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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理實例型

甲與乙駕車相撞，各受物損人傷。經律師丙協調之結果，雙方繕

立合意書，載明乙願賠付甲一百萬元，並為其履行，由乙簽發同

金額支票交付甲。詎料，該支票未獲兌現後，乙有時諉稱無力履

行，有時否認其有過失加害行為。於是，甲有意選用較能節省勞

費（追求程序上利益）之程序，迅速實現權利（追求實體上利益），

卻不確知宜向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或逕行起訴。試借用此事例，

從律師應如何代理甲抉擇訴訟上請求方式之觀點，說明判斷標準

及法理根據，回答下列問題：

在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提出異議之前、後二程序階段，就同一事

件之審理，法院是否應先後適用不同之程序法理（審理主義）？

此事是否有助於保護甲之利益或貫徹程序權保障之要求？甲能否

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簡易訴訟程序起訴，使法院不必審理乙有無

過失行為之事實？此時期須依循之審理主義為何？

（編註：為配合本法簡易程序適用範圍之修正，爰將原始題目中

所訂訴訟標的金額五十萬元，修正為一百萬元。）

【改編自 85 律師】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為邱聯恭老師早年的考題，很有老師出題的風格，包含：會詢問「判

斷標準及法理根據」（早年這 9個字為判斷是否為老師題目的關鍵字），所以
必須從上位的法理概念（如：如何平衡保障實體及程序利益、如何防止發生突

襲性裁判）的角度作答，不能直接引用現行規定（也很可能沒有規定可供引

用）。題目中會有很多個問句（問號），但大多數的情形下，多個問句只是針

對同一個問題意識，也就是老師體貼的怕考生無法理解出題者想問什麼，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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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問法再問一次（殊不知這樣反而使我們更不知道答題的重點），而不同的

問法也同時反映了老師所希望回答的深度，作答上應該依循著題目的問法有層

次地回答。

本題中，題目所問「在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提出異議之前、後二程序階段，

就同一事件之審理，法院是否應先後適用不同之程序法理（審理主義）？此事

是否有助於保護甲之利益或貫徹程序權保障之要求？」是一個問題意識，作答

前必須瞭解：督促程序屬於「訟爭對立性階段化顯現型事件」，以「債務人異

議與否」作為區別點，異議前適用非訟法理（簡速主義、書面審理等），異議

後適用訴訟法理（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言詞審理主義等），並且要從當事

人程序利益保護及程序權保障的方向予以說明。

而題目所問「甲能否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簡易訴訟程序起訴，使法院不必

審理乙有無過失行為之事實？此時期須依循之審理主義為何？」則是另一個問

題意識，因為本題的事例包含了三種類型的法律關係：侵權行為（駕車相撞）、

和解契約（合意書）、票款請求（簽發支票），三個請求權基礎都可以請求相

同的金額（實體利益相同），但甲若針對不同法律關係起訴，除了所適用的程

序有異外（針對「侵權行為」及「和解契約」起訴時，適用通常訴訟程序；針

對「票款請求」起訴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法院審理之內容亦有不同（針

對「侵權行為」起訴時，法院須審理乙有無過失之事實；針對「和解契約」及「票

款請求」起訴時，則無須審理乙有無過失），所以三個法律關係在訴訟所可能

耗費的勞力、時間、費用就會各有不同（程序利益不同），而題目既然問了「從

律師應如何代理甲抉擇訴訟上請求方式之觀點」，作答上就必須以律師的角度，

為當事人分析並建議可能的起訴方式，以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

所以本題在作答上至少應該針對上述兩個問題意識分成兩段來寫。而大體

上來說，本題已經算是邱老師所出過的題目中考點較少、問法比較簡單不迂迴

的了，所以沒有寫過老師題目的同學可以實際寫寫看，體會一下作答的困難點

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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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為因應民事

事件類型之多樣化，及適用紛爭類型審理必要論之理

論基礎，就不同紛爭類型設計有切合該紛爭特徵之處

理程序，並分別適用適合之審理原則及法理基礎，於

必要時，尚得藉程序法理之交錯適用，確保當事人間

實體及程序利益之平衡。以下茲分述之：

1	本例中，甲、乙就其車禍事故除繕立合意書外，

乙並簽發同額支票予甲，是甲、乙間即具侵權行

為、和解契約及票款給付等三種不同之實體法上

權利，其實體法上要件之差異，將影響當事人於

訴訟中主張、舉證之必要性及難易度，律師即應

於甲起訴前為甲分析各請求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

利益平衡狀態，使甲得決定並選擇以何種方式解

決紛爭。

2	若甲擇以聲請發支付命令之方式而為請求，因此

類紛爭解決程序屬訟爭對立性階段化顯現型之事

件，是以於債務人乙提出異議前，該程序階段因

尚不具訟爭對立性，法院單純依債權人之聲請形

式審查後即可核發支付命令，性質上屬非訟程序，

而應適用非訟法理，即採簡速主義、書面審理主

義，使債權人之請求得以迅速獲致形式之確認而

取得執行名義。

前言 A

整理本案事實 B

督促程序

之程序法

理適用

債務人異議前之

法理適用

A. 依據我們審題的結果，大致可知本題要考的包含：「適用督促程序可能會交錯適用的不同程

序法理（程序法理交錯適用）」、「以不同方式起訴有不同的程序利益狀態（紛爭類型審理

必要論）」，所以我們便以這兩個概念作為前言的內容。

B. 通常我們在前言中除了敘明本題可能涉及的法理概念外，也會視情形整理並分析本題可能用

到的題幹事實，而因為本題並沒有明確標明 1、2、3 的題號，所以我們底下用 1 先說明

本案例中同時包含三個類型的實體法律關係，在 2、3 段中再分別回答前述兩個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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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待債務人異議後，因兩造就該支付命令所涉權

利義務關係之存否具對立爭執，紛爭之訟爭性顯

現，此時法院即應以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公

開主義、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等訴訟法

理進行訴訟程序，賦予兩造平等之攻防地位及程

序保障後而為判決。

此類以「債務人異議」作為切割程序以交錯適用

程序法理之審理模式，有助於維護甲之程序利益

及保障其程序權。蓋債務人乙若不異議，甲即無

須浪費額外之勞時費用便得取得執行名義，具保

障兩造程序利益之功能；而當乙擇以異議時，甲

尚得藉訴訟程序之進行，實質為權利之攻防，獲

致程序保障及實體利益 D。

3	本例中，甲若擇以「票款請求」或「和解契約」

起訴時，因與「侵權行為」須以乙就車禍事故有

故意過失為構成要件不同，法院即無須審理過失

行為之事實；

而甲無論以何種實體法上請求權起訴，固均得請

求乙給付 100 萬元，然其若擇以「票款請求」起

訴時，依本法第 427 條第 2項規定，應適用簡易

訴訟程序，相對於以「侵權行為」或「和解契約」

起訴所適用之通常訴訟程序，較能適用非訟法理

之簡速主義以追求程序利益。

C. 因題目有問到「此事是否有助於保護甲之利益或貫徹程序權保障之要求？」所以在法理論述

完後，務必要回頭套用本案事實，從保護甲之利益及程序保障觀點作結。

D. 因時間及篇幅有限，所以我們這部分的回答略顯簡略，若時間及篇幅允許，應該進一步敘明：

「甲於程序中所應受之程序權保障，即包含慎重裁判之程序保障及促進訴訟之程序保障兩者，

故此程序法理之交錯適用，有助於平衡兼顧當事人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

債務人異議後之

法理適用

套用本案 C

不同之實

體權利起

訴所具不

同程序利

益狀態

審理範圍不同

程序適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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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及貫徹程序權保障之

要求，律師於代理甲提起本件訴訟前，應先為當

事人分析上開實體請求權於訴訟中所涉審理範圍

及程序適用之差異，避免依侵權行為請求，使甲

耗費不必要之勞時費用於乙有無過失事實之主張

及舉證，若欲更進一步為甲追求程序利益，甚可

僅依票款請求起訴，以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E. 呼應題目所設「從律師應如何代理甲抉擇訴訟上請求方式之觀點」，請務必套用本案，以律

師為當事人分析並追求程序利益之觀點作結。

套用本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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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列乙為被告，起訴聲明求為判決：「乙應賠償四十萬元予甲。」

陳稱：「乙駕駛計程車，承諾在一小時以內將甲載抵臺北松山飛

機場，以便趕乘前往高雄之預定班機。不料，乙竟迂迴繞行遠路，

致使甲延誤上機時刻，未能及時處理商務，損失多金；而且乙因

對甲之抗議心生不滿，竟猛關車門夾住甲之手掌，造成甲受傷骨

折，支用鉅額醫療費。為此提起本訴。」云云。試說明判斷標準

及法理根據，回答下列問題：

1	設乙於八十六年九月一日（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聲明求為

判決駁回甲之訴，辯稱：甲所據以起訴之訴訟標的及事實主張

尚不清楚，乙無從進一步答辯等語。問：此時受訴法院應如何

審理，始符訴訟法上基本要求？其審理所應遵循之主義為何？

2	設乙為上開答辯以後，受訴法院即延展期日至同月八日（第二

次言詞辯論期日）續行審理，並命兩造屆時各應提出準備書狀。

至該期日，法院使到庭之兩造交換準備書狀後，即再在延展期

日至同月十五日。問：受訴法院所採審理方式有無可議之處？

應否有所改進？此事與訴訟法上何項基本要求或審理原則相

關？

【86 司法官】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同為邱聯恭老師早年的考題，一樣有老師出題的風格：詢問「判斷標

準及法理根據」、題目中的多個問句（問號）均是針對同一個問題意識、採取

實際起訴時之陳述方式。

第一小題涉及了較深入的爭點整理相關問題。乙既然辯稱「甲所據以起訴

之訴訟標的及事實主張尚不清楚，乙無從進一步答辯」，可知問題的重點即在

於兩造當事人（尤其是起訴的原告）所為的陳述是否夠具體。這裡所牽涉到的

理論依據在於：原告提起訴訟所為的陳述，除了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 244條第
1項第 2款，足以「特定訴訟標的」外，還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 266條第 1項，
足「使被告為肯否之具體陳述及使法院得為有無理由之判斷」。換個問法，就

是當事人的陳述是否足以行爭點整理（含：最上位爭點及事實上爭點），同時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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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涉及當事人之具體化陳述義務。所以題目問「受訴法院應如何審理」，就應

該從「本法採行爭點整理程序」所具有的法理基礎作答，若行有餘力，也可以

補充與當事人具體化陳述義務有關的「訴訟促進義務」角度併予敘明。從這樣

審題的結果，再回頭檢視本題案例中，甲的陳述是否已足以使本件紛爭與他紛

爭相區別（訴訟上請求是否特定）、其事實陳述是否已夠具體讓乙為肯否的答

辯（是否可整理事實上爭點）。我們會在後續「爭點整理方法論」的題型中作

進一步的說明。

第二小題有獨立的案例設計，相對來說較為簡單。重點在所設問的：「受

訴法院即再延展期日」，其「審理方式有無可議之處」。其實不用特別說明各

位也應該看得出來，法院命當事人到庭後僅只交換書狀便延展期日，使得當事

人到庭沒辦法行實質的言詞辯論，等於是多浪費了兩個期日的到庭勞力、時間、

費用，套句老師常說的話，就是「把律師當作郵差」。如此使審理程序實質空

洞化的結果，除了違反訴訟法上促進訴訟、保障程序利益的基本要求，造成促

進訴訟的突襲外，也與訴訟法理中的言詞審理、直接審理及公開主義有所違背。

本題算是一連下來看到三個邱聯恭老師的題目中較難的，筆者在作答上也

盡量模擬老師習慣使用的語句文字，用詞會較一般精鍊，各位可以試著詳讀並

模擬看看。

Answer.答

本例涉及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法院及當事人

應如何於起訴時促使其訴訟標的予以特定，並使其陳

述得以具體化，以俾整理爭點，達審理集中化之踐

行。

本事例中，甲以與乙之間因契約所生債務不履

行及加害給付之請求併予為主張，起訴請求乙給付

前言

整理本案事實 A

A. 本題的情況，因為兩個小題與題幹事實的關連性強度不一（尤其第二小題因有獨立的案例設

計，基本上與題幹並無直接關連），所以我們在前言的地方就先作統合的事實整理，將甲所

提起的本訴訟於實體法上適用的請求權基礎及訴訟法上所應適用的程序先予說明。此處的事

實整理只具備導引以下回答的作用，與答案本身關連性不大，若時間、篇幅不足也可以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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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萬元，除應依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436 條

