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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司法院近年來為民事訴訟制度之革新，成立民事訴訟法

研修會，陸續完成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判決宣示等修法。

2018 年 5 月 31 日司法院院會通過研修會關於為呼應司法改

革所要求之民事訴訟金字塔制度而提出之草案，並已送立法

院審查。 

此次草案之修正重點包括：新增專家參與規定、擴大律

師強制代理事件之範圍、新增計畫審理規定、第二審嚴格續

審制之強化、第三審嚴格法律審之強化及裁判書法官得附記

不同意見、再審制度之變革、防杜個案濫訴、增加簡易訴訟

程序之事件類型及擴大科技設備之使用等。 

就此等修正條文，係由具法官、律師及學者等身分之研

修會委員，殫精竭慮、字斟句酌，窮盡國內實務、學說與外

國立法例，去蕪存菁，並求符合得內化於本土化經驗論之需

求。基本上，仍多延續近 30 年來以訴訟促進、訴訟經濟、防

止濫訴及嚴格化上訴於第二審及第三審之要件等基本思維。 

然而，學理無窮、經驗無盡，若能藉由多方識者，得對

於草案條文，各依據其經驗及學識提出觀察及建議，而得藉

此能使立法更周全，或能於立法後供作實踐之參考，自均具

有相當之意義。尤其在嚴格化上訴要件時，對於第一審程序

如何改革乃得撐得起人民尋求司法救濟時所應受之實體及程

序正義之保障與期待？目前一審多由資淺法官職司審判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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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條件下，減縮當事人上訴爭執機會，是否符合人民之利

益，均有待進一步研酌。 

而在律師強制代理部分是否可能因欠缺周邊制度配合

下，會造成當事人訴訟權之影響，其與德國及奧地利不同之

立法方式，如何在法理邏輯上不發生障礙，亦值得進一步闡

析。在專家參與及審理計畫等制度亦存在可行性之檢視需要

性，均值得各界提供寶貴意見，用供參考。 

貳、專家參與 

就非法律專家而言，於專家參審制度在我國將來得否制

度化尚未可期情形下，目前先行將專家參與導入民事訴訟

法，對於欠缺法律外專業之法官而言，應有其必要及價值。

在草案中對於專家之公正性、獨立性之確保，對於程序透明

性之強化及其在證據法上作用等均予以明確規定。然而，此

類制度之運作，表面上似甚合理，在實踐上仍需謹慎，亦即

專家領域在人數上經常具有限性，且其各有其專業學會或公

會，社會鎖鍊關係密接複雜（可能係理事間關係、理事與會

員間關係、與廠商有合作關係，或計畫補助關係等），如何選

任客觀、中立之專家，將會是制度施行合理性之重點。另專

家參與程序之程度頗深，如何確保其對於事實認定及法律判

斷不透露其心證，有如何之研修制度可提供該等專家研習？

否則，難保如同在調解中部分調解委員透露武斷心證以促成

調解之情形不在審判程序中出現。 



 

 

 

 

 

 

 

 

 

 

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研析之問題提示 

005 

無論法律外領域之專家或法律專家，其選任由法院職權

為之，其實行上，將來難免需面對部分專家可能拒絕被選

任，以及法官選任之專家可能有學術流派之爭議。若當事人

乃自行提出專家意見書，以資平衡，該自行聘請提出書面意

見書者，是否對心證形成之價值性會被歧視性對待，是否因

法官偏愛某一學術流派而導致專家參與偏頗於一造當事人？

此等疑慮可否排除，仍未可知。 

此外，對於專家參與制度如非以當事人自行委任為原

則，而國家給付報酬有限下，能否取得較具專業正確性之研

究成果，可能亦有疑義。在制度操作上尚須注意此制度運用

不能造成法官不自行研究及為價值取捨，而以找人背書方式

引入專家意見，實際上若將此運用於外國法及特殊經驗法則

之探求，或許較為合理？ 

參、律師強制代理 

此等制度值得討論者係，在奧地利乃將訴訟程序區分為

絕對律師負擔、相對律師負擔及非律師負擔等三態樣。絕對

律師負擔乃將當事人假定為無書狀或辯論能力，當事人須由

律師代理為訴訟行為。相對律師負擔則指當事人仍有辯論能

力，但如委任律師時，則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至於非

律師代理者，乃當事人有辯論能力，且有完全之代理自由

（訴訟代理人不限於委任律師）
1
。無論在德國或奧地利，在

                                                           

