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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說 

一、訴訟標的金額及價額之意義 

（一）訴訟標的金額，係指原告起訴（包括反訴，以下同）時，

於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其請求之對象，直接以台灣之

通用貨幣即新台幣表明其數額，而該數額即為原告受勝訴判決所得享

受之直接客觀利益者，例如原告訴請被告給付新台幣 1 百萬元（給付

之訴）；原告訴請被告確認兩造間就新台幣 1 百萬元之借款債權不存

在（確認之訴）；原告依民法第 572 條本文規定，訴請被告酌減居間

人之報酬新台幣 1百萬元（形成之訴）。前述訴之聲明，均以新台幣 1

百萬元表達，而原告如受勝訴判決，即得享受該新台幣 1 百萬元之利

益，則該金額即為訴訟標的金額。 

（二）訴訟標的價額，係指原告起訴時，於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訴之聲明），其請求之對象，為新台幣以外之外幣（如美金、日

幣、歐元）、有價證券、特定物、代替物、權利、勞務、不作為或其

他利益，而原告如受勝訴判決，其得享受之直接客觀利益尚須以新台

幣計算其價額者，例如原告訴請被告返還美金 1 萬元、某公司股票 1

千股、某不動產 1 筆（宗）、某廠牌型號之汽車 1 部，或原告訴請被

告完成某一藝術作品（勞務給付）或在一定期間內禁止為某種營業

（不作為給付）等。以上原告所請求者，如受勝訴判決，其得享受之

直接客觀利益，均尚須以新台幣估算其價額，則以新台幣估算之價

額，即為其訴訟標的價額。但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有關訴訟標的

「價額」之用語，有時尚包括「金錢部分之新台幣」即「金額」在

內，例如本法第 77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項、第 4 項、第 77 條之 2、

第 77條之 3及第 77條之 15第 3項等規定（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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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產權訴訟或財產權上之訴，因涉及財產價值，得以金錢

衡量，故以訴訟標的金額及價額表達之。非財產權訴訟或非財產權上

之訴，不涉及財產價值，無法以金錢衡量，自無訴訟標的金額及價額

可言，故本法有關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之規定，如本法第 77條之 2、

第 389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427 條第 1、2 項、第 436 條之 8 第 1、4

項等，均不適用於非財產權訴訟。 

（四）張學堯著中國民事訴訟法論（三民書局民國 46 年 3 月台

一版發行）第 94 頁謂：「訴訟標的之價額，以原告因勝訴判決直接享

受之客觀的利益價額為限，至於被告方面，與訴訟標的之價額，不生

關係，其利益之多寡，與夫被告有無爭執，均非所問。惟茲所謂直接

利益，指原告因受勝訴判決，不須更賴他事實即可發生之利益，其依

他事實始可發生之間接利益，則不得以為訴訟標的之價額。例如原告

提起所有物返還之訴，其因受勝訴判決，即可取得所有物返還之利

益，為直接利益，若與他人締結高價售賣該物之契約，從而取得之利

益，則為間接利益是。」惟本文認為：既得「與他人締結高價售賣該

物」，則該高價是否非該物之交易價格，而屬間接利益，不無疑問。 

二、訴訟標的價額核定之學說─「經濟的數額
說」及「規範的數額說」 

訴訟標的價額核定之學說，有「經濟的數額說」及「規範的數額

說」之不同。前者，以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經

濟上利益數額為核定標準。後者，以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法規所定之

數額為核定標準。依本法第 77 條之 1 第 2 項、第 77 條之 11 規定，

我國就財產權訴訟，原則上採「經濟的數額說」，但於訴訟標的價額

不能依原告所有利益數額核定或其利益數額不易核定時，例外採「規

範的數額說」，例如本法第 77條之 4、第 77條之 6、第 77條之 9、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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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條之 10、第 77 條之 12 等規定。至於非財產權訴訟，因無訴訟標

