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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電子文件（電子文書）及電子簽章之制度內容討論，在

我國無論在立法或學理討論上，近十餘年來已有高度發展
1
，

在立法上有 2001 年 11 月 14 日公布之電子簽章法，而在民事

訴訟法第 363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165 條之 1 等規定，亦有相

對應於新科技發展需要之相關規定。對於電子文件及電子簽

章之利用，固於實體法上之意思表示及契約訂立等相關問

題，會發生重大影響。而對於利用此一制度所做之交易行

為，其發生爭議時，如何舉證相關要件事實，依隨其交易行

為模式（尤其係電子簽章之安全性確保程度），可能發生不同

程度之舉證困難，如此，電子文件在證據方法上之定性及是

否有舉證責任減輕之制度等，即為程序法上亦應關注之問

題。 

                                                           

1 關於電子簽章之立法與實體法上作用相關討論，已有不少文獻，例如黃茂

榮，電子商務契約與電子簽章（上），植根雜誌，第 24 卷第 9 期，2008
年 9 月，頁 1-30；黃茂榮，電子商務契約與電子簽章（下），植根雜誌，

第 24 卷第 10 期，2008 年 10 月，頁 1-23；林瑞珠，論電子契約—以電

子簽章法與民法之適用問題為核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5 期，2004
年 12 月，頁 175-216；馮震宇、黃珍盈，從美國電子交易法制論我國電子

簽章法之立法，政大法學評論，第 71 期，2002 年 9 月，頁 185-236；楊

芳賢，電子商務契約及其付款之問題，中原財經法學，第 5 期，2000 年 7
月，頁 291-381；張懿云，歐盟電子簽章整體架構指令之研究，輔仁法

學，第 23 期，2002 年 6 月，頁 359-407；廖緯民，德國「數位簽章法」

與行政院「電子簽章法」草案之比較研究，植根雜誌，第 16 卷第 8 期，

2000 年 8 月，頁 1-22；黃麗鵬，電子文書與電子簽章之法律效力，東吳

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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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上對於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在民事實體法之作

用，除其電子簽章法外，其民法典亦已修法面對（德國民法

第 126 條及第 126 條之 1 等），學理上對於其相關實體法上問

題亦多所著墨（如意思表示之作成、成立、到達、代理、格

式及瑕疵等類）。而在程序法上，則多著重在證據法上之研

究。無論在實體法或程序法上均有頗多值得研究之課題。此

問題且隨著電子商務技術之發展及利用之擴大化，勢必發生

更多交易風險控管之需要性，在實體法上及程序法上均有正

面因應之必要。 

貳、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之基本問題 

一、電子文件概說 

（一）意義 

依電子簽章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電子文件：指文字、

聲音、圖片、影像、符號或其他資料，以電子或其他以人之

知覺無法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足以表示其用意之紀錄，

而供電子處理之用者。」在此以電子文件稱之，而未定名為

電子文書，其優點乃在於對於文書之定義而言，學理上或以

「其以文字或符號，表著吾人之意思或思想之物體，謂之文

書
2
。」或謂「以一般人能知之文字或符號，將人之意思或思

                                                           

2 王甲乙、楊建華、鄭建才，民事訴訟法新論，2010 年 6 月，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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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表達記載於物體上，此種物體稱為文書……惟若照片、圖

畫、練習寫字等非表達人之意思思想為內容之紙張，則不能

稱為文書
3
。」諸如此類，其表現方式較為狹隘，惟若依上開

電子文件之定義，則可使記載方式更加多元化，而將聲音、

影像等類方式亦包含在內。而「其以人之知覺無法直接認識

之方式」之定義，亦與傳統上對於文書所要求之特徵不同
4
。 

在此，即凸顯傳統文書及電子文件之差異，亦即，傳統

文書被期待符合形體化、書寫性、直接可知覺性、製作者之

可辨識性及僅適用於表示（Erklärung）領域
5
。而依隨科技發

展，文字影音可以電子形式儲存，但其卻需藉由軟硬體之利

用乃能使資訊獲得可知覺性，因而對於電子文件之定義，難

免有不同之見解。亦即是否僅限文字或符號表示而具閱讀性

者？其是否包括複製物、列印物等？均可能有定性上疑義
6
。 

基本上，電子簽章法中數位簽章乃具有與印鑑證明及存

證信函相同之功能
7
。其立法係為建立安全及可信賴之電子交

易環境，裨益電子商務的發展
8
，因而其關於電子文件之定義

                                                           

3 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中），2009 年，頁 520。 
4 Georg Borges, Verträge im elektronischen Geschäftsverkehr, 2003, S. 533. 但此

一傳統通說之文書特性，亦存在反對見解，而認為藉由機器儲存及呈現者

亦屬之。 
5  Stefanie Fischer-Dieskau, Das elektronisch signierte Dokument als Mittel zur 