1  Marianne Roth, Zivilprozessrecht, 11. Aufl., 2016, 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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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強制代理（絕對律師負擔型）程序，未委任律師者乃欠

缺辯論能力，當事人本人所做之訴訟行為不生效力。在起訴

或答辯情形，如未補正由律師為之，於定期補正而不補正後

駁回。該瑕疵可透過其後委任之律師同意而獲治癒，但僅向

後發生效力，而不溯及發生效力
2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

b 規定緊急律師，亦即若經由律師代理乃屬必要，如當事人

未能尋得可代理之律師，且其權利伸張或防禦非屬恣意或顯

無理由者，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選任律師在該審級維護

其權利（第 1 項）。前項駁回選任律師代理之裁定得為即時抗

告（第 2 項）。 

就我國立法之特殊性，值得考量者係：一、僅適用通常

訴訟程序之財產權訴訟，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者，是否可達到促進一審程序之功能？其餘多

數事件若事證未能在一審充分被調查、蒐集及辯論，會否造

成第二審或第三審仍難實現民事司法之機能？二、我國未有

律師報酬法，是否造成律師提高價碼？造成當事人有難以找

尋合適律師之困難？律師在各區域分布亦不平衡，而草案又

無緊急律師之制度設計，是否妥當？三、對於絕對負擔之律

師強制代理類型，草案乃放寬當事人得自為自認、成立和解

或調解、撤回起訴或聲請等，乃與絕對律師負擔亦即律師強

制代理之法理邏輯不合，是否妥適？而對於律師強制代理瑕

疵之補正，草案係採溯及發生效力，亦與德奧制度有所不

同，較為特殊。 

                                                           

2  Stein/Jonas/Bork, ZPO, § 78 R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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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濫訴禁止 

草案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起訴基於

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

缺合理依據。」第 2項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

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

由。」草案第 24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前條第一項第八款，

或第二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

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十二萬元以

下之罰鍰。」其中就濫訴之要件納入重大過失是否妥適，或

有討論空間。其在立法例上係以義大利法制為參考對象。 

義大利民事訴訟法第 96 條就民事訴訟程序之濫訴行為設

有損害賠償之規定。其中，第 96 條第 1 項乃加重責任規定，

法官依當事人請求，對於起訴或抗辯有惡意或重大過失者

（malice or gross negligence），得命其賠償對方因為此等行為

所受之損害。第 96 條第 1 項加重責任之要件包括：一、明知

起訴或抗辯為無理由而仍為之；二、經由調查及最低度之注

意即可查知起訴或抗辯為無理由，卻仍為之；三、起訴或抗

辯有惡意或重大過失之當事人敗訴（本項規定不適用於部分

敗訴之情形）；四、對造當事人證明因此等行為受有損害。第

96 條第 2 項則處罰更比第 1 項情節更為嚴重之行為，主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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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降低至一般過失（不限於重大過失）
3
。 