的價額可言，不生訴訟標的價額核定問題，故有關裁判費、執行費均

採定額徵收（本法第 77條之 14第 1項、第 77條之 16第 1項、強制

執行法第 28條之 2第 3項）。 

三、「訴訟標的價額」與「訴訟標的物價額」
之區別 

本法雖有眾多條文使用「訴訟標的」之用語，但其文義、內容如

何？並無立法定義可循。學說上雖有所謂新、舊訴訟標的理論及我國

於 1990 年代新創之「訴訟標的相對論」之爭議。但我國目前實務上

及學說上仍以採舊訴訟標的理論較多，立法上就訴之變更、追加已較

為放寬（例如於民國 89 年 2 月 9 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 255 條第 1 項

但書第 2 款增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雖未得被告同意，亦得

於第一、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依舊訴訟標的理論，所謂「訴訟

標的」係指原告起訴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亦即原告起訴請求法院

裁判之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969 號判

決：「按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

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而法律關係，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

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或義務關係（本院 61 年台再字第 186 號

判例參照）。如為給付之訴，在實體法上須以可以作為請求權基礎之

完全性條文（具備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之法條）始足當之。至於誠信

原則、衡平原則、法理、平等互惠等法律原則或法源，並非訴訟標

的。原審對之未逐一論斷，亦無裁判脫漏可言。」98 年度台抗字第

289 號裁定：「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經原告主張並以原因事實特定後請

求法院審判之實體法上權利，凡後訴訟主張之權利與前訴訟所主張者

不同，即為不同之訴訟標的。本件兩造間前訴訟之訴訟標的，為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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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之履約保證金返還請求權，本件則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二者

尚非實體法上相同之權利，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即有不同，難謂本件

後訴訟應受前訴訟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本院十九年上字第二七八

號判例參照）。至前訴訟判決理由中關於相對人終止契約合法及再抗

告人不得依契約（投標須知規定）關係請求，固成為本件後訴訟判斷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是否存在之前提，然因該理由中之判斷並非前訴

訟之訴訟標的，自不具既判力。又本件後訴訟是否應受前訴訟判決理

由中判斷效力之拘束，以符程序法上誠信原則，要屬別一問題，與既

判力之客觀範圍，並不相涉。且本件有無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判

斷，並非前訴訟履約保證金返還請求權（訴訟標的）之攻擊防禦方

法，亦無既判力遮斷效可言。」 

在具體訴訟為特定之請求，表明於訴之聲明時，常常涉及一定標

的物，此即為「訴訟標的物」。例如：（一）原告依據民法第 348 條第

1 項買賣標的物移轉、交付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移轉並交付 A 房

屋（給付之訴）；（二）原告訴請確認對被告所有 A 房屋有租賃權存在

（確認之訴）；（三）原告認被告指封執行之 A 房屋為其所有，非債務

人所有，依強制執行法第 15 條之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訴請執

行法院撤銷對 A 房屋之執行程序（形成之訴）。前開訴之聲明所涉及

之 A 房屋，即為「訴訟標的物」，而訴請裁判之「A 房屋買賣移轉、

交付請求權」、「A 房屋租賃權」及「強制執行法第 15 條第三人之異

議權」則為「訴訟標的」。訴訟標的物 A 房屋之交易價額，為「訴訟

標的物價額」，而上開各權利行使之結果，原告所得受之客觀利益始

為「訴訟標的價額」，其與 A 房屋之交易價額，非必完全一致。前述

第（一）例，原告如獲勝訴判決，即可取得 A 房屋之所有權並占有使

用收益，其客觀利益即為 A 房屋之交易價額，故其訴訟標的價額與訴

訟標的物價額完全一致。第（二）例，原告如獲勝訴判決，僅取得 A

房屋之租賃權，不能取得其所有權，其客觀利益為 A 房屋租賃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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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標的價額，應依本法第 77 條之 9 所定原告對 A 房屋租賃權存續

