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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事證據法 

民事裁判學以認事用法為主軸，認事則以證據法為其骨幹，欠缺

證據法則之認識，法官認定事實之活動，即易淪為猜測、恣意，欠缺

合理論證之基礎，難以形成令人信服司法文化之正當性。 

證據法主要包括舉證責任論、證據調查論及證據評價論三者，此

三者環環相扣，在實務上對當事人訴訟結果之勝負有重大影響。 

在此，所謂證據，係指法院認定事實之證明根據，包括證據方法

及證據資料，前者係證明之手段與方式之種類，經常係嚴格證明或證

據能力層面之問題。後者係依證據調查程序就證據方法調查後所得結

果與材料，係用以作為證據評價之材料。證據資料之來源，包括人及

物。其屬於人之證據方法為人證、當事人訊問及鑑定，屬於物之證據

方法則為文書及勘驗。其中鑑定之調查客體，則可能係人或物。 

另證據資料來自物者，乃包括文書或物體。文書所記載內容為證

據資料，而物體所提供之形狀、聲色、性質等特性亦為證據資料。此

二種證據方法，即被稱為書證及勘驗（民事訴訟法第 341 條、第 364

條）。證據方法（Beweismittel）係指人證、鑑定、文書、勘驗及當事

人訊問而言，證據資料則係指證據調查後所得證言、鑑定意見、文書

內容、物體特性及當事人之陳述而言。 

一、基本名詞 

（一）證明與釋明 

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獲得確信者，亦即使法

官之心證度達到確信之證明度者，稱為證明。若當事人提出證據，係

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亦即僅須達優越蓋然性，

信其大概如此者，稱為釋明。二者之證明度要求，並不相同。當事人

在訴訟上主張之事實，通常須證明之，僅於若干程序上有迅速決定或

減輕事實主張當事人之證明困難之情形，於法律明文規定下，乃得僅



 
 

 

3 壹、總論

予以釋明即可。證明部分，例如完全證明乃要求到達「確信」，確信之

證明度較高，一般的證明均屬完全證明，例如有無殺人之行為、有無

駕車撞傷人、有無借貸之合意，此等事實之證明均須為完全證明。釋

明部分，例如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僅須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 34 條

第 2 項）；請求訴訟救助之事由，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 109 條第 2

項）。此外，其他類如民事訴訟法第 92 條第 1 項、第 165 條第 2 項、

第 242 條第 2 項、第 276 條第 2 項、第 309 條第 1 項、第 332 條第 2

項、第 346 條第 3 項、第 391 條、第 526 條第 1 項規定等情形，亦均

係釋明之規定。 

一般而言，供釋明之證據方法，須係法院得為即時調查者（民事

訴訟法第 284 條但書）。其以文書為釋明方法，應提出文書原本於法

院。以證人為釋明方法，則須偕同證人到場而得即時訊問始可。但此

類所謂應提出得為即時調查之證據，在部分程序應考慮緩和化，例如

在專利侵權糾紛之假處分程序，或在訴訟救助之程序，似不應過度強

調之，甚至應給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而不應將釋明程序，解為

得完全不保障當事人聽審權之程序。此外，在非訟程序中，原則上亦

採證明之程序，僅於例外有明文規定者，乃得對待證事實僅予以釋明

即可。 

證明一詞係用以表達利用證據、透過評價以認定事實，亦即利用

證據、透過評價，對事實存否蓋然性高低予以評估，針對於待證事實

予以佐實認定者。 

證明可作名詞或動詞使用，須視其脈絡依循而定，依文章或法規

之具體規定而使用及解釋之，例如立法目的，或如文章之個別作者習

慣等，亦影響此詞語之使用。解讀時，自須留意有無歧義性之指涉狀

態。 

（二）舉證責任（負擔）與主張責任（負擔） 

主張責任係基於辯論主義第一命題下，課予一造當事人對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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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負主張責任，若未經當事人主張，依辯論主義第一命題，法院

