的具体行使方式
1、撤销权人
欺诈婚姻中，撤销权应属于受欺诈者。首先，受欺诈者的意思表示出现了权利瑕疵，应赋予撤销权
予以救济，确保意思自治的实现。其次，欺诈方为恶意，若赋予其撤销权，有违公平正义的原则。若是
欺诈方在受欺诈者意愿维系该婚姻时，撤销了婚姻，不仅给受欺诈者造成了二次伤害，也不利于社会的
稳定与和谐。
但是，在欺诈婚姻涉及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时，撤销权人的范围应扩大至相关国家机关、
集体组织或第三人。
2、行使方式
撤销权应既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行使，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手段来行使，即既能够向民政部门申请
撤销婚姻，又能够向法院诉请撤销。因为欺诈婚姻的违法性并未达到无效婚姻的高度，无需将处理机关
局限于法院，将其扩大到民政部门，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司法成本。
3、行使期限
《婚姻法》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申请，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该期间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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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期间，在法定期限内若没有依法行使，即不再有效，欺诈婚姻的撤销权也应该适用该除斥期间。换言
之，在婚姻登记之日起一年内，若受欺诈方没有行使撤销权，则婚姻关系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若受欺
诈方行使了撤销权，则自始无效。一年期满，受欺诈方未行使撤销权，则婚姻的效力就确定下来，为有
效婚姻。
(三) 欺诈婚姻的溯及力
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获得的财产，由当事
人协商处理；协议无法达成一致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被撤销的婚姻有溯及既
往的效力，既然将欺诈婚姻纳入了可撤销婚姻的行列，则欺诈婚姻也具有溯及力。
由于欺诈婚姻一旦撤销，自始无效，所以其财产关系不适用夫妻间财产处理方式，而应由当事人协
议处理。若是无法达成共识，则由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裁决。另外，婚姻被撤销后，当事人婚
前收受的聘礼应全部归还。婚姻行为为主法律行为，给付聘礼的行为为从法律行为，若婚姻被撤销后自
始无效，给付聘礼的行为也因此失去法律依据，聘礼即为不当得利，收受一方当事人无权继续占有，而
应当全部归还[7]。

5. 结语
在欺诈婚姻层出不穷的今天，我国对于欺诈婚姻的法律规制还略有缺陷。把它纳入可撤销婚姻就是
一个良好的规制方式，它既有利于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救济手段，又能够完备我
国的婚姻制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外国优秀的相关制度，在我国现行
法律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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