期間之租金額定之，而非依 A 房屋之交易價額定之，此種情形，訴訟

標的價額與訴訟標的物價額即顯然不一致。又原告（承租人）除訴請

確認對 A 房屋有租賃權外，同時基於租賃權請求被告（出租人）交付

A房屋，其所受客觀利益，亦僅係對 A 房屋一時（租賃期間）之占有

使用，其訴訟標的價額，仍僅為 A 房屋租賃期間之租金額，而非 A

房屋之交易價額。惟若原告（出租人）基於 A 房屋租賃物返還請求權

請求被告（承租人）返還 A 房屋，則原告因勝訴所受客觀利益為 A

房屋永久占有使用之利益，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以 A 房屋之交易價

額定之，而非依租賃權存續期間之租金額定之（最高法院 73 年台抗

字第 297 號判例）。承租人與出租人同樣請求交付或交還 A 房屋（相

同訴訟標的物），但其訴訟標的價額，則因各有不同客觀利益，而有

顯著不同。第（三）例，原告如獲勝訴判決，固可撤銷 A 房屋之執行

程序，而保住其所有權，然如受敗訴判決，亦可代償執行債權額，同

樣保住其所有權，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執行債權額與 A 房屋交易

價額二者中較低者為準，並非均以訴訟標的物之 A 房屋交易價額為準

（最高法院 91年 6月 18日 91年度第 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故「訴

訟標的價額」與「訴訟標的物價額」，在觀念上應有所區分，「訴訟標

的」不一定表明在訴之聲明中，而「訴訟標的物」則常表明於訴之聲

明內，但訴訟標的價額，並非均以訴訟標的物之交易價額為準。 

四、訴訟標的金額及價額與上訴利益（上訴利
益額）之關係 

（一）訴訟標的金額及價額，係原告起訴時，就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訴之聲明），如受全部勝訴判決時所得直接享受之客觀利益，

依此金額或價額，作為計徵第一審裁判費，並決定適用小額、簡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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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訴訟程序。訴訟標的金額及價額之核定，純以原告訴之聲明所得

享受之客觀利益為準，與被告之抗辯、其得享受之利益及法院判決結

果如何無關。 

（二）上訴利益（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係當事人就下級審法

院對其不利之判決，提起上訴，聲明不服之程度所得享有之金額或價

額，依此金額或價額，作為徵收上訴第二、三審裁判費及決定是否得

上訴第三審。例如原告起訴請求被告返還借款新台幣 1 百萬元及價值

2 百萬元之汽車 1 部，則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金額及價額為 3 百萬

元（即借款 1 百萬元加汽車價值 2 百萬元）。倘第一審就返還借款 1

百萬元部分為原告勝訴判決，其餘部分為原告敗訴判決，若兩造各就

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則原告之第二審上訴利益為 2 百萬元（即汽

車之價額），被告之第二審上訴利益為 1 百萬元（即借款之金額）；若

第二審維持第一審判決，兩造均欲上訴第三審時，則被告之第三審上

訴利益即借款 1 百萬元，未逾 150 萬元，不得上訴第三審，原告之第

三審上訴利益即汽車之價額 2 百萬元，已逾 150 萬元，得上訴第三

審。計算上訴利益，同樣應僅斟酌上訴人上訴聲明所得受之客觀利益

定之，與被上訴人於上訴程序所得享受之利益或所為主張無關。 

（三）本法第 466 條第 4 項規定：「計算上訴利益，準用關於計

算訴訟標的價額之規定。」上訴利益之數額與訴訟標的之價額雖屬兩

事，但按諸民事訴訟法（民國 24 年 2 月 1 日修正公布全文 636 條條

文並自同年 7 月 1 日施行之中華民國民事訴訟法，其中與訴訟標的價

額之計算有關之第 403 條至第 407 條條文，見附錄二，下稱舊民事訴

訟法，迄至民國 57 年 2 月 1 日修正名稱為民事訴訟法全文 640 條條

文，即為現行本法）第 463 條之規定，計算上訴利益應以上訴聲明範

圍內訴訟標的之價額為準（最高法院 26年滬抗字第 66號、32年抗字

第 680號判例）。 

（四）計算上訴利益，應就上訴聲明範圍內之訴訟標的，依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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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價額定之，非以上訴時之價額為準，則訴訟標的之價額縱於起訴