之 8 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外，尚應依本法第 436

條之 23 規定準用簡易及通常訴訟程序相關特定訴訟

標的及促使審理集中化之規定：

1	受訴法院應依甲所為之陳述，藉闡明等訴訟指揮

權之踐行，促使其特定訴訟標的，並使甲、乙兩

造陳述具體化，以俾為最上位及事實上爭點之整

理 B

1.	原告提起訴訟時，為使審判對象範圍予以提示、

限定，凸顯攻擊防禦目標，並預告既判力之範

圍，應特定其訴訟標的；另為使訴訟得為有無

理由之判斷，並於訴訟前階段得為事實上及證

據上爭點之整理，兩造當事人亦應就其主張與

抗辯為具體陳述，本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

第 266 條等規定即具此旨。

2.	甲既對乙提起請求給付 40 萬元之簡易訴訟，

依本法第428條第1項規定得僅表明原因事實，

若其陳述業已足確定紛爭範圍至與他件紛爭相

區別之程度，即可認已特定訴訟標的。本例中，

甲所為陳述，固已敘明其紛爭實態，惟未具體

表明其發生之時間，似有與甲、乙間其餘搭車

事故混淆之虞，若法院認其陳述確未足與他件

當事人

之陳述

是否已

足特定

訴訟標

的及行

事實上

之爭點

整理

法理論述：當事人

之陳述應足特定訴

訟標的，並具體化

至得為事實上爭點

整理

套用事實：本例情

形有無達成上開法

理，法院應如何為

當事人踐行上開審

理原則

B. 如我們在【改編自 86 律師】（頁 1-12）的擬答所述，本題我們在標號 1 的後方，直接敘明

第一小題的結論，採取「結論先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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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予以區別，應闡明使甲予以敘明及補充 C。

於訴訟標的特定後，則應續就乙有如何債務不

履行、加害給付及所支出之醫療費用為何、因

果關係是否具備等事實予以具體陳述，並逐一

使乙為肯認或否認之表示，以整理事實上爭點
D。藉此最上位爭點、事實上爭點之整理，使審

理得以集中於爭點行之，而此集中審理主義之

踐行，即有助益於當事人程序利益之保護，防

止發生突襲之效果 E。

C. 在「訴訟標的是否已經特定（最上位爭點整理）」的問題中，應以原告之陳述是否「足以使

本件紛爭與他件紛爭相區別」作為判斷標準，也就是甲是否已經陳述了兩造間紛爭具體的時

間、地點、情況等事項，而使法官可以知道要針對甲、乙間哪次的紛爭作判斷。

	 本例中，甲固已表明是基於「搭乘乙所駕駛計程車」所生之紛爭，但未表明具體時間，若甲

有多次搭乘乙駕駛之車輛而生爭執的情況，則多次紛爭有混淆之虞，所以法院應就甲此部分

之陳述闡明使其敘明或補充。

D. 在「事實上爭點整理」的問題中，應以原告之陳述是否「足以使他造當事人就具體事項為肯

否之陳述」作為判斷標準，也就是甲就其訴訟標的所具各項要件事實是否均已具體陳述。

	 本例中，甲所為陳述就「乙竟迂迴繞行遠路」與「致使甲未能及時處理商務」間的關連性，

及「損失多金」、「支用鉅額醫療費」之具體數額與計算方式，可認為還不夠具體，法院宜

闡明使其盡具體化陳述義務，並進一步使乙就各項事實為承認、否認或抗辯之表示。

E. 筆者此處因時間與篇幅的關係，就法院所應遵循的「訴訟法上基本要求」及「審理所應遵循

之主義」只能作這樣籠統的表明，若時間及篇幅許可，則應可進一步詳細說明爭點整理所源

集中審理主義及所具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之功能（含：因行爭點整理，得節省兩造於訴訟中

就無必要事項爭執之勞、時、費用，有助避免促進訴訟之突襲；並就爭點事項得為具體答辯

並行證據調查，亦有助於避免發現真實之突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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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我們在第二小題的作答方式與一般相反，是先「套用本案」，再作「法理論述」。因為這個

小題是問「受訴法院所採審理方式有無可議之處？應否有所改進？」在回答上先檢討具體事

例、再提出合乎法理的正確作法，比較符合題目邏輯的順序。

2	受訴法院所採分割及空洞化言詞辯論期日之審理

方式，將有違言詞審理、直接審理及公開主義等

訴訟法理

1.	本例中，受訴法院僅於言詞辯論期日中命兩造

提出準備書狀並予交換後，即延展言詞辯論期

日，此將一訴訟事件分割為多次言詞辯論期日，

未踐行實質審理程序，僅使兩造為書狀交換之

審理方式，除使該言詞辯論期日空洞化，既無

法達成言詞審理主義所具藉言詞闡明釐清訴訟

關係之目的，亦阻礙法院對當事人直接審理及

對一般大眾公開主義之實踐，其分割審理之方

式，使當事人支出無益之勞、時、費用，造成

程序不利益。

2.	是以，為改進上開審理方式所生缺陷，受訴法

院應貫徹集中審理主義之要求，即應善用如本

法第 268 條、第 270 條所定書狀先行程序、準

備程序等爭點整理程序，使兩造得於言詞辯論

期日前先行交換準備書狀，並經言詞溝通、法

院公開其心證之方式，於訴訟前階段先行整理

爭點，除滿足本法第 296 條之 1規定外，較本

例所示審理狀況，更有助於保護當事人之程序

利益及確保上開訴訟法理之踐行。

問題二

：法院

所為訴

訟行為

，違反

何等審

理原則

套用本案 F

法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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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主體題型2：共同訴訟與訴訟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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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 X5 主張各人對 Z 有金錢債權，已屆履行期，Z 仍不清償，而

Z 對 Y 亦有金錢債權，已屆履行期，Z 卻怠於對 Y 行使權利，X1 ～

X5 乃代位 Z 對 Y 提起請求給付之訴訟。試問：

1	在該 X1 ～ X5 代位 Z 對 Y 所提起之訴訟，X1 ～ X4 能證明對 Z 有

債權，而 X5 不能證明對 Z 有債權時，法院應如何處理該訴？如

法院發現 Z 尚有債權人 X6，而 X6 未與 X1 ～ X5 成為共同原告時，

法院應如何處理該訴？

2	在該 X1 ～ X5 代位 Z 對 Y 所提起之訴訟，Z、X6 各得否為訴訟參

加於 X1 ～ X5 ？如認為不可以，其理由何在？如認為可以，則

各屬何種訴訟參加？	

【89 司法官 1】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同時考到了代位訴訟性質及共同訴訟、訴訟參加類型判斷等問題，是

本節及第三章「訴訟擔當與否型」的綜合題型，考題相當基礎，出得也很巧妙，

所以雖然已經是近 20年前的題目了，還是蒐錄提供給各位參考。

QQ

共同訴訟類型判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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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X1

~

X5

Y
Z→Y：金錢債權
             請求權

訴訟標的

Y應給付〇〇元予Z，
由X1~X5代為受領

訴之聲明

X1~X5→Z
金錢債權

 民訴§401Ⅱ
判決效力擴張及於Z

Z應為何種訴訟參加？
X6

X6未一同起訴應如
何處理？
X1~X6間屬於何種
共同訴訟關係？
X6應為何種訴訟參
加？

X6→Z
金錢債權

如我們在【95司法官】（收錄於第三章「訴訟擔當與否型」，頁3-10）所述，
民法第 242條代位訴訟之性質有「法定訴訟擔當說」、「非訴訟擔當說」二種
見解，兩說在「訴訟標的為何人之權利」、「債權人之債權於訴訟上之性質」、

「判決效力是否擴張及於債務人」均有差異，此亦影響其共同訴訟及訴訟參加

之類型判斷：

1 多數債權人之共同訴訟類型：若依「法定訴訟擔當說」，因多數債權人（X1∼

X6）所擔當之訴訟標的均為「債務人（Z）對第三債務人（Y）之金錢債權」，
訴訟標的既為同一，其判斷自亦須對全體債權人合一確定，且民法第 242條
之代位訴訟亦無須全體債權人一同起訴始為適格，故多數債權人間應屬類似

必要共同訴訟；若依「非訴訟擔當說」，因多數債權人（X1∼ X6）之訴訟

標的為其因民法第 242條之規定，個別對第三債務人（Y）所產生之固有權
利，分別視其是否符合該條所定要件（債權人對債務人有金錢債權、債務人

對第三債務人亦有金錢債權、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認定個別債權人之

訴訟標的存在與否，故訴訟標的無須合一確定，多數債權人間即認屬普通共



2-4

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歷史題庫

同訴訟。是無論依何說，第一小題中 X6未成為共同原告，均不影響該訴訟

之當事人適格。

2 未起訴之債權人及債務人所得為之訴訟參加：若依「法定訴訟擔當說」，因
已起訴之債權人（X1∼ X5）所提代位訴訟，其訴訟標的須對未起訴之債權

人（X6）合一確定，且 X6亦具有提起代位訴訟之當事人適格，故得以「共

同訴訟參加」參加訴訟，而債務人（Z）就代位訴訟之訴訟標的亦須合一確
定，惟其並無提起代位訴訟之當事人適格，故其僅得以「共同訴訟輔助參加」

參加訴訟；若依「非訴訟擔當說」，已起訴債權人（X1∼X5）所提代位訴訟，

其訴訟標的對未起訴之債權人（X6）及債務人（Z）均無須合一確定，故其
僅得以「從參加（輔助參加）」參加訴訟。

訴訟標的

「X1～X5對Z之
金錢債權請求權
」在訴訟上之性
質

Z 於
訴訟
之地
位

判決效力
是否擴張
及於Z

X1～X6之
共同訴訟
類型

X 6、 Z之參
加類型

法定
訴訟
擔當
說

Z 對 Y 之
金錢債權
請求權

當事人適格之要
件，若有欠缺，
法院應就有欠缺
之人為當事人不
適格之駁回裁定
或訴訟判決

實質
當事
人

擴張
（民訴
§401Ⅱ）

類似必要
共同訴訟

獨立參加（
X6為「共同
訴訟參加」
、Z為「共
同訴訟輔助
參加」）

非訴
訟擔
當說

X 1～ X 5
對Y依民
§242所
生固有之
代位給付
請求權

訴訟標的之構成
要件，若有欠缺
，法院應就有欠
缺之人為本案敗
訴之判決

僅為
利害
關係
人

不擴張
普通共同
訴訟

從參加

大體上本題應以「代位訴訟之訴訟性質」為前提，逐步為上開順序的回答，

當然若時間允許，兩說併陳亦無不可，但考量所要撰寫的層次及篇幅不少，也

可以在前言中即先為定性，再依其定性結果作答。本題中，考到共同訴訟參加、

共同訴訟輔助參加之類型，應該是駱永家老師的題目，所以我們採取可以表現

出這兩種參加種類的「法定訴訟擔當說」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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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代位訴訟之性質、多數債權人之共同