不得職權審酌。若主張有漏洞，則有闡明及不利歸屬問題。在當事人

為具體主張及具體爭執後，對待證事實則發生舉證責任分配問題。若

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無法適切舉證，則對於該事實之真偽不明，

其不利歸屬於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當事人為免除遭受此一事實

真偽不明所致不利歸屬，乃負證據提出責任。 

1. 責任與負擔之差別 

舉證責任為一不精確之習慣用語。證明負擔（Beweislast），始為

德文用語之直譯，其與證明義務（Beweisverpflicht）之義務，二者翻

譯上相異。 

義務乃強制或勉強之要求，就義務之違反所造成損害，須負損害

賠償責任。如將證明解為義務，將導向如因不履行證明義務而造成相

對人損害，就該損害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但證據法上並無此一損害

賠償責任之問題。舉證行為非義務之履行，例如在一傷害案件中，原

告主張遭被告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斧頭砍傷，而被告否認後，原告應就

傷害事實提出證據，惟原告應舉證而不舉證或舉證不足，並不會導致

原告須負損害賠償之責。如因待證事實舉證不成功，無法獲得有利於

原告之認定，導致其敗訴之結果，原告需自行承擔不利裁判之後果而

已，此即為負擔之內涵。 

2. 主張責任 

與證明負擔相同，依隨辯論主義之脈絡，欲獲得勝訴之一方須提

出有利於自己之事實主張，例如原告主張被告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之責任，即須區分係該當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後段或第 2 項之

何者，並提出相對應能特定請求之要件事實。審判過程中乃強調要件

事實之主張，亦即自法條分析要件，而主張與要件相對應而得用以涵

攝要件之事實，以使其該當相關之要件。相對於民法為靜態規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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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件事實乃被假設已存在，而據以規定其法效果；程序法則為動態

規範，當事人負有主張責任，對於有利之事實，無論為請求權事實或

抗辯事實，皆需負主張之責任。應負主張責任之一造當事人不盡主張

責任，導致所請求之主張，其聲明與事實欠缺一貫性，如為原告，則

原告之訴應以顯無理由判決駁回；如為被告，抗辯事實未盡主張責

任，法院亦無從審酌該抗辯。 

3. 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係指如當事人進行舉證後，法院仍不能獲得確信之心

證，待證事實呈現真偽不明時，法院應將不利益歸屬於何造當事人

（客觀舉證責任）；或係指當事人為求勝訴或免除因待證事實真偽不明

而成為不利益之歸屬者，乃致力於提出證據。若不盡此一證據提出責

任，如獲敗訴，並不能指摘法院為何不職權調查證據（主觀舉證責

任）。 

（三）本證與反證 

確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內容之前提，亦包括對於本證與反證區辨

之承認。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所確定之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其

對待證事實所應提出之證據，乃係本證，此一本證應使法院對待證事

實達到「確信」始可謂舉證成功。若負舉證責任之人就本證已成功舉

證，則相對人應對該待證事實之「相反事實」提出證據反駁，此一反

證之提出，並非舉證責任轉換，此時相對人所提反證乃僅須「動搖」

法院原已對待證事實所形成之確信而已，並不須令法院對該相反事實

形成確信。 

在實務運作上，可慮者係，是否因就主觀舉證責任（或行為責任

論）與客觀舉證責任區別之模糊化，而致對「本證」及「反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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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涵指涉不明，以致對舉證責任法則之運用造成衝擊與不安
1
。尤其

實務偶見有將其所持「主觀舉證責任理論」中之「反證」證據之提出

視為「舉證責任之轉換」者，甚至有混淆舉證責任轉換及舉證必要之

移轉之概念者，其與本書所論之舉證責任法則理論，有所不同
2
。 

所謂舉證責任轉換乃指依當事人合意或法律規定，或由實務創設

而將某要件事實原依規範理論應由某造當事人負舉證責任，而轉而由

他造當事人負舉證責任者。至於舉證必要之移轉乃應負舉證責任一造

當事人提出本證成功之後，乃由相對人提反證，此時舉證必要即移轉

於舉反證之一造；若反證成功，則舉證必要又移轉於負本證提出一造

當事人。依此類推，直至一造當事人停止提證活動。 

1. 本證（Hauptbeweis） 

如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將個案某待證事實分配予某造當事人負

責舉證，該當事人對於該一待證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其即為應負舉證

責任一造當事人，另一造則為不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應負舉證責

任一造當事人對於待證事實所提出之證據，稱為「本證」。 

                                                      
1 例如是否在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對其應負舉證責任之待證事實尚未讓法院形成確