後有所增加，亦與計算上訴利益無關（最高法院 31 年抗字第 690

號、32年抗字第 1014號判例）。 

（五）上訴利益（額），係作為計算第二、三審裁判費用及決定

得否上訴或抗告、再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之標準 

1. 對於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決，其上訴利益（額）須逾新台幣（下

同）150 萬元，始得上訴第三審法院；對於因本案訴訟（不問已否確

定）所衍生之第二審第一次裁定或抗告裁定，其本案訴訟之上訴利益

（額）如逾 150 萬元，縱令其本身裁定事項之金額或價額未逾 150 萬

元，仍得向第三審法院提起抗告或再抗告 

上訴利益（額），除作為計算第二、三審裁判費用之標準外，最

重要者厥為決定得否上訴或抗告、再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依本法第

466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得上訴第三審法院，須對於財產權訴訟

之第二審判決，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即上訴利益）超過 150 萬元

（司法院已依本條第 3 項之授權，以命令自民國 91 年 2 月 8 日起，

增至 150 萬元）。在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本案訴訟事件，縱令其所衍

生相關裁定事項之金額或價額未逾 150 萬元，其第二審法院所為之第

一次裁定或抗告裁定，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得對之提起抗告

或再抗告，不受本法第 484 條第 1 項前段（本文）規定之限制（最高

法院 95 年度台抗字第 706 號裁定）。例如上訴人於第二審上訴時，原

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2 百萬元（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嗣又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 1 百萬元（以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第二審法院對上訴人之原聲明，不問於裁判前或裁判同時，

以追加聲明不符追加要件，以裁定駁回時，雖其追加聲明 1 百萬元部

分，未逾第三審上訴利益 150 萬元，仍得向第三審法院提起抗告。又

原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本案訴訟雖已確定，其第二審法院於本案訴

訟確定後所為相關裁定，例如對於聲請返還溢收之裁判費（本法第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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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26 第 1項）或確定訴訟費用額（本法第 91 條第 1項。對於高等

法院或其分院刑事庭移送之附帶民訴於同院之民事庭後，如經其民事

庭判決後確定，即應由其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雖未逾第三審上訴

利益 150萬元，仍得抗告於第三審法院。 

2. 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本案訴訟事件，縱令其所衍生之相關裁

定事項之金額或價額逾 150 萬元，其第二審法院所為之第一次裁定或

抗告裁定，亦不得抗告或再抗告於第三審法院 

本案訴訟倘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

得抗告於第三審法院，此為本法第 484 條第 1 項前段所明定。例如，

原聲明僅請求給付不當得利 120 萬元（未逾 150 萬元），追加聲明請

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200 萬元，其本身或兩者合併計算標的金額，雖

已逾 150 萬元之第三審上訴利益，但第二審法院認為追加聲明為不合

法而裁定駁回時，則不論駁回之裁定先行為之或與原聲明之裁判同時

為之，對駁回追加聲明之裁定，仍均不得向第三審法院提起抗告。最

高法院 74 年台聲字第 30 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所稱

之裁定，係指屬於本訴訟事件之裁定，其事件不得上訴於第三審，及

其他裁定，其本案訴訟事件不得上訴於第三審者而言。」本判例基礎

事實謂：「本件聲請人聲請確定之訴訟費用額，雖僅新台幣（以下

同）二萬五千零五十七元，惟其本案訴訟事件訴訟標的之金額則為三

十二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非屬不得上訴

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按當時之第三審上訴利益為逾 30 萬元〉，其第

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依同法第四百八十四條規定，自非在不得抗告之

列。前開確定裁定，以聲請人聲請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僅二萬五千零五

十七元，在得上訴第三審利益額以下，因認其抗告為不合法，尚有未

合。再審論旨，求予廢棄前開確定裁定，非無理由。」其所謂本訴訟

事件之裁定，例如本訴訟之上訴，因不合法而被駁回之裁定，所謂其

他裁定，指本訴訟事件以外之裁定而言，例如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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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7 條之 1 第 4 項）、供訴訟費用之擔保（本法第 96 條第 1 項、