訴訟類型、債務人於本訴訟中之地位及應如何為訴訟

參加等問題。試分述如下：

1	法院應以當事人不適格裁定或訴訟判決駁回 X5 部

分之訴訟，並依職權通知 X6 使其得追加為共同原

告

1.	按民法第 242 條規定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

時，債權人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而對

第三債務人提起代位訴訟，就該訴訟之訴訟標

的，實務上固有認屬債權人因前開規定所取得

之固有權利者，然該訴訟既係為保全債權之實

現而使債權人得代債務人對第三債務人請求，

故應認係以債務人對第三債務人之權利為訴訟

標的，而由債權人訴訟擔當債務人提起訴訟，

是債權人對債務人之債權存在，即為本案當事

人適格之要件。

若多數債權人併予起訴時，因其訴訟標的均屬

同一，判斷上即須合一確定，且此代位訴訟亦

無須全體債權人一同起訴始得適格，故該多數

債權人間應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B。

A. 因我們已決定答題主軸，為了節省篇幅，所以用「逕敘結論法」直接採取「法定訴訟擔當說」。

B. 因本題問到了「X5 不能證明對 Z 有債權時」、「X6 未與 X1 ～ X5 成為共同原告時」，法院應

如何處理該訴。也就是上開情形，法院得否為本案實質審理？原告是否當事人不適格？涉及

多數債權人係屬何種共同訴訟之問題。且在法定訴訟擔當說下，代位訴訟之多數債權人間屬

於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並無爭議，所以我們這裡簡單敘明即可。

前言

問題一

：代位

訴訟中

多數債

權人之

共同訴

訟類型

法理

論述

代位訴訟應具

法定訴訟擔當

性質 A

債權人之債權

存在為當事人

適格之要件

多數債權人間

為類似必要共

同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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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

本案

X5 部分

X6 部分

問題二

：代位

訴訟中

債權人

及債務

人之訴

訟參加

類型

X6、Z 得為訴訟參

加 D

C. 當事人不適格時法院應如何處理，依照不同的訴權理論有相異的結論（採「權利保護請求權

說」者，認應以判決駁回；採「本案判決請求權說」者，認應以裁定或訴訟判決駁回），不

過除非是題目直接問到其處理方式，否則我們在作答上以「裁定或訴訟判決駁回」的籠統方

式回答即可。

D. 因題目先問「Z、X6各得否為訴訟參加於X1～X5」，所以我們先以最寬鬆的從參加要件為審查，

而 X6 及 Z 既均屬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自然得為訴訟參加（從參加）。

2.	本例中，若 X5 不能證明對 Z有債權，依前所述

即欠缺代位 Z對 Y提起代位訴訟之資格，是 X5

對 Y應屬當事人不適格，且多數債權人 X1 至

X5 間之共同訴訟既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故 X5

部分當事人不適格亦不影響 X1 至 X4 訴訟之進

行，法院僅須以裁定或訴訟判決駁回 X5 之部分

即可 C，X1 至 X4 之訴訟仍得續行。

3.	法院若發現 Z尚有債權人 X6，且 X6 未併成為

共同原告時，因多數債權人成為共同原告係屬

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已如前述，故本訴訟不因

X6 未併予起訴而有當事人適格之欠缺。然 X6

既同為 Z之債權人，與本訴訟具法律上利害關

係，法院即得依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67

條之 1規定，以職權通知 X6 參與訴訟。

2	X6 得以共同訴訟參加、Z得以共同訴訟輔助參加

之方式，參加 X1 至 X5 之訴訟

1.	按本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就兩造之訴訟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得輔助一造參加訴

訟。本例中 X1 至 X5 既為保全其債權，代位 Z

對 Y提起訴訟，則除係行使 Z對 Y之權利外，

X6 對 Z 之債權亦因之獲保全，是 X6 及 Z 均可

認就本訴訟具法律上利害關係，均得為訴訟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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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數債權人所提起之代位訴訟，訴訟標的均為

Z對 Y之金錢債權，故判斷上對多數債權人 X1

至 X6 自均須合一確定，且因 X6 亦具提起代位

訴訟之適格，是其得以共同訴訟參加之方式參

加 X1 至 X5 之訴訟。

而債權人所提起之代位訴訟，依本法第 401 條

第 2項規定固對實質當事人即債務人 Z生判決

效力擴張之效果，然因 Z並未具提起代位訴訟

之適格，故 Z得以共同訴訟輔助參加之方式參

加 X1 至 X5 之訴訟。

訴訟

參加

之類

型

X6 得為共同

訴訟參加

Z 得為共同訴

訟輔助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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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訴訟行為效果型

甲起訴主張，A 地為其與乙所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為二分之

一），兩人並共同將 A 地出租予丙使用，由於丙未盡對承租物所

負之保管義務，使丁得以盜挖 A 地內之砂土出售牟利，導致必須

支出新台幣五百萬元始能回復 A 地之原貌。甲遂以自己名義，本

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丁給付原告二百五十萬元，並本於債

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丙給付原告二百五十萬元；如其中一

人已為給付，則另一被告就其給付數額範圍內免為給付義務。請

就下列不同情形，附理由回答所示問題：

1	在第一審訴訟程序中，原告與兩名被告均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在合意停止經三個月後，被告丙聲請續行訴訟，被告丁則在合

意後四個月又十日始聲請續行訴訟。對於丙、丁關於續行訴訟

之聲請，第一審法院應如何處理？	

2	在第一審之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被告丁出庭主張其係經甲之

同意，始挖取 A 地之砂石，並無侵權行為之可言；已於相當時

期受合法通知之被告丙則未出庭，亦未曾提出任何書狀否認原

告所主張之權利及事實。在該期日中，原告向法院聲請就其對

丙之請求，先為一造辯論判決，試問法院是否應准許原告之聲

請？

3	假設第一審法院判決原告全部勝訴，丙於上訴期間內提起合法

上訴，主張 A 地為乙單獨所有，且丙係向乙承租 A 地，甲既非

A 地之共有人或出租人，自不能為任何權利主張。丁則未聲明

上訴。試問，第一審判決關於命被告丁給付之部分，是否於上

訴期間屆滿時先行確定？	

【99 司法官】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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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Analysis.

本題是以「不真正連帶債務人為普通共同訴訟」為前提所作的設計。因甲

對丙、丁同時起訴時已表明「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則另一被告就其給付數額

範圍內免為給付義務」，故丙、丁間屬於實體法上的「不真正連帶債務人」，

也就是二人僅是對外基於不同請求權基礎就債權人同一損害共負賠償義務，

但對內只有一人要負擔最終責任。換句話說，不真正連帶債務人間並無民法第

274條以下連帶債務規定之適用，也不適用民法第 275條判決效力有條件擴張
的規定。所以不真正連帶債務人間，在實體法上因基於不同之請求權基礎，無

須為一致之認定，於訴訟法上也找不到判決效力擴張之依據，故訴訟標的沒有

需要合一確定之解釋空間，自應屬普通共同訴訟，丙、丁間即適用民事訴訟法

第 55條「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故甲、丙及甲、丁的訴訟程序即可分別進行，
法院亦得為一勝一敗之歧異判決。瞭解這一點，就看得出來本題在考「共同訴

訟人獨立原則之適用範圍」。

甲

乙

丙

丁

丙、丁應為
普通共同訴訟

實體法尚無一致認定之必要

A地應有部分
各1/2

訴訟標的

甲→丁
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甲→丙
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

「丁應給付甲250萬元」

訴之聲明

「丙應給付甲250萬元」

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
另一人於給付範圍內應
無給付義務

訴訟法上無判決效力之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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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共同訴訟之一人訴訟之停止及續行，對他人不生效力
第一小題中，所稱丙、丁原合意停止，然「合意停止經三個月後，被告丙聲

請續行訴訟，被告丁則在合意後四個月又十日始聲請續行訴訟」，依民事訴

訟法第 190條之規定，甲、丙之訴訟自應續行，而若丙、丁間屬必要共同訴
訟，則因訴訟程序須齊一進行，將生丙之續行訴訟效力及於丁之效果，惟因

丙、丁間為普通共同訴訟，故丙之聲請續行效力不及於丁，而丁之續行聲請

亦逾越該條所定期間，故甲、丁之訴訟即視為甲撤回其訴。

2 對普通共同訴訟人之一人得為一部判決
第二小題亦相同，丙、丁之訴訟既得分別進行、一部判決，法院自亦得依民

事訴訟法第 385條、第 386條之規定，分別為一造辯論判決。當然此時還是
要注意丁之陳述仍對丙有主張共通、證據共通原則之適用。

3 對普通共同訴訟之一人所為判決得一部先行確定
第三小題亦可說是區別普通共同訴訟及必要共同訴訟之重點之一：共同訴訟

是否生一部先行確定之效果。若丙、丁屬必要共同訴訟，則因丙之上訴行為

效力將及於丁，故甲、丁之判決即無一部先行確定之餘地；然本例中丙、丁

屬普通共同訴訟，程序既得分別進行、法院亦得為一勝一敗之判決，故丁既

未上訴，其部分訴訟自即應於其上訴期間屆滿時先於甲、丙之訴訟確定。

Answer.答

本例涉及實體法上不真正連帶債務之債務人

間，於訴訟上所形成共同訴訟之類型及訴訟行為之效

果。

本例中，甲以其與乙所有之 A地遭丁盜挖，而

分別向其承租人丙及加害人丁，依債務不履行及侵權

行為之法律關係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惟丙、丁任一人

負全部給付義務時，他人即免其責任，是依甲所為請

A. 本類「共同訴訟行為效果型」的題型因為多係以共同訴訟無爭議的事例，詢問各共同訴訟人

之訴訟行為效果，所以我們多會在前言中先就「共同訴訟人間屬於何種類型」予以判斷。

前言

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之共同訴

訟型態：普通共同訴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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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求內容，丙、丁即屬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之關係，除彼

此間不生內部平均求償分擔之問題外，亦應無民法第

275 條之適用。是以，甲對丙、丁之訴訟標的應認無

合一確定之必要 B，丙、丁即應屬普通共同訴訟，其

訴訟行為應依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55 條之規

定，有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之適用 C。是就本題分述

如下 D：

1	第一審法院應續行甲、丙之訴訟，而認甲、丁之

訴訟已生撤回之效果

1.	依本法第 190 條之規定，當事人合意停止訴訟

時起 4個月內不聲請續行訴訟者，視為撤回起

訴。

2.	今甲及丙、丁以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丙於合意

停止後 3個月聲請續行訴訟，甲、丙之訴訟依

前開規定應予續行固無疑問；惟丁於逾越續行

期限始聲請，且丙、丁既僅屬普通共同訴訟之

關係，依本法第 55 條之規定，丙所為行為其

利害不及於丁，故丙所為訴訟續行聲請亦不對

問題一：

普通共同

訴訟之一

人訴訟之

停止及續

行，對他

人不生效

力

法理論述：合意

停止之效果

套用本案：丙所

為續行訴訟之聲

請效力不及於丁

B. 針對沒有特別爭議，或是沒有打算就共同訴訟類型為詳細說明之情況，其實只要如此點出幾

個判斷標準（「彼此間不生內部平均求償分擔之問題」指無實體法上合一確定之必要、「應

無民法第 275 條之適用」指無訴訟法上合一確定之必要），逕敘明訴訟標的無須合一確定之

結論即可。

C. 本題存在著一個沒派上用場的條件：「A地為甲與乙所分別共有」。因本題僅甲一人提起訴訟，

且並未詢問到甲之起訴是否當事人適格之問題（事實上甲一人起訴當事人亦屬適格），所以

關於共有人乙之部分似乎在本題中沒有作用。

	 當然，若甲、乙間共同起訴，其共同訴訟之類型確實有爭議，但是就本題中各小題的問題，

甲、乙共同訴訟之類型見解差異也不會影響到答案，筆者有點不解出題老師此部分設計之目

的為何。不過本題中無意義的條件也不只這個，應該可以推測出題老師沒想這麼多吧！

D. 本題同樣碰到小題數很多的情況，所以我們接下來各小題的寫法，仍用最簡單的「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的作答方法，以節省篇幅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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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生效力，第一審法院應續行丙之訴訟，而認