Beweissicherung, 2006, S. 55. 
6  關於電子檔案之列印物或實體文書掃描後以電子文件保存，其定性參閱姜

世明，數位證據及程序法理—比較法視野的觀察，2018 年，頁 26 以

下。 
7 黃茂榮，電子商務契約與電子簽章（上），植根雜誌，第 24 卷第 9 期，

2008 年 9 月，頁 21。 
8 王澤鑑，民法總則，2002 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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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亦著重「足以表示其用意」。若基於此類交易需要之定義考

量，電子文件之定義中，難免需將當事人之表意做為定義之

要素。學者即指出電子文件為一種利用光、電、磁技術所作

之表意符號的紀錄
9
。對於民事法學者而言，所關心者乃電子

交易中法律行為所衍生問題，因而對於電子文件為如此定

義，自具有合目的性。 

惟應注意者係，因電磁紀錄乃著重在以電腦等用磁帶、

光碟等資訊儲存容器（裝置）保存之電磁紀錄，具有保存及

傳遞人的意思之機能者
10
。理論上，電磁紀錄之範圍似較電

子文件之定義射程為廣，對於犯罪行為之錄音（通姦人相姦

人間二人之猥褻對話）、錄影（性交畫面）成果儲存於電腦或

相關裝置者而言，若認為電子文件係強調表意人「表示」之

「紀錄」，則此類電磁紀錄似不合於電子文件之定義所要求之

特徵
11
。然而在刑事訴訟法上或民事訴訟法上，此類電磁紀

錄仍可能被定性為準文書
12
，而在民事程序中，如連結電子

                                                           

9 黃茂榮，電子商務契約與電子簽章（上），植根雜誌，第 24 卷第 9 期，

2008 年 9 月，頁 21。 
10 曹鴻蘭，電磁紀錄在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調查方法，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

研討（八），2006 年，頁 241。 
11 學者指出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130 條 a 所規定之電子文件之定義乃不包括傳

真，Becker, Elektronische Dokumente als Beweismittel im Zivilprozess, 2004, 
S. 8; Zöller/Greger, ZPO, 23. Aufl., 2002, § 130 Rdnr. 18. 此在我國民事訴訟

法第 116 條第 3 項、第 153 條之 1、第 305 條第 6 款及第 7 款等規定與民

事訴訟文書傳真及電子傳送作業辦法中係將傳真及電子傳送並行規定，似

亦作類似理解。 
12 例如刑事審判實務上將盜版光碟視為準文書（如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

第 276 號刑事判決）、行動電話訊息亦被認係刑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準文

書（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252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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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章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此類電磁紀錄似應非屬電子文件

之定義範圍。 

對於電子文件之定義，可能在不同法域或規定而有不盡

相同之射程，其較狹義看法可能認為電子文件係以能以文字

表現之文件為限，亦即限於以電子形式存在，而以文字、符

號表示而得被閱讀者。若此，則圖畫、影音及程式之表現即

被排除
13
；或有認為僅限於以表示（Erklärung）為內容者，

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371 條 a 即以「表示」稱之，而此一用

字 乃 為 將 意 思 表 示 （ Willenserklärung ） 及 認 識 表 示

（Wissenserklärung）
14
均包括在內，亦即將僅傳遞事實之資

訊而無附帶法律效果者亦予納入
15
。學者多認為影音資訊非

屬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371 條 a 之直接適用範圍而拒絕類推

之
16
。但較廣義之見解則可能將圖畫、影音，及程式文件均

包含在內
17
。在民法規定中則可能強調涉及意思表示及能以

文字顯現者
18
。文獻中甚至亦有將電子文件定義為「透過使

用電子簽章處理下之任何可能於資料載體之資訊紀錄
19
」，如

此，對於電子文件之複製物，亦可能落入電子文件之範圍

（如列印本），而僅將手寫或打字機打字所產生文書排除在

外。但學者亦有認為電子文件僅包括以電子形式存在及可以

                                                           

13  Walter Boente/Thomas Riehm, Das BGB im Zeitalter digitaler Kommunikation- 
Neue Formvorschriften, JURA 2001, 793 ff., 796. 