第 100 條）、聲請返還溢收之裁判費（本法第 77 條之 26 第 1 項）、確

定訴訟費用額（本法第 90 條第 1 項、第 91 條第 1 項）或本法第 484

條第 1 項但書所列之裁定等。本判例意旨因甚為簡略，不易瞭解，爰

列出其基礎事實，並舉例說明，以供參考。 

3. 假扣押或假處分准許與否之裁定，及其所衍生之相關裁定，得

否抗告於最高法院，應以本案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是否逾新台幣（下

同）150萬元為準 

假扣押，假處分准許與否之裁定，及其所衍生之裁定，例如：所

定擔保金額是否相當，或以有價證券為擔保時，其折合現金是否相

當，或准予變換之擔保金是否相當，或應否准許返還擔保金，或應否

命聲請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等裁定，其得否抗告於最高法院，均應以

本案訴訟之標的金額或價額是否逾 150 萬元為準，而非以各該裁定所

示之金額或價額為準。此種情形，不問本案訴訟是否已判決確定，均

無不同（參照最高法院 74 年台聲字第 30 號判例要旨及其基礎事

實）。但如本案訴訟尚未起訴，因尚不知本案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若

干，自應以聲請保全之標的金額或價額為準。 

4. 對於強制執行程序相關之裁定，其得向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之

利益額，係以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為準 

強制執行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

外，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故對執行程序所為之裁定提起抗告，其

管轄法院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提起再抗告，其管轄法院為最高法院

（本法第 486 條第 1 項規定）。得向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之利益額須

超過 150 萬元（本法第 495 條之 1 第 2 項準用第 466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惟其再抗告之利益額係以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

或價額（強制執行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之用語為「執行標的金

額或價額」）為準，而非以執行程序中相關之裁定所涉及之金額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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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為準（最高法院 74 年台聲字第 30 號判例及其基礎事實）。例如債

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倘為 150 萬元以下，若當事人對於查封之

不動產有無超額查封，其爭議之價額雖逾 150 萬元，或對債務人應否

拘提、管收或處怠金（強制執行法第 128 條第 1 項），當事人對抗告

法院所為之裁定，亦不得提起再抗告。反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

債權額倘逾 150 萬元，則其爭議之價額雖為 150 萬元以下，或對債務

人應否拘提、管收或處怠金，當事人對抗告法院所為之裁定，亦得提

起再抗告。但依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抗字第 248 號裁定：「核定訴訟標

的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

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二項定有明文，此

項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五項規定於強制執行準用

之。又所謂因租賃權涉訟，係指以租賃權為訴訟標的之訴訟而言，其

以占有人無權占有為由，請求返還占有物，非以租賃權為訴訟標的，

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所請求返還之標的物之價額為準。而於強制

執行程序，拍定人請求點交拍賣標的物，性質上與請求返還無權占有

物同，於計算對點交命令異議之利益時，自應以該拍賣標的物價額為

準。原裁定謂應類推關於因租賃權涉訟之訴訟標的價額計算其利益，

所持法律見解，非無可議。」則於強制執行程序，拍定人請求點交拍

賣標的物，於計算對點交命令異議之利益時，即非以執行債權人聲請

強制執行之債權額為準，而應以該拍賣標的物價額為依據，以決定再

抗告利益額是否超過新台幣 150萬元而得再抗告至最高法院。 

5. 依非訟事件法規定，非訟事件之本案裁定，倘得再抗告於第三

審法院，其因本案事件所衍生之相關第二審裁定，亦得再抗告於第三

審法院 

依非訟事件法第 46 條規定：「抗告及再抗告，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故非訟事件之本案第二

審裁定，倘得再抗告於第三審法院，其所衍生之相關事項裁定，亦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