丁之訴訟已生甲撤回起訴之效果。

2	法院應准許甲就丙之訴訟所為一造辯論判決之聲

請

1.	按本法第 385 條規定當事人經合法通知而於言

詞辯論期日未到場者，如無本法第 386 條之情

事，他造得聲請法院准其一造辯論而判決。

2.	本件丙、丁既屬普通共同訴訟，法院即得對其

等分別為一造辯論判決，今丙經受合法通知未

出庭，縱丁出庭而為辯論，甲亦得僅就對丙之

訴訟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而法院固應視丁之

主張是否對丙生有主張共通原則之影響，並於

甲、丙間之訴訟為斟酌，然在無本法第 386 條

之情形下，仍應准許甲對丙所為一造辯論判決

之聲請。

3	第一審判決命丁給付之部分，將於丁上訴期間屆

滿時先行確定

1.	按本法第 398 條第 1項規定，判決於上訴期間

屆滿時若無合法之上訴，該判決即告確定。

2.	本件第一審法院判決原告全部勝訴即丙、丁均

敗訴，縱丙合法提起上訴，其上訴效力依本法

第 55 條之規定亦不對丁發生效果。是丁既未

於上訴期間內合法上訴，依前開規定，第一審

判決關於命丁給付之部分，於其上訴期間屆滿

時即先於甲、丙之訴訟先行確定。

問題二：

對普通共

同訴訟之

一人得為

一部判決

，對他人

不生效力

法理論述：一造

辯論判決之要件

套用本案：法院

得先就甲、丙間

之訴訟為判決

問題三：

對普通共

同訴訟人

之一人所

為判決得

一部先行

確定

法理論述：判決

確定與否之判斷

套用事實：甲、

丁部分判決於丁

上訴期間屆滿時

將先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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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客體題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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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客體制度准否型

甲對乙提起交付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150 萬元之訴。於言詞

辯論時，乙先否認該買賣契約之效力，再主張若該契約有效時，

因其他原因事實，乙對甲亦有 150 萬元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主張

以此債權與甲之債權抵銷。經法院調查，乙對甲之賠償請求權，

事實上已另案繫屬於第二審法院審理中。問乙之抵銷主張是否合

法？

【96 律師】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涉及「重複起訴禁止」的判斷，但與一般我們會看的「當事人於前訴

訟繫屬中，另以同一事件提起後訴訟」之狀況不太一樣，而是「當事人於前訴

訟繫屬中，另以同一事件於後訴訟中為抵銷抗辯（攻擊防禦方法）」。是個比

較沒這麼典型的重複起訴禁止與否題型。

QQ

甲 乙

乙→甲：150萬
賠償請求權

甲→乙 150萬元
買賣價金給付請求權

「乙應給付
　甲150萬元」

抵銷

以

訴之標的 訴之聲明

此請求權已另案繫屬於第二審
法院，抵銷是否合法？有無重
複訴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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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碰到此種不熟悉的爭點時，當然還是採取我們「分列兩說、臚列理由、採

擇其一作結」的老套路，分成肯、否兩說作答。而本題可以考慮的著力點，在

於若認前、後兩訴並非同一事件而允許當事人在後訴訟（交付價金之訴訟）為

抵銷之抗辯時，除使法院審理重複外，因抵銷抗辯於判決確定時將生既判力，

尚可能產生裁判矛盾，且因本題中乙對甲之賠償請求權「已另案繫屬於第二審

法院審理中」，代表阻斷了兩訴訟合併審理的可能，所以結論上比較容易傾向

否定說。

Answer.答

本例涉及訴訟上抵銷及重複起訴禁止原則之解

釋等問題，試分述如下：

1	按當事人不得就已起訴之事實，於訴訟繫屬中更

行起訴，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53 條定有

明文。該條所為重複起訴禁止之規定，其立法意

旨亦為避免當事人就同一事件重複提起於法院請

求審判，將致生當事人應訴之煩、法院審理重複

及裁判矛盾，而判斷前、後二訴訟是否屬同一事

件，傳統上即以當事人、訴訟標的、訴之聲明等

訴之三要素，於兩訴訟中是否相同為認定標準，

若當事人相同、訴訟標的相同、訴之聲明相同、

相反或可代用之情形下，應認後訴訟屬重複起訴，

後訴訟繫屬法院即應依本法第 249 條第 1項第 7

款裁定駁回之。

前言

法理論述 A

A. 因本題之爭點只有一個，所以我們在正式回答前詳細交代一下法理及判斷標準，順便充實一

下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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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中，乙已先行對甲提起請求損害賠償 150 萬

元之訴訟，且經繫屬於第二審審理中，嗣於甲對

乙提起請求給付買賣價金 150 萬元之後訴訟中，

復以前訴訟繫屬之損害賠償權利為抵銷抗辯，則

乙於後訴訟中以前訴訟尚繫屬之訴訟標的為攻擊

防禦之主張，是否有違前開所述重複起訴禁止之

規定而屬違法，理論上有以下相異之見解

1.	合法說：認本法第 253 條之規定，既係禁止當

事人就已起訴之事實更行起訴，即就前訴訟之

訴訟標的，禁止另行於後訴訟中作為訴訟標的

予以提出，惟本例中，乙係以前訴訟之訴訟標

的另行於後訴訟中作為攻擊防禦方法予以主張

及抗辯，並未違反本法第 253 條規定之文義解

釋，應屬合法。

2.	不合法說：認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抵銷抗辯，

依本法第 400 條第 2項之規定，其抵銷成立與

否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

是若允乙於後訴訟中用作抵銷之主張，使前、

後訴訟法院均為審理裁判，則將可能造成裁判

之矛盾，應認乙之抵銷抗辯為不合法。

3	本例之情形，固非為本法第 253 條向來所指涉之

重複起訴禁止情形，惟乙於前訴訟中作為訴訟標

的之損害賠償權利，既已於前訴訟第二審法院審

理中，若允其於後訴訟中為抵銷抗辯，除確有造

成當事人應訴之煩、法院審理重複之弊外，其前、

後訴訟若經確定，確亦可能產生既判力之矛盾，

有違該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且前訴訟既已於第二

審法院審理中，亦無可能藉合併辯論、合併裁判

提出爭點：

當事人得否

就同一事件

提出於後訴

訟為抵銷抗

辯 採「分

列兩說

法」自

擬肯否

二說

合法說

：條文

文義解

釋

不合法

說：抵

銷抗辯

亦具既

判力

採擇其一

作結

B. 題目中既然有「第二審法院審理中」的條件，想必就是要將結論導向「兩訴訟不可能予以合

併審理」的結論，所以更有理由採不合法說。

C. 這個最高法院判決想必各位也不知道（其實筆者自己作答時也不知道，後來才查出來的），

所以只是錦上添花，寫不出來也不用放在心上。

	 台灣高等法院 89 年度上易字第 394 號判決：「然查：『主張抵銷之對待請求，其成立與否

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不得更行主張，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項（現為

第四百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既於另案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尚未確定，為兩造所

不爭，復以同一請求權於本件訴訟中主張抵銷，有違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一事不再理

之規定』（最高法院五十年台上字第二八五三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對其主張抵

銷違約金之金額，既以另案請求審判中，尚不確定，復在本件主張抵銷，揆諸上引最高法院

判決意旨，顯違一事不再理之規定，被上訴人抵銷之主張，不予准許。」

D. 各位也可以採「合法說」作結，寫法就要改成：「上開二說固均有所據，惟乙對甲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既於實體法上具抵銷適狀，訴訟上亦尚未經判決確定而無既判力，縱經其另案起

訴請求，亦不影響其抵銷權之行使，故應以合法說為可採，則乙所為之抵銷抗辯應屬合法。

最高法院 67 年台上字第 1647 號判例亦具同旨。」

	 最高法院 67 年台上第 1647 號判例：「被告對於原告起訴主張之請求，提出抵銷之抗辯，祇

須其對於原告確有已備抵銷要件之債權即可，至原告對於被告所主張抵銷之債權曾有爭執，

或被告已另案起訴請求，均不影響被告抵銷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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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以避免上開問題之產生 B，

是前開二說，以不合法說為妥，應認乙之抵銷主

張為不合法而不予准許。最高法院 50年度台上字

第 2853 號判決亦具同旨 C、D。

B. 題目中既然有「第二審法院審理中」的條件，想必就是要將結論導向「兩訴訟不可能予以合

併審理」的結論，所以更有理由採不合法說。

C. 這個最高法院判決想必各位也不知道（其實筆者自己作答時也不知道，後來才查出來的），

所以只是錦上添花，寫不出來也不用放在心上。

	 台灣高等法院 89 年度上易字第 394 號判決：「然查：『主張抵銷之對待請求，其成立與否

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不得更行主張，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項（現為

第四百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既於另案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尚未確定，為兩造所

不爭，復以同一請求權於本件訴訟中主張抵銷，有違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一事不再理

之規定』（最高法院五十年台上字第二八五三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對其主張抵

銷違約金之金額，既以另案請求審判中，尚不確定，復在本件主張抵銷，揆諸上引最高法院

判決意旨，顯違一事不再理之規定，被上訴人抵銷之主張，不予准許。」

D. 各位也可以採「合法說」作結，寫法就要改成：「上開二說固均有所據，惟乙對甲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既於實體法上具抵銷適狀，訴訟上亦尚未經判決確定而無既判力，縱經其另案起

訴請求，亦不影響其抵銷權之行使，故應以合法說為可採，則乙所為之抵銷抗辯應屬合法。

最高法院 67 年台上字第 1647 號判例亦具同旨。」

	 最高法院 67 年台上第 1647 號判例：「被告對於原告起訴主張之請求，提出抵銷之抗辯，祇

須其對於原告確有已備抵銷要件之債權即可，至原告對於被告所主張抵銷之債權曾有爭執，

或被告已另案起訴請求，均不影響被告抵銷權之行使。」

套用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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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自 70 年 2 月底起即受僱於乙公司，擔任銷售員，乙於 82 年 3

月 1 日以甲銷售貨品時，未依規定同時收取價金，違反僱傭契約

情節重大，通知將甲解僱，甲請求回復上班，亦為乙所拒絕。嗣

甲於 85 年 3 月 1 日向乙表達其已服務滿 15 年，且年滿 55 歲，

符合自願退休之要件，請求自即日起退休，並要求乙給付退休金

500 萬元，乙則以兩造僱傭契約自 82 年 3 月 1 日已終止，拒絕甲

之請求。甲乃於 91 年 3 月 1 日對乙起訴，主張其退休金請求權，

有被乙侵害之危險等語，聲明：請求判決確認甲對乙 500 萬元之

退休金給付請求權存在。乙則抗辯甲不符合退休要件，縱令符合

退休年資，退休金給付請求權亦已罹於 5 年之時效而消滅。試問：

1	甲之起訴是否具備確認訴訟之要件？

2	若甲於訴狀送達乙後，將訴之聲明變更為乙應給付自 82 年 3 月

1 日起至 85 年 3 月 1 日止之薪資 200 萬元，但乙不同意，甲之

變更是否合法？

【98 律師】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涉及「訴之變更追加」制度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民訴

§255Ⅰ②）要件之解釋，是典型的訴之變更、追加准否之考題。另外也考了
「確認利益之判斷」，我們一併說明。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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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小題爭點：確認利益之判斷標準
第一小題涉及民事訴訟法第 247條所定確認利益之判斷。就確認利益之判斷
方式，實務基本是以最高法院 42年台上字第 1031號判例所建構的意見為標
準 1，簡單來說，是以「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

受侵害之危險」、「該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認定為要件，判斷該確認

之訴是否有確認利益。一般來說，只要兩造當事人對與其有關之權利義務法

律關係之存否有爭執，多可認「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且「原告在私法上之

「乙應給付自82年3月1日起至
　85年3月1日之薪資200萬元」

甲 乙
「確認甲→乙：500萬
　退休金債權存在」

甲→乙：500萬元
退休金債權

訴之聲明 訴之標的

訴之變更

是否符合「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

起訴之原因事實

甲自70年2月底起即受僱乙公司 
85年3月1日請求自即日起退休

被告抗辯事實

乙於82年3月1日已解僱甲，且
退休金額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

甲→乙：200萬
薪資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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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危險得否以確認判決加以去除」，則必須看

該確認判決作成後，是否澈底且終局的解決兩造間的爭執。

本題中，因乙公司抗辯甲、乙間勞動契約業已終止而否認甲對乙得請求退休

金，故兩造就「甲對乙之 500萬元退休金給付請求權」之存否確有爭執，甲
也確可能因乙的否認而無從取得退休金，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但

是縱使允許甲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最終亦只判斷該請求權存在，並無法使甲

實際取得該金錢，所以，甲應對乙提起請求給付退休金的給付訴訟，始得終

局的解決本件紛爭，故應認本例甲之起訴不具備確認訴訟之要件。這也是我

們常常拿來反面說明沒有確認利益的例子之一 1。

2 第二小題爭點：「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要件之解釋
第二小題中，既然直接問了「甲之變更是否合法」，自然要判斷甲的變更有