義大利民事訴訟法第 96 條性質上是侵權責任的補充，適

用於民事訴訟程序中故意過失致對造當事人受有損害之行

為，由於此係針對程序行為之特別規定，故應排除義大利民

法 Article 2043 ICC（有關故意過失侵權行為責任）之規定，

優先適用。起訴或抗辯是否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由法院裁

定並附具適當理由者，不得聲明不服
4
。 

依據前述規定，法院固得基於當事人之請求命敗訴之一

方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及他方所受之損害。但因勝訴一方當

事人通常難以證明因為必須起訴或應訴而額外遭受何等損

害，故此條規定在過去較不常被適用。2009 年義大利民事訴

訟法第 96 條乃新增第 3 項規定，對於濫訴者課予加重之費

用
5
。在此，濫訴（Vexatious litigation）被定義為敗訴之一方

基於惡意或無可辯解之過錯（inexcusable fault）而為起訴或

抗辯之行為。本項規定授權法院於裁定訴訟費用負擔時，得

依職權命敗訴之一方衡平補償一定金額予勝訴之一方當事

人。與同條第 1 項、第 2 項不同的是，第 3 項規定無待證明

實際損害，只要法院認定敗訴一方所為之起訴或抗辯構成惡

意，即足以該當本項額外費用之懲罰。至於補償金額多寡法

無限制，法院可全權決定用以懲罰濫訴之適當金額。實務上

將此視為一種兼具保護公益及私益目的之懲罰性賠償（punitive 

                                                           

3  Art. 96(1), (2) ICPC. 
4  Simona Grossi, Maria Cristina Pagni, Commentary on the Itali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148, Oxford, (2010). 
5  Art. 96(3) I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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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據論者觀察，此項因應濫用訴權（an abuse of the 

right of action）之新規定，具體適用情形包括：基於惡意或

意圖妨礙、干擾訴訟案件迅速而有效率進行之程序行為。多

數案例認為應具備嚴重的可歸責性（serious culpableness）或

是惡意（malice），實務上雖亦有法院採取較低之可歸責性標

準，但有質疑此等作法將損及當事人之訴權保障
6
。 

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可能發生之疑義包括：一、第

249 條第 1 項第 8 款濫訴之情形，是否亦會構成該訴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但第 2 項又將欠缺權利保謢必要作為以判決駁

回之事由，而第 8 款則係以裁定駁回，二者如何為體系上調

和？二、重大過失部分係參考義大利法制，但究竟係應以之

作為損害賠償或補償之要件，或亦得以之作為訴訟要件或因

濫訴罰鍰之要件？恐有疑義。尤其法律之生命常繫於當事人

或律師在實定法外為權利奮鬥，而在法官作法續造之前，很

可能被認為起訴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

合理依據。例如若原告起訴主張司法院應賠償其損害新臺幣

2,000 萬元，原因係原告某先前未結訴訟經三審歷 12 年後經

廢棄發回仍在二審審理中，但期間已造成原告建物荒廢，且

喪失如何處分獲利之機會等情，對此遲延訴訟之損害賠償，

在我國可能被認為欠缺法依據，但德國為符合歐盟制度要

求，已對此有明文規定（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98 條）。其在我

國是否可認為欠缺法律依據？有律師代理當事人起訴者，可

認為其未謹慎審查法律依據而有重大過失？如此，恐將造成

                                                           

6  Lupoi, Michele Angelo, Civil procedure in Italy, 177 et seq.,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d e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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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生命發展之障礙，是否合理？三、以起訴基於惡意、不

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

據作為訴訟要件是否妥適？有惡意或不當目的，是否尚須要

求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之要件？四、處罰新

臺幣 12 萬元以下是否足以遏止濫訴？ 

伍、誠信原則 

其中，就誠信原則而言，在德國於民事訴訟法中乃類推

其民法誠信規定，而不另為明定。修正草案第 115 條之 1 規

定：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進行訴訟程序，應依誠實及信用方

法。固符合目前我國理論及實務上發展。但僅規定當事人及

訴訟關係人，似亦應包括法院進行訴訟行為亦應符合誠信。 

就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之作用而言，其在我國學說及

實務上並不陌生，但適用主體似亦應包括法院本身之行為，

而非僅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而已。且其如何類型化，透過實

務判決累積適用之經驗，審理時如何對於法官有何企圖法續

造之觀點給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以避免突襲，恐將係

適用此等理念型抽象規定之重點
7
。 

                                                           

7 例如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448 號民事判決：「惟按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

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此係因無實體上確定力之執行名義，

未經實體上權利存否之審查，債務人亦無抗辯機會，故此項執行名義成立

前，所存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之爭執，宜許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以謀求

救濟，乃係為債務人之程序保障而設。而具執行力之外國仲裁判斷，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