信時，可否即令相對人應對其反證對象進行舉證？就本證及反證之區分不明確者，

例如最高法院 18 年上字第 2855 號民事判例（已停止適用）。而對於本證之證明度要

求，及反證之運作程式，卻未為部分學者所正視。 
2 本書認為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在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對待證事實提出本證已

達令法院形成確信程度後，就其為反駁而提出之反證，其提出必要性，不能認為係

「舉證責任轉換」。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917 號民事判例（已停止適用）即指出：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此一判例，對「本證」及「反證」之證據法意義，即有正確認識。又就

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對待證事實所應提證據被稱為本證，此一當事人並不限於

原告，若被告對某待證事實應負舉證責任者，例如主張系爭債務已清償，則就清償

事實，被告所提證據乃本證，足見被告之抗辯事實，非均可被歸類於反證；同理，

原告所提證據，亦未必均為本證。須依舉證責任分配結果而定之。但就該等用語區

辨，於實務及部分實體法論述，亦多見未精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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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證（Gegenbeweis） 

本證如舉證成功，使法官對本證之待證事實形成確信，此時，舉

證必要移轉於他造，乃由相對人（即不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提出

證據用以動搖法官原形成之確信，稱為「反證」。反證之舉證程度僅須

達到動搖法官原基於本證所得確信即可。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961 號民事判決：「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

責任，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

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3. 相反部分之證明（Beweis des Gegenteils） 

相反部分之證明，並非反證，而係本證，其係指對於法律之推定

事實之相反部分為舉證，此部分如同舉證責任轉換，因而相反部分係

由另一造負舉證責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81 條之「反證」應係在此

所謂相反部分（事實）之本證。其名詞使用「反證」，乃易生混淆。 

4. 區別 

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提出之本證，需使法官對於該待證事實

形成確信，即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1 項，信其為真實，達到證明之

證明度。相對而言，不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所提出之反證，乃用以

動搖法官對於本證形成之確信，不需要使法官對於相反事實形成確

信，僅需使法官基於本證對於待證事實原形成之確信產生動搖即可，

理論上使法官之心證低於證明度（例如非常高蓋然性或高蓋然性），事

實再度陷於真偽不明，即為成功之反證。可見本證與反證於主體及舉

證程度上皆不相同。 

5. 我國反證用語之規定 

我國對反證一詞在使用上具歧義性，其用語較為混淆，例如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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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編之權利推定、事實推定或民事訴訟法第 281 條：「法律上推定之

事實無反證者，無庸舉證。」其乃屬上開所論相反部分之證明，此處

之反證實乃為本證，蓋其已呈現舉證責任轉換，即相對人乃為應負舉

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其應提出本證，應使法官心證形成確信，而非所

謂反證也。 

（四）證據能力與證據價值 

1. 證據能力 

證據能力係指得做為法院證據調查對象之證據適格，其所涉及者

乃證據之可利用性問題。若無證據能力，即無證據可利用性，本無需

予以調查，即使誤為調查，該證據方法之調查結果，法院亦不得做為

證據評價之對象，自無須進而討論其證據價值之問題。 

2. 證據價值 

證據價值指各種證據資料，對待證事實之證明，能發生多大之說

服力，亦即該證據資料對法官於待證事實之心證形成上有多大之影響

力或貢獻度，稱為證據力、證明力（ Beweiskraft）或證據價值

（Beweiswert）。 

證據法上，係以證據能力作為證據評價或證據價值之前提，證據

需先具證據能力始得被提示於法庭上，其證據之調查結果始得作為評

價之對象。其對證據價值之評價，或蓋然性之評估，即為證據價值。 

英國法上，以證據（ Evidence）與事實（ Fact）之關聯性

（Relevant）、可採性（Admissibility）、評價（Valuancy）為三項標

準。第一階段檢視證據與待證事實是否有關聯性，如無，則不可提

出，如有，始可提出。第二階段視其是否有可採性，無可採性則不可

提出利用，有可採性則可於證據調查之後，進一步做證據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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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形式證據力與實質證據力 