無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 1項各款之事由，而題目又強調乙並不同意，
且亦沒有符合其他事由，所以本題當以甲之變更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項第 2款「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為爭點。
本題中，甲原本起訴是請求「確認甲對乙 500萬元之退休金給付請求權存
在」，與此訴訟標的有關之原因事實為「甲是否符合自願退休及請領退休

金之事實（即題目中所稱「甲自 70年 2月底起即受僱於乙公司，擔任銷售
員。⋯⋯嗣甲於 85年 3月 1日向乙表達其已服務滿 15年，且年滿 55歲，
符合自願退休之要件，請求自即日起退休，並要求乙給付退休金 500萬
元」），而所欲變更之聲明為「乙應給付自 82年 3月 1日起至 85年 3月 1
日止之薪資 200萬元」，而與此聲明有關之事實則應為「甲於上開期間內與
乙之僱傭關係存在」。所以在判斷上，應比較此二部分之事實是否屬「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

若依「社會事實同一說」，變更聲明所依據之事實並非甲原起訴時所據原因

事實，兩者請求之基礎事實並非同一，甲之變更即非合法；依「判決基礎事

實同一說」，該僱傭關係之事實既已作為法院判決基礎事實之一部，應認其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甲之變更合法；而依實務所採「紛爭關連說」，因兩

造於變更前之訴訟中已表示「乙於 82年 3月 1日以甲銷售貨品時，未依規
定同時收取價金，違反僱傭契約情節重大，通知將甲解僱，甲請求回復上班，

亦為乙所拒絕」，且此點亦成為變更後訴訟之主要爭點，兩訴訟之訴訟資料

1	 常見無確認利益的情況有二：「原告應提起給付或形成訴訟，卻提起確認訴訟」（即
本案情況）、「造成原告法律地位不安定之人有數人，卻未以該數人全體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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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後訴訟亦得予

以利用，應認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而認甲之變更合法。

故以下筆者即以「紛爭關連說」及「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之觀點，認原告

甲所為訴之變更合法。當然，同學們要採取哪種見解，悉聽各位尊便，重點

是必須把判斷的理論標準在考卷上明確的寫出來，至於要寫到多詳細，當然

還是要看各位的篇幅及時間的分配了。

Answer.答

本例涉及確認利益及訴之變更要件應如何認定

之問題，試分述如下：

1	甲之起訴應不具備確認訴訟之要件

1.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下

稱本法）第 247 條第 1項定有明文。是欲提起

確認訴訟，即須具確認利益，而確認利益有無

之判斷，依最高法院 42年台上字第 1031 號判

例所示，係指因法律關係不明確，致原告私法

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危險得以確認判

決予以除去而言，即該確認訴訟係為解決兩造

間紛爭最有效、適切之方式始可。

2.	本例中，甲主張其自 70 年 2 月底即受僱於乙

公司，迄 85年已符合自願退休之要件，故其對

與乙之 500 萬元退休金請求權存在，乃對乙提

起確認退休金給付請求權存在之訴，然為被告

所否認並拒絕給付，故兩造間就甲對乙之 500

萬元退休金給付請求權之存否確有爭執。甲之

私法上地位確有受侵害之危險，惟甲提起該訴

訟之目的既係為請求乙給付退休金，應提起具

執行力之給付訴訟始可認有效、適切，是該確

認訴訟似欠缺確認訴訟之確認利益要件，法院

前言

問題一：

確認利益

之判斷標

準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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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闡明使其變更為給付聲明，否則應以欠缺確認

利益駁回其訴。

2	甲所為訴之變更應屬合法

1.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本

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至何謂「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學說及實務有不同之認

定標準

⑴	社會事實同一說：此說以所欲變更、追加之

訴是否屬同一訴訟標的特定之原因事實作為

判斷基礎，依此說，本例甲原所提起之確認

退休金債權存在之訴訟，與所欲變更之薪資

給付訴訟，其原因事實不同，不得認其請求

基礎事實同一，其變更應不合法。

⑵	紛爭關連說：此說為多數實務見解所採，指

變更、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

性，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且原

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

相當程度範圍內可認同一或關連，得於變

更、追加後予以利用為判斷基準。

⑶	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此說認當事人於訴訟

中依其陳述範圍之擴大所涉及之事實，均可

認屬請求之基礎事實。

2.	上開見解固均有所據，然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

紛爭之機能，宜寬認得為訴變更、追加之情形，

而應以「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為可採，

是本例中，乙既已就甲於 82 至 85 年間是否具

僱傭關係為抗辯，則可認變更後之判決基礎事

實係屬同一，甲之變更應為合法。

問題二：

「請求基

礎事實同

一」之訴

之變更、

追加要件

之解釋

就「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之判斷標

準分列學說見解

採擇「判決基礎事

實同一說」作結

套用本案 A. 各位應該可以發現我們這裡就「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與否的區分學說討論，跟我們在【96 司

法官】（頁10-26）是相同的，這也可以算這個議題作答的固定模式。此外，因為這題不像【96

司法官】（頁 10-26）一樣看的出來出題老師的傾向，所以我們在結論上偷偷的夾帶了兩個

理論下的結論。當然，如果時間或篇幅不足，直接以實務所採的「紛爭關連說」作結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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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縱以實務向所採之「紛爭關連說」觀之，因

原請求亦已就甲、乙間之僱傭關係為抗辯審理，

其訴訟及證據資料亦得於變更後予以利用，亦

堪認符合上開要件而可認甲之變更為合法。

補充採擇「紛爭關

連說」亦具相同結

論 A

A. 各位應該可以發現我們這裡就「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與否的區分學說討論，跟我們在【96 司

法官】（頁10-26）是相同的，這也可以算這個議題作答的固定模式。此外，因為這題不像【96

司法官】（頁 10-26）一樣看的出來出題老師的傾向，所以我們在結論上偷偷的夾帶了兩個

理論下的結論。當然，如果時間或篇幅不足，直接以實務所採的「紛爭關連說」作結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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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向乙的住所地之 C 地方法院起訴，請求命被告乙返還 M 機器及

返還因使用 M 機器的不當得利計新台幣（以下同）120 萬元。甲

主張自己於前年由訴外人丙售讓而取得 M 機器的所有權，乙無權

占有並使用該 M 機器生產商品長達二年，該 M 機器在同業間年租

金行情至少60萬元；乙則抗辯M機器是其向原出租人丁買受取得，

自己才是 M 機器的所有權人，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起訴。在第一

次的言詞辯論期日，甲以言詞追加請求 C 法院確認甲對 M 機器的

所有權存在；乙隨即在當庭以言詞提起反訴，請求法院確認反訴

原告乙對 M 機器的所有權存在。試問：乙所提的反訴是否合法？

【97 司法官】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涉及「反訴」及「重複起訴禁止」二制度之要件解釋。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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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甲、乙間乙對
　M之所有權存在」

甲 乙

C地方法院

訴之聲明 訴之標的

「乙應返還M機器及
　120萬元不當得利」

甲→乙：M機器
甲→乙：120萬元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不當得利請求權

起訴原因事實 抗辯事實

甲自丙受讓取得M之所
有權，乙無權占有2年

乙自丁買受取得
M之所有權

「確認甲、乙間甲對
　M之所有權存在」

訴之追加 反訴

依民事訴訟法第 259條、第 260條之規定，反訴之標的必須與本訴之標的
或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即與本訴間有一定之關連性始得提起，且反訴既然是「被

告所為之訴之追加」，也必須具備一般訴訟要件。故本題中，除了必須判斷乙

所為反訴是否與本訴有一定之關連性外，還必須判斷其與甲所追加之訴訟是否

同一而違反重複起訴禁止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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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訴之追加、反訴之要件及重複起訴禁

止與否之判斷等問題。

本例中，甲以乙無權占用其所有M機器，起訴

請求乙返還M機器並給付不當得利 120 萬元，並於

言詞辯論期間追加請求確認甲對M機器之所有權存

在，乙亦當庭以言詞提起反訴請求確認乙對M機器

之所有權存在。則就本件乙所為反訴是否合法，應為

如下之判斷 B：	

1	按反訴者，係指於訴訟繫屬中被告以原告為對造，

於本訴訟之程序中請求法院就相牽連事件合併審

理所提起之訴訟類型，應具使關連之數紛爭合併

於同一程序中予以審理之特性，是民事訴訟法（下

稱本法）第 259 條、第 260 條即就反訴有其要件

之規定，程序上須於本訴訟繫屬中對本訴原告或

訴訟標的須合一確定之人提出、須與本訴行同種

訴訟程序、非專屬他法院管轄及具備一般訴訟要

件，

使該反訴之提起不至違反本法第 253 條所定重複

起訴禁止之規定，尚須反訴之標的與本訴標的或

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始得發揮合併審理所具訴訟

經濟、避免裁判矛盾等功能。

前言

整理本案事例 A

法理論述

反訴之要件

尚須具不違反重複

起訴禁止之一般訴

訟要件

A. 因為本題的爭點很少，答案也很簡單，只是題目的條件很多，所以我們在前言的部分除了可

以提出爭點，另外也將有必要的條件先挑出來作個簡單的事例整理，順便充充篇幅。

B. 本題的情形因為並沒有在題目中分小題詢問，所以我們在底下作答時，也就不用像以往直接

在1、2的標號後先寫結論或先提出問題。而在沒有特別想法的情形下，就用最普通的「法

理論述」、「套用本案」的方式作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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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本題所要論述的乙所提起之「確認乙對 M 機器之所有權存在」反訴，與甲所提起之「確認

甲對 M 機器之所有權存在」訴訟似有重複起訴禁止之問題，所以邏輯上要先確定甲就該訴訟

之追加為合法，才能判斷反訴是否合法。

2	本例中，甲就其原所提起之所有物M機器返還請

求及不當得利給付請求之訴訟中，以言詞追加請

求確認甲對M機器所有權存在之訴，除屬本法第

255 條第 1項第 6款所定追加中間確認之訴之要

件外，本法第 261 條亦允許原告以言詞為訴之追

加，故甲所為追加訴訟確屬合法。

而乙既抗辯其方為M機器之所有權人，則其以言

詞所對甲提起之確認乙對M機器所有權存在之反

訴，除與甲所提起所有物返還、不當得利及確認

所有權之三訴訟，具反訴標的與本訴防禦方法相

牽連之關係外，該反訴之訴訟標的即乙之M機器

之所有權歸屬，

亦與本訴之訴訟標的（甲之M機器所有物返還權

利、甲之不當得利給付權利、甲之M機器所有權

歸屬）均不相同，亦無違反重複起訴禁止之規定，

且該反訴與本訴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亦非專屬管

轄事件，本法第 261 條亦允許乙以言詞提起之，

是乙之反訴均符合上開反訴之要件，自屬合法。

套用本案

甲追加中間確認

之訴合法 C

乙之反訴具備

反訴要件

乙之反訴不違反

重複起訴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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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甲列乙、丙為被告，向管轄法院起訴，主張：乙向甲借款新

臺幣（下同）300 萬元，丙為連帶保證人，乙屆期未清償借款，

經催告仍拒不履行等情，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聲

明求為命乙、丙連帶給付 300 萬元之判決。嗣乙於第一審訴訟程

序中死亡，由其全體繼承人丁、戊聲明承受訴訟。第一審法院認

定甲僅交付 200 萬元借款予乙，乙全未清償，丁、戊為乙之繼承

人，應繼承乙對甲之債務，丙對甲應負連帶保證責任，因而判命

丙、丁、戊應連帶給付甲 200 萬元，並駁回甲其餘之訴。甲、

丁分別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甲之上訴理由略以：甲確已交付

300 萬元借款予乙等語。丁之上訴理由略以：乙並未向甲借款；

縱乙有向甲借款，乙已清償完畢等語。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	法院應如何著手整理本件事實上爭點？在爭點整理階段，應如

何分配舉證責任？

2 第二審法院進行第一次準備程序後，甲、丁分別具狀向受訴法

院表示撤回各自之上訴，第二審法院應如何續行訴訟程序？

【104 律師】

（配分：38 分 /165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的第一小題係本節「爭點整理方法論型」的基本問題，第二小題則是