14  係無法律效果之知識聲明，為一事實行為。 
15  Kristina Werner, Beweisführung mit signierten Dokumenten, 2006, S. 13. 
16  Kristina Werner, a.a.O., S.13. 
17 Stein/Jonas/Berger, Zivilprozessordnung, § 371a Rdnr. 7. 
18 Martin Bergfelder, Der Bweis im elektronischen Rechtsverkehr, 2006, S. 79 f. 
19 Becker, a.a.O., 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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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被閱讀者
20
，如此，影音、圖畫等類即會被排除。 

（二）格式及功能 

1. 格式 

依我國電子簽章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及第 9 條之

規定，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文件為其表示方法。依法

令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

取出供查驗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文件為之。依法令

規定應提出文書原本或正本者，如文書係以電子文件形式作

成，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得以電

子文件為之。但應核對筆跡、印跡或其他為辨識文書真偽之

必要或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其所稱內容可完整呈

現，不含以電子方式發送、收受、儲存及顯示作業附加之資

料訊息。另文書依法令之規定應以書面保存者，如其內容可

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而依法令規定應簽名或蓋章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簽

章為之。此等規定，因我國民法未就電子文件為特別規定，

自得作為民法法律行為規定之補充規範。則如文書依法令應

簽名或蓋章者，再經相對人同意下，得以電子簽章為之，而

其電子文件呈現形式應符合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

取出供查驗者。 

在德國，其民法第 126 條 a 規定：「若法定書面格式藉由

電子形式取代者，表意人應添加其姓名於其上，此一電子文

                                                           

20 Boente/Riehm, a.a.O., 793 ff.,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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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並應依電子簽章法為合格（認證）電子簽章。」此乃配合

電子簽章法對於民法上應依書面作成之法律行為，給予電子

文件取代之法基礎。因而在德國，其電子文件之要件乃包括

姓名之添加及合格（認證）簽章，依學者見解，尚可自德國

民法第 126 條 b 推導一不成文要件，亦即文字之重製
21
。就

文字之重製呈現而言，電子文件之資訊乃透過電子資訊處理

儲存，無技術輔助工具無法閱讀者，電子意思表示至少須得

在螢幕上顯現文字及具得閱讀性
22
。而就姓名之添加而言，

其無須如文書一般需附加在意思表示正文之後，其於為辨識

目的下之連結處所為簽名亦可。至於簽筆名（假名，

Pseudonym）而言，學說上多數認為其亦屬簽名，但亦有認

為除非其身分辨識同一性已可無疑或表意相對人已履行等條

件下始承認之
23
。法律行為以格式欠缺之電子文件作成，將

造成其法律行為被評價為無效，尤其在添加之姓名與認證所

有者姓名不同時，亦被認為欠缺格式之要求
24
。 

2. 功能 

就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在實體法上，其適用範圍固

得依法令或行政機關之公告，排除其適用或就其應用技術與

程序另為規定，而程序法並有書狀製作、提出及證據調查之

利用問題。此在德國，除程序法上之書狀製作、提出及證據

法功能外，其於民法上乃直接適用於意思表示領域，但學者

                                                           

21 Martin Bergfelder, a.a.O., S. 244. 
22 Martin Bergfelder, a.a.O., S. 244. 
23 相關討論，vgl. Martin Bergfelder, a.a.O., S. 245 f. 
24 Martin Bergfelder, a.a.O., S. 24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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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認為與法律行為類似之行為亦可類推適用之
25
。 

就簽名或簽章之功能而言，學理上認為，其乃包括承認

功能（Anerkennungsfunktion）、證據功能（Beweisfunktion）、

文件終結功能（Dokumentabschlussfunktion）、持續性功能

（ Perpetuierungsfunktion ）、 倉 促 防 止 及 警 示 功 能

（ Übereilungsschutz- und Warnfunktion ）、行為完成功能

（ Verhandlungsabschlussfunktion ） 、 控 制 功 能

（Kontrollfunktion）、資訊及內容釐清功能（Informations- und 

Inhaltsklarheitfunktion）。亦即，藉由簽名可認為係對於契約

或文件之承認；簽名可用以證明文件之真正性；簽名處表示

對於簽名人意思表示完結進行確認；透過文字亦可使意思表

示長期被保存；藉由簽名可使簽名人謹慎思慮；簽名係表示

當事人行為或協商已完成，其意思表示非僅草稿而已；於部

分領域，簽名有減輕國家控制之機能；書寫之文本係對於特

定事實之資訊，藉由簽名確認之文本可釐清誤解
26
。而此等

簽名之功能，乃電子文件在法律上能否有與文書等同性質及

作用之檢驗重點。 

電子文件在電子簽章如能符合安全性確保情況下，其乃

可取得接近與文字形式文書之等值功能，亦即真正性功能

（ Echtheitsfunktion ）、 身 分 （ 同 一 性 ） 辨 識 功 能

（Identitätsfunktion）、驗證功能（Verifikationsfunktion）、持

                                                           

25 Martin Bergfelder, a.a.O., S. 249. 
26 Volker Gruhn/Vincent Wolff-Marting/André Köhler/Christian Haase/Torsten 

Kresse, Elektronische Signaturen in modernen Geschäftsprozessen, 2007, S. 13 
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