此為我國傳統區分方式，證據價值乃實質證據力的問題。有認為

證據力者，即證據方法就應證事實所能證明之價值，證據力可分為形

式證據力與實質證據力二種。形式證據力並非等同證據能力。須具備

證據能力後，始會審查是否具備形式證據力及實質證據力。 

例如傳聞證人，A 證人目睹車禍發生狀況，傳訊 A 來陳述車禍當

時發生的事實經過之證詞，乃直接證據。但如傳訊的證人 B 僅係聽到

當時 A 和其他圍觀者討論現場事發狀況，B 是傳聞證人。多數最高法

院見解認為此為證據評價的問題，是實質證據力的問題，並非欠缺證

據能力。 

所謂形式證據力，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355 條第 1 項、第 356 條但

書、第 358 條所定的文書，在一定情況下，依法推定為真正，最高法

院見解或傳統教科書上認為此時具有形式證據力，即指文書推定為真

正。所謂真正，就是指文書內容係某人所製作，文書為真正。然而文

書即使認為是真正，具形式證據力，但該文書得否使法官對待證事實

（例如借款交付）形成確信，其對心證貢獻度如何，則為實質證據力

之問題。 

（六）心證度與證明度 

心證度係於當事人舉證活動之後，法官基於證據調查結果及全辯

論意旨，對於待證事實評價是否存在所得到的蓋然性評估，亦即對於

事實認定為真或假的蓋然性估計程度，其即為法官所形成之心證度。 

心證形成之狀態，在英文，可能性是 possibility，德文的可能性是

möglichkeit，但證據法上係使用 Wahrscheinlichkeit，亦即蓋然性，對

應於英文是 probability。在德國，民事訴訟法上通常不使用 möglich。

對於證據評價結果可表達為：（1）低蓋然性（約 30%）。（2）優越蓋然

性（超過  50%）。（3）高蓋然性（  75%或  80% 以上）。（4）較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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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蓋然性（ 90%以上）。（5）超越合理懷疑。超越合理懷疑，乃刑事

訴訟所要求之證明度，在德國約 95% 蓋然性以上，但並非 100% 之蓋

然性。民事證明度距離  100% 較遠，大概  90% 以上，但已接近於真

實。德國也有學者就證明度區分為三，第一階為一般（簡單）蓋然

性，亦即釋明之蓋然性。第二階為高蓋然性，是鄰接於確實的蓋然

性。第三階為非常高蓋然性，例如確認子女關係之血緣判斷。若此分

類，其高蓋然性，即與上開較高（非常）蓋然性為同等級，僅用語不

同而已。因而對於高蓋然性之程度要求，可能有定義問題，應予注

意。 

在英美法上，心證之形成，證明度是採優越蓋然性，其在雙方進

行舉證攻防之前，要求主張者須舉證到 prima facie case，有譯為初步

證明者，有譯為表面證據者，如主張或抗辯之事實無法舉證到該程

度，即不會進入本案的證據調查程序。而一旦達到初步證明，雙方須

進行攻防舉證，其後法院會對證據調查結果衡量評價（balance）。美國

法上，民事證明度採優越蓋然性，亦即超過 50% 。但懲戒程序乃採明

白具說服性之證明度，至於刑事判決則採超越合理懷疑之證明度。 

（七）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 

嚴格證明係指，應以民事訴訟法規定之證據方法為限，且其證據

調查應依民事訴訟法所定程序而進行之證明程序。原則上，關於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之主張所需事實之認定，須依嚴格證明。自由證明

（Freibeweis）係指，其證據方法不限於民事訴訟法所承認之五種證據

方法，或其證據調查程序無須固守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程序者。對於

外國法、地方法令、特殊習慣法、特殊專門性之經驗法則成為證明客

體之情形，其調查及認定程序不須依嚴格證明，而得依自由證明認定

之。二者之區分實益在於程序上得否利用非法律承認之證據方法，或

未依證據調查程序所得證據調查結果得否被利用。部分實務操作者，

對於民事訴訟法亦有嚴格證明之適用，尚未知悉，以致民事證據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