第四章中「共同訴訟行為效果型」的題目。

1 第一小題爭點：爭點整理及舉證責任分配
第一小題問法與【103台大】（喬律師，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2020
年 2月七版，頁 6-64）相似，料想應同樣是邱派老師所出。而與「爭點整理
程序」合併考出的「舉證責任分配」題目，請各位務必要以邱聯恭老師所採

的「兼具訴訟法屬性之行為責任說」作答。此外，第二審程序既然也需要調

查證據，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296條之 1規定，調查證據前也要曉諭爭點，所
以當然也是要進行爭點整理程序。只不過在第二審程序中，因最上位爭點基

QQ
爭點整理方法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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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都已經在第一審特定了，所以通常只會行事實上、證據上及相關的法律

上爭點整理。

涉及之本案敘述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
點之整理

最
上
位
爭
點
之
整
理

訴之聲明
是否特定

「乙、丙應連帶給
付甲 300 萬元」

是（聲明已具
體明確）

訴訟標的
是否特定
（本案紛
爭是否已
足以與其
他紛爭相
區別）

「乙向甲借款 300
萬元，丙為連帶保
證人，乙屆期未清
償借款，經催告仍
不履行，依消費借
貸、連帶保證之法
律關係請求」

否（甲未具體
敘明乙向其借
款及丙為連帶
保證人之時、
地、經過，尚
無法使本案紛
爭與甲、乙、
丙間其他同類
金錢債權紛爭
相區別）

法院應闡明使甲補充乙向
其借款及丙擔任連帶保證
人之具體時、地、經過等
事實，使本件紛爭得與甲、
乙、丙間其他紛爭相區別
若經甲具體陳述上開原因
事實而認足以特定訴訟標
的時，因甲已具體陳明其
請求所依據之實體法上權
利名稱，可認係以權利單
位型表明訴訟標的，法院
即應行論理型之爭點整理
程序

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是否具主
張一貫性
、答辯重
要性

1. 甲起訴及上訴主
張 之 事 實：「
乙向甲借款 300
萬元，丙為連帶
保證人，乙屆期
未清償借款，經
催告仍拒不履行
」、「並已交付
300 萬元借款予
乙」

2. 丁（乙之繼承人
）上訴理由所答
辯的事實：「乙
並未向甲借款」
、「乙已清償完
畢全數借款」

是

當事人之
陳述是否
與訴訟標
的具關連
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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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之本案敘述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
點之整理

當事人之
陳述是否
已盡具體
化陳述義
務

「乙並未向甲借
款」、「乙已清償
完畢全數借款」

否（乙係未向
甲取得任何款
項？抑或有取
得款項但並非
借貸？係以何
種方式清償？
匯款？交付現
金？ 債 權 抵
銷？）

法院應闡明使丁就其答辯
「乙未向甲借款」、「乙
已清償完畢」等語，陳述
其所依據之具體事實

使兩造確
認各該事
實是否有
爭執而為
篩選

依題意，可整理本案事實
上爭點為：
A「甲、乙間是否有借款
約定」

B「甲是否有交付款項予
乙，款項數額為何」

C「乙是否清償上開款項」

證
據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就事實上
爭點分配
舉證責任

依「規範說」初步分配的
結果，A、B事實屬權利
發生事實（要件事實），
宜由主張權利存在之甲負
舉證責任；C事實屬權利
消滅事實（抗辯事實），
宜由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乙
負舉證責任。且本案尚無
顯失公平之處

2 第二小題爭點：共同訴訟之性質及行為效力
第二小題則是共同訴訟的傳統考點。因丁、戊為乙之繼承人，本件之訴訟標

的即「甲對乙之借款返還請求權」對丁、戊必須合一確定，屬必要共同訴訟，

故丁之上訴效力及於戊，而丁撤回上訴之不利於全體之訴訟行為則不生效力

（民訴§56Ⅰ①），甲之撤回上訴則對丁、戊均生效力（民訴§56Ⅰ②）。
而乙（丁、戊）與丙間之連帶保證關係，屬於何種共同訴訟類型則屬傳統爭

議，照例我們採「分列兩說法」來處理，若認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則丁之

上訴效力及於丙，丁撤回上訴效力對丙亦不生效力，甲之上訴及撤回上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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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均及於丙；若認屬普通共同訴訟，則甲對丙部分未上訴，且丁之上訴及撤

回上訴效力對丙均不生效力。其實論理及結論都不難，只是因為要同時就

戊、丙的共同訴訟關係分別討論甲、丁的行為，所以作答時最好先考慮一下

鋪敘的順序，免得重複論述，而且因作答時間有限，也建議各位不要寫得太

深入。

Answer.答

本題涉及爭點整理之進行、舉證責任之分配，

及共同訴訟類型與所為訴訟行為效力等問題。試分述

如下：

1	法院應使當事人就其上訴主張之事實為具體化陳

述，並就所整理之事實上爭點依行為責任說分配

舉證責任

1.	本題中，甲上訴主張確已交付 300 萬元借款予

乙，而丁上訴主張乙並未向甲借款，縱有借款，

乙已清償完畢等語。

法院為整理事實上爭點，應先使甲、丁就其陳

述中未具體陳述部分予以具體化，如：丁所主

張乙未向甲借款等語，係指乙未與甲有任何金

錢款項之往來，抑或乙雖有收受甲之金錢款項

交付，但非本於消費借貸之意？丁所主張乙已

清償完畢等語，係以何具體方式對甲為清償？

2.	待當事人就其陳述業經具體化後，法院即得就

兩造所主張及抗辯之事實，確認其有爭執並有

調查必要之事實上爭點。依題意所示兩造之爭

執狀況，本件事實上爭點應為「甲、乙間是否

確有借款之約定」、「甲是否已有交付借款予

乙；若有，其交付數額為何」、「乙是否已清

償上開款項」。

前言

問題一

：爭點

整理及

舉證責

任之分

配

事實上爭

點之整理

使當事人

陳述具體

化

依當事人

爭執情形

確認本案

事實上爭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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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該等事實上爭點，受訴法院即應依民事訴

訟法（下稱本法）第 277 條之規定，以兼具訴

訟法屬性之行為責任說分配各該事實之舉證責

任。

具體而言，「甲、乙間有無借款約定」、「甲

是否確有交付借款予乙及所交付數額」屬本案

請求之要件事實，宜由主張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存在之甲負舉證責任；「乙是否確已清償上開

款項」，為本案請求之權利消滅事實，宜由主

張訴訟標的不存在之丁負舉證責任 A；受訴法

院除應就上開分配結果曉諭當事人外，若認有

顯失公平者，亦得闡明當事人以轉換舉證責任

之分配。

2 就丙、丁、戊共同訴訟類型之認定，將影響第二

審法院續行訴訟程序之方式 B

1.	本題中，甲以主債務人乙及連帶保證人丙為共

同被告，起訴請求連帶返還借款，嗣乙死亡後

由繼承人丁、戊承受訴訟。

而丁、戊既共同繼承乙對甲之權利義務關係，

則甲對乙所主張之訴訟標的（即借款返還請求

權）對丁、戊即須合一確定，丁、戊間應屬固

有必要共同訴訟。

舉證責任

之分配

採行為責

任說

具體分配

舉證責任

（行為責

任）

問題二

：共同

訴訟之

性質及

訴訟行

為效力

認定共同

訴訟之類

型 丁、戊屬

固有必要

共同訴訟

A. 此處涉及了「兼具訴訟法屬性之行為責任說」中，初步認定舉證責任（提出證據之行為責任）

分配的標準，基本上就是跟傳統通說的「規範說」一樣。不過在作答上也不用講這麼多，直

接寫結論就好了。

B. 第二小題因為我們準備要區別不同共同訴訟性質分別論述其行為效果，無法簡短的回答題目

要問的問題，所以我們採取問題提出法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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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乙（即丁、戊）、丙間既屬連帶債務人，其

應屬何種共同訴訟類型則有爭議，有認依民法

第 275 條規定，其一人所受確定判決非基於該

債務人個人關係者，判決對他債務人之利益亦

有效力，訴訟標的應須合一確定，而認其屬類

似必要共同訴訟之見解，亦有認其訴訟標的無

須合一確定，而認屬普通共同訴訟之見解。

2.	甲、丁分別就本案一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

復於第二審程序中撤回各自之上訴時，第二審

法院應如何續行訴訟程序，依丁、戊及丙之共

同訴訟性質認定而有不同

⑴	若認丁、戊與丙間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則

甲、丁之上訴依本法第 56條規定均及於戊、

丙；而甲之撤回上訴，依本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效力及於丙、丁、戊；然

丁之撤回上訴，形式上不利於全體共同訴訟

人，故依本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1款，對全

體不生效力，第二審法院應續就第一審所認

定主債務及保證債務甲敗訴部分為審理。

⑵	若認丁、戊與丙間屬普通共同訴訟，丁之上

訴及撤回上訴之效力依本法第 55 條規定對

丙不生效力，故甲若就其請求上訴後復撤回

上訴，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甲對丙之請求部分

即告確定，第二審法院僅得就第一審所認定

甲就主債務敗訴部分續為審理。

3.	上開二說固均有所據，然為保障連帶債務人訴

訟實施權之完整，仍應認丁、戊與丙間屬普通

共同訴訟之見解為妥，是依上所述，第二審法

院即僅得就第一審認定甲就主債務敗訴之部分

續為審理。

提出爭點

：丁、戊

及丙間屬

何種共同

訴訟類型

採「分列

兩說法」

判斷連帶

債務人之

行為效果

類似必要

共同訴訟

說

普通共同

訴訟說

採擇其一作結



4-8

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歷史題庫

甲因好友介紹，購買乙所有之公寓及基地應有部分（以下簡稱系

爭房屋）。甲付清價款並於民國（下同）100 年 5 月 15 日辦竣所

有權移轉登記後，始知悉系爭房屋早在 2年前即為丙占有使用中。

甲乃向丙表示伊係現在系爭房屋所有人，丙占有系爭房屋並無正

當權源，丙則否認之並拒絕搬遷。甲因居住需要，乃以丙無權占

有系爭房屋為原因事實，本於民法第 767 條第 1項規定提起訴訟，

聲明：丙應遷讓交還系爭房屋與甲。丙於第一次準備期日，提出

其與乙訂定並經公證之書面系爭房屋租賃契約為證據，其上記載：

承租人丙向出租人乙承租系爭房屋，期間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算 6

年，承租人應交付並已交付出租人押租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

以押租金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逐月抵付租金，押租金於租賃契

約消滅時無息退還等內容。丙並據以辯稱：伊對系爭房屋有租賃

權，且已依約支付租金，並非無權占有云云。甲當即援引丙提出

之證據及抗辯事實，追加聲明：丙應給付甲押租金 50 萬元。丙則

聲明：不同意甲追加聲明，對甲所為全部之請求，請予以駁回。

訴訟進行中，丙愈覺不安，乃請教其律師是否得對乙請求返還押

租金 50 萬元。

1	請就甲、丙之聲明及主張，闡明及整理其間之訴訟關係，擬定

審理程序，並說明其依據。

2	承上題，請依所定之審理程序，論述甲對丙之訴有無理由。

3	丙請求乙返還押租金 50 萬元有無理由？請附理由說明之。

【102 司法官】

（配分：90 分 /300 分，作答時間：72 分鐘 /24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是 102年度司法官考試的民法、民事訴訟法綜合題，其中第一小題問
到「闡明及整理其間之訴訟關係，擬定審理程序」，可知是個爭點整理型的考

題，也就是要我們就全體爭點整理之結果擬定審理計畫。第二、三小題是實體

法的考題。整體的作答時間雖然長，但是因為爭點多，說實在要答得完整並不

容易，各位也務必依照各小題的配分妥善分配答題時間（40／ 30／ 20分）。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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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小題爭點：爭點整理之進行及審理計畫之擬定
本題中，甲對丙先後提起兩個訴訟，我們分別來看：

1. 甲對丙所提遷讓交還系爭房屋之本訴訟

涉及之本案敘述
及證據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
點之整理

最
上
位
爭
點
之
整
理

訴之聲明
是否特定

「丙應遷讓交還
系爭房屋與甲」

是（聲明已具
體明確）

訴訟標的
是否特定
（本案紛
爭是否已
足以與其
他紛爭相
區別）

「甲於 100 年 5
月 15 日辦竣系
爭 房 屋 所 有 權
移轉登記後，丙
在 2 年前即無權
占有使用系爭房
屋，本於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
定聲明丙應遷讓
交還系爭房屋與
甲」

是（甲已具體
敘明其因買賣
取得系爭房屋
，經丙占有使
用中，且所稱
「系爭房屋」
業已指明係坐
落於某特定處
所之不動產，
並以物權之排
他性權利為請
求，已足以與
甲、丙間其他
紛爭相區別）

甲已具體表明實體法上權
利名稱，可認係以權利單
位型表明訴訟標的，法院
即應行論理型之爭點整理
程序。即就甲所主張之「民
法第 767 條第 1 項所有物
返還請求權」分析其所應
具之要件，進而整理事實
上爭點



4-10

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歷史題庫

涉及之本案敘述
及證據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
點之整理

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是否具主
張一貫性
、答辯重
要性

1. 甲起訴主張之
事實：「甲購
買乙所有之系
爭房屋，付清
價款並於 100
年 5 月 15 日
辦竣系爭房屋
所有權移轉登
記後，丙在 2
年前即無權占
有使用系爭房
屋」

2. 丙答辯之事實
：「丙向乙承
租系爭房屋，
期間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算
6 年，對系爭
房屋有租賃權
，且已依約支
付押租金 50
萬元，並以押
租金按法定利
率計算之利息
逐月抵付租金
，非無權占有
」

是

當事人之
陳述是否
與訴訟標
的具關連
性

是（甲所主張
「自乙處購得
房屋取得所有
權」及「丙無
權占有系爭房
屋」，該當所
有物返還請求
權 之 要 件 事
實；丙之答辯
有向乙承租系
爭房屋，該當
其非無權占有
之權利障礙抗
辯事實）

當事人之
陳述是否
已盡具體
化陳述義
務

是

甲固未就其主張「丙占有
系爭房屋無正當權源」一
事為具體化陳述，然因民
法第 943 條規定，丙占有
已登記為甲所有之不動產
而行使物權，不受適法有
該權利之推定，故甲僅須
具體敘明系爭房屋為丙占
有使用中之事實即可



4-11

審理程序題型

Chapter 4

涉及之本案敘述
及證據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
點之整理

使兩造確
認各該事
實是否有
爭執而為
篩選

依題意，丙似未否認甲確
向乙買受系爭房屋並辦妥
所有權移轉登記一事，此
事實即可排除於事實上爭
點，故可整理本案事實上
爭點為：「丙是否確與乙
訂定租賃契約且該租賃關
係仍存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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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之本案敘述
及證據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
點之整理

證
據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就事實上
爭點分配
舉證責任
、審查證
據之可證
性以為篩
選、決定
證據調查
之先後及
順序

丙所提出「乙、
丙訂定並經公證
之書面系爭房屋
租賃契約」

得以證明上開事實上爭點
之方式有二：得以證據（
即：乙、丙經公證之書面
租賃契約）認定，亦得以
間接事實推定（即若確有
「丙已交付乙 50 萬元作為
押租金，並以該 50 萬元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逐月
抵付租金」之間接事實，
則得用以推認乙、丙間確
實有為有償占有使用系爭
房屋之租賃約定）推定，
至於應以何者證明認定之
，則委由法官之自由心證
，故法院應就丙所提出上
開間接事實及證據向甲、
丙表明其心證，為法律上
爭點之整理。
⑴	若認僅以書面租約即足
以證明，則就該間接事
實不構成事實上爭點

⑵	若認須以該間接事實為
推定始足認定「乙、丙
訂有租賃契約」之事實
者，則應就該間接事實
再為具體化陳述（如：
丙是否確有交付乙 50
萬元、乙丙是否確有以
利息抵付租金之約定
等）、確認兩造有無爭
執，並命兩造提出足以
證明該間接事實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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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之本案敘述
及證據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
點之整理

審
理
計
畫
之
擬
定

視法院就上開事實上爭點
認定方式之心證結果：
⑴	法院若認以「乙、丙間
經公證之書面系爭房屋
租賃契約」即足以認定
「乙、丙間就系爭房屋
具租賃契約」，則僅須
定審判期日就該租賃契
約為文書之調查證據程
序即可

⑵	法院若認尚須以「乙、
丙是否確有以 50 萬元
之利息逐月抵付租金」
推認乙、丙間確有租賃
契約時，則應就前開系
爭房屋租賃契約及得證
明該間接事實之證據，
排定期調查之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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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對丙所提 50萬元給付請求之追加之訴

涉及之本案
敘述及證據

是否整理
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點之整理

最
上
位
爭
點
之
整
理

訴之聲明
是否特定

「丙應給付
甲押租金 50
萬元」

是（聲明
已具體明
確）

訴訟標的
是否特定
（本案紛
爭是否已
足以與其
他紛爭相
區別）

「丙向乙承
租房屋，期
間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算
6 年， 丙 已
交付乙押租
金 50 萬 元
，以押租金
按法定利率
計算之利息
逐月抵付租
金，押租金
於租賃契約
消滅時無息
退還」

是（甲已
具體敘明
所欲請求
丙給付者
係「丙與
乙所訂定
自 98 年
1 月 1 日
起算 6 年
之租賃契
約中，所
交付以利
息抵償租
金 之 50
萬元押租
金」，堪
認已足以
與甲、丙
間其他同
類金錢債
權紛爭相
區別）

甲未具體表明實體法上權利名稱，
可認係以紛爭單位型表明訴訟標
的，法院即應行事實型之爭點整理
程序。法院應向甲、丙為二方面之
法律上爭點闡明：
⑴	要件事實之闡明：甲因移轉取得
原屬乙所有之系爭房屋所有權，
且因民法第 425 條所定所有權移
轉不破租賃之規定，乙、丙間之
租賃契約對甲生法定債權移轉，
則丙因該租賃關係所給付之押租
金即有可能應歸甲所有

⑵	訴之追加准否闡明：因甲係於本
訴訟中追加此部分請求，且經丙
聲明不同意追加，故法院應先就
訴之追加合法與否為法律上爭點
整理。若法院認甲之追加為合
法，宜先以公開心證、表明法律
見解之方式曉諭甲、丙兩造，使
丙得另表示該追加不合法之法律
見解；若法院認甲之追加不合法，
亦應對兩造曉諭或先以中間裁定
駁回甲之追加聲請，使甲得先行
表示該追加合法之法律見解，或
依民事訴訟法第 258 條第 2 項另
聲請就該追加之訴為審判。而若
法院認甲之追加不合法，自無須
就該追加請求為審理，則該追加
請求之訴訟上請求及相關事實、
證據不構成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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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之本案
敘述及證據

是否整理
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點之整理

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是否具主
張一貫性
、答辯重
要性

「甲與乙簽
訂買賣契約
並移轉登記
取得系爭房
屋所有權」
、「乙、丙
間就系爭房
屋訂有租賃
契約」、「
丙與乙有押
租金給付約
定」、「丙
確已給付 50
萬元押租金
給乙」

當事人之
陳述是否
與訴訟標
的具關連
性

當事人之
陳述是否
已盡具體
化陳述義
務

使兩造確
認各該事
實是否有
爭執而為
篩選

依題意，因甲所追加請求部分之要
件事實均為丙提出，丙應不至爭執
其存否，故此追加請求即無事實上
爭點，僅有賴法院為「租賃關係生
法定移轉時，承租人原訂押租金給
付約定是否亦生移轉？承租人是否
應依原訂條件再行給付押租金與受
讓人？即：押租金契約是否亦生法
定債權移轉之效果？」之法律見解
判斷，是法院應就此法律上爭點對
兩造為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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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之本案
敘述及證據

是否整理
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點之整理

證
據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就事實上
爭點分配
舉證責任
、審查證
據之可證
性以為篩
選、決定
證據調查
之先後及
順序

審
理
計
畫
之
擬
定

依上所述，法院應先就甲此一追加
請求是否合法為法律上爭點之整
理，即藉公開心證、表明法律見解
之方式曉諭當事人其就此追加請求
合法與否之見解，使當事人得補充
法律見解；若認追加請求為合法，
則應就甲所援引之原因事實為要件
事實法律關係闡明之法律上爭點整
理，再依當事人間就要件事實有無
爭執決定審理之方針。如甲、丙就
各該事實俱未爭執，法院即得終結
該言詞辯論程序，而於判決中為上
開「押租金契約是否亦生法定債權
移轉之效果」之法律判斷即可

2 第二、三小題爭點：押租金契約是否因買賣不破租賃亦生法定債權移轉之效
果

第二及第三小題則係延續上開就甲、丙追加請求所整理之爭點整理結果（即

「押租金契約是否亦生法定債權移轉之效果」），請各位為實體法上之論述

及判斷。若認押租金契約亦生法定債權移轉，且丙亦有給付之義務，則甲對

丙之訴即有理由，丙亦可能因此另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乙返還；而若

認該押租金契約不生法定債權轉讓，或丙無此給付義務，則甲對丙之追加之

訴即無理由。

至於應採取何見解悉聽各位尊便，重點是要在考卷上以「分列兩說法」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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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意見分別臚列、敘明理由。而若依筆者之見，押租金契約固屬租賃契約之

從契約，然依實務所認屬要物契約，須以給付押租金契約始認成立，故乙、

丙間押租金契約非當然移轉予甲，且因該押租金契約有抵付租金之效果，應

由甲向乙請求給付；而因該押租金契約仍存續於乙、丙之間，故乙受領該押

租金仍具法律上原因，丙無從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對乙請求返還。惟因乙、丙

間之租賃契約已法定移轉予甲、丙間，該押租金契約已無本契約可供附麗，

實務即有認丙得於租賃物轉讓予甲時起，對乙主張押租金返還請求權（最高

法院 58台上 1753決 1）。

Answer.答

本例涉及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所定爭點整

理程序之進行、審理計畫之擬定，及民法上租約與所

附隨押租金契約是否生法定債權移轉效果等問題。試

分述如下：

1	法院應就甲、丙之聲明及主張所涉訴訟關係，依

其爭點整理之結果擬定審理程序

1.	本題中，甲起訴請求丙遷讓交還系爭房屋，經

丙為有系爭房屋租賃權之抗辯後，甲復追加請

求丙給付押租金50萬元。故法院應協同當事人

就甲對丙所提遷讓交還系爭房屋之本訴訟（下

稱本訴訟）及所追加之押租金給付訴訟（下稱

追加之訴），分別整理其最上位、事實上、證

據上及法律上之爭點，視其爭點整理之結果以

擬定審理程序。

2.	就本訴訟之爭點整理及審理程序之擬定

⑴	甲於起訴時業已表明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項

物上請求權聲明請求丙應遷讓交還系爭房屋

1	 最高法院 58 年度台上字第 1753 號判決：「上訴人即承租人交與被上訴人即出租人之
押租金既未移轉與租賃物之受讓人，則上訴人之押租金返還請求權，自應於被上訴人
將租賃物讓與第三人時起算，不以租約終止日為準。」

前言

問題

一：

爭點

整理

之進

行及

審理

計畫

之擬

定

整理本案事實

本訴訟

之爭點

整理
最上位爭點

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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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甲，其聲明業已具體特定，並以具排他性

之物權請求權為請求依據，已足使本案紛爭

與甲、丙其他紛爭相區別，可認其最上位爭

點業已特定，且係以權利單位型之方式表明

訴訟標的，法院應就該請求權行論理型之爭

點整理程序。

⑵	就本訴訟所行事實上爭點之整理中，依甲之

主張可認其請求非顯無理由，而具請求之一

貫性。

其主張因向乙購買而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及

系爭房屋於 2年前即為丙占有使用中等情，

業已陳明並具體化陳述民法第 767 條第 1項

物上請求權所具要件事實，而丙既係占有已

登記為甲所有之不動產，依民法第 943 條第

2項規定其占有不受適法之推定，丙就其所

為具租賃權之抗辯，亦已具體表明其係自 98

年 1月 1日起向乙承租系爭房屋 6年，並訂

有經公證之租賃契約，堪認甲、丙之主張及

抗辯均已足使法院行事實上爭點之整理。

且依題示情形，丙似未否認甲因買賣取得系

爭房屋所有權乙節，故雙方所爭執者應為

「丙是否確與乙就系爭房屋訂定租賃契約」。

法院應就足以證明或推認此事實上爭點之證

據（乙、丙間經公證之書面租賃契約）及間

接事實（丙是否確交付乙 50萬元為押租金，

並以之所生法定利息抵付租金），以自由心

證認定其有無及何者具調查之必要，並對

甲、丙表明其心證，使甲、丙表示意見或續

為間接事實之具體化陳述，以踐行事實上、

證據上及法律上爭點整理程序。

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主張一

貫性之

審查

要件及

抗辯事

實之具

體化陳

述

依雙方爭

執與否結

果確認事

實上爭點

間接事實上、

證據上及法律

上爭點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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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依上所述，法院若認以乙、丙間經公證之書

面租約即足證明乙、丙間就系爭房屋有無租

賃契約之事實上爭點時，則僅須於審理期日

就該租約為文書之證據調查程序即可；若認

尚須以「乙、丙間有無以 50 萬元為押租金

及以之利息抵付租金」之間接事實始得推認

事實上爭點時，則應先就該間接事實所具體

化及雙方有爭執之部分先為調查認定，待認

定該事實上爭點，即得依序認定其訴訟標的

及訴之聲明之存否。

3.	就追加之訴之爭點整理及審理程序擬定

⑴	就甲所為追加請求因未經丙之同意，故法院

應先就訴之追加合法與否為法律上爭點整

理，即若認該追加合法，應對甲、丙表明其

法律見解；若認該追加不合法，亦應公開心

證或先以中間裁定駁回追加聲請，使甲、丙

得表示意見或另依本法第 258 條第 2項聲請

就該追加之訴為審理。

⑵	法院若認追加之訴為合法時，甲固未表明實

體法上依據，惟依其所援引丙提出之抗辯事

實，堪認其係請求丙給付與乙所訂自 98 年

1 月 1日起算 6年之租約中，所交付以利息

抵償之 50 萬元押租金，該紛爭不致與甲、

丙間其他紛爭混淆，故訴訟標的堪認已屬特

定，並以紛爭單位型表明訴訟標的，法院應

踐行事實型之爭點整理程序。

故法院應就該紛爭內容，對甲、丙闡明實體

上可能因民法第 425 條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

之規定，而生押租金請求權是否併同移轉予

甲之法律上爭點，並敘明其要件事實，使甲、

審理計畫（審

理程序）之擬

定

追加之

訴之爭

點整理

法律上爭點之

整理：訴之追

加合法與否

最上位爭點之

整理

事實上、證據

上及法律上爭

點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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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得進而為事實之主張或證據之提出，以整

理事實上、證據上之爭點。

⑶	依上所述，法院就追加之訴應先為追加合法

與否之法律上爭點整理，對甲、丙表明其法

律上見解。若認追加不合法，則無庸就追加

之訴為審理；而若認甲之追加合法，則應就

甲所援引之原因事實為要件事實及法律關係

闡明，使當事人為法律見解及事實、證據之

提出，若甲、丙就追加之訴之要件事實俱未

爭執，法院即得為本案判決，並為上開法律

爭點之認定。

2	甲對丙之本訴訟及追加之訴應均無理由

1.	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

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經公證之不動產租

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 425 條

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所有權移轉不破

租賃原則」。

本例中，甲對丙所為遷讓交還系爭房屋之本訴

訟請求，經前開所述審理程序，以「乙、丙是

否確就系爭房屋定有租賃契約」為事實上爭點，

若乙、丙確就系爭房屋訂有 6年期並經公證之

租賃契約，則依上開規定該租賃關係對系爭房

屋之受讓人甲仍繼續存在，並對甲生法定之債

權移轉，故丙即非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甲無從

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項規定請求丙遷讓交還。

審理計畫（審

理程序）之擬

定

所有

權讓

與不

破租

賃原

則之

適用

本訴訟

之請求

：租賃

契約之

法定移

轉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A. 因我們在第一小題中已用了較多的篇幅，所以就第二小題之爭議便不採耗費時間的「分列兩

說法」，而採「逕敘結論法」採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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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我們在第一小題中已用了較多的篇幅，所以就第二小題之爭議便不採耗費時間的「分列兩

說法」，而採「逕敘結論法」採擇結論。

2.	而就甲對丙所提給付押租金 50 萬元之追加之

訴，依上開爭點整理結果及依其擬定之審理程

序，法院所應判斷之法律上爭點為「押租金契

約，是否因租賃物所有權之轉讓，亦生上開法

定債權移轉效果」。

而就此爭點，學理上固有認押租金契約係附隨

於租賃契約，故於租賃物所有權移轉時，應與

租賃契約併同發生法定債權移轉之效果。

惟押租金契約與租賃契約分別獨立，且性質上

為要物契約，以金錢之交付為成立要件，故乙

既未將該 50 萬元交付予甲，該押租金契約即

不對甲、丙生債權移轉之效果。

從而，甲對丙之追加之訴請求亦無理由。

3	丙請求乙返還押租金 50萬元應有理由

1.	如上所述，乙、丙間押租金契約所附麗之租賃

契約既經法定移轉於甲、丙之間而未終止，且

該押租金契約亦仍存續於乙、丙間。

故有認乙受領該 50 萬元仍具法律上原因，丙

尚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乙返還。

2.	惟押租金契約既具附隨於租賃契約之性質，且

乙、丙間租賃契約業已移轉予甲、丙間，若仍

使乙得受領該用以抵付租金之押租金50萬元，

對甲、丙似有不公，故應認乙、丙間押租金契

約之目的於系爭房屋移轉時起即無從達成，而

使丙得無待租賃契約之終止，於斯時起即有對

乙之 50 萬元押租金返還請求權，最高法院 58

追加之

訴之請

求：押

租金契

約是否

亦隨同

移轉？

提出爭點

分

列

兩

說
A

肯定說

否定說，

逕以此說

作結

套用本案

租賃

關係

移轉

時，

承租

人得

否請

求原

出租

人返

還押

租金

？

提出爭點

分列

兩說

否定說

肯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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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 1753 號判決亦具同旨 B。

從而，丙請求乙返還押租金 50萬元應有理由。

B. 此處我們是直接以該實務見解之結論作結，當然若不知道此實務字號，僅稱「最高法院見解

亦具同旨」也可以。

	 或者運用我們處理爭點的老方法分列兩說，此時作答內容應調整為：「依上所述，乙、丙間

之押租金契約既不隨同移轉於甲、丙間，且該租賃契約仍屬存續，固有基此認丙即不得對乙

請求返還該押租金；惟押租金契約既具附隨於租賃契約之性質，若仍使乙得受領該用以抵付

租金之押租金 50 萬元，對甲、丙似有不公，故應認乙、丙間押租金契約之目的於系爭房屋

移轉時起即無從達成，而使丙得無待租賃契約之終止，即對乙具50萬元押租金返還請求權。」

套用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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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分配型

甲男與乙女於民國九十七年間結婚後，感情不睦，乙女乃提出結

婚時以其名義向丁女購置之某處房地買賣契約書（內載有丁女住

址），主張其父丙男於其結婚時，除贈與該房地外，另贈與新台

幣（下同）二百萬元為妝奩，竟遭甲男竊用未還，因向管轄之地

方法院訴請甲男返還該款。該院審判長於言詞辯論期日，問甲男：

「二百萬元係妝奩，遭你竊用未還？」甲男答：「該款固為妝奩，

但於乙女購置房地時，即將該款轉匯丁女銀行帳戶以支付價金尾

款」，且提出甲男匯款予丁女之銀行轉匯單為證，乙女當庭否認

其事，甲男亦未聲明其他證據，兩造復稱引用以前之證據及陳述，

別無其他主張及舉證，審判長即就調查證據之結果曉諭兩造辯論

後，諭知辯論終結及定期宣判。試答下列各問題，並請說明其理

由。

1	地方法院以「金錢交付之原因多端，或為借款之償還，或因贈

與而支付，不一而足，以甲男將該二百萬元轉匯入丁女銀行帳

戶之外觀事實，是否即為買賣價金之交付？尚待舉證，甲男未

舉證以實其說」等由，認甲男抗辯，不足憑採，判命甲男給付

乙女二百萬元，是否合法？為充實審判內容，該院審判長在訴

訟指揮上有無應改進之處？該審判長可否逕依職權通知證人丁

女訊問而為判決？

2	倘丙男於上開事件訴訟繫屬中，為輔助乙女起見，依民事訴訟

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為訴訟參加，而未撤回其參加，亦未受法

院駁回其參加之確定裁定。嗣丙男於甲男提起上訴後，未續為

訴訟參加時，第二審法院應否通知其到場辯論？丙男於該審得

否為乙女而將原訴變更或追加新訴？

【99 司法官】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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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Analysis.

1 第一小題爭點：舉證責任之分配及法院闡明義務之踐行
第一小題中，因為事實狀態及當事人之陳述有點繁雜，所以在答題前按照慣

例，應先確認其訴之三要素各為何，再從訴訟標的進一步確認題目中所給的

各個事實的性質。

題目中雖然沒有明講，但本件乙既然是請求甲返還該 200萬元，訴訟標的應
為「乙對甲之 200萬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且乙既主張金錢遭甲竊
取，故請求權基礎應為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後段，則本案中所涉及之事實性
質及依規範說所分配之舉證責任應如下：

本案之訴訟標
的

應具之要件事
實

本案所涉事實之性
質

依規範說之舉證
責任分配結果

是否依民
訴 §277
但書調整

乙對甲之 200
萬元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
權（民 §184
Ⅰ後段）

甲故意以背於
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乙
（甲以竊取方
法 竊 得 乙 之
200 萬元）

就「 甲 竊 取 200
萬元」之事實，為
判斷甲是否確有侵
權行為之要件，為
本案之權利發生事
實（要件事實）

就「甲取得 200
萬元」之部分，
因經甲自認，無
舉證分配之問
題；就「甲係不
法方式（故意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取得）取得
款項」之事實，
由主張權利存在
之乙，就該權利
發生事實（要件
事實）負擔舉證
責任

乙受有損害（
乙確有 200 萬
元，並受有損
失）

就「丙曾以乙之名
義贈與乙房地作為
妝奩」之事實，係
用以推認乙亦有受
丙贈與而確有該
200 萬元，為乙受
有損害事實之間接
事實，亦為本案之
權利發生事實

本應由主張權利
存 在 之 乙， 就
此部分權利發生
事實負擔舉證責
任；然因甲其後
自認「該款項固
為妝奩」之事
實，而無舉證分
配之問題及舉證
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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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甲係將該 200
萬元轉匯至丁之帳
戶以支付乙買受房
地價金尾款（取
得該款項係為合
法交付價金）」之
事實，因甲取得該
200 萬元之目的僅
有其一，故甲此部
分陳述係對乙所陳
述「甲係不法取得
該 200 萬 元」所
為附理由否認

陳述附理由否認
之甲，無須就其
所附理由負擔舉
證責任

如此應可看出第一小題中法院認定之問題，甲本無須就「該 200萬元係為交
付買賣價金」一事負擔舉證責任，而仍應由乙就「該 200萬元係經甲所竊取」
之事實負擔舉證責任，即法院若最終無法認定甲取得並動用該 200萬元之目
的為何，應為乙不利益之判斷，法院認定甲抗辯不足採而為乙勝訴判決，尚

非合法。而此時因乙僅就經甲自認之事實（丙曾贈與乙 200萬元妝奩）提出
證據（房地買賣契約書），就其他應負舉證責任之事實均未舉證，故審判

長應闡明本件舉證責任之分配結果，並曉諭乙提出證據，若有認定真實之必

要，亦得依職權傳喚調查證人丁，並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

2 第二小題爭點：參加人之地位及權限

第二小題則是屬於第四章訴訟參加的題目。前半段的爭點在於「參加人於上

訴審程序未續為訴訟參加之聲請時，是否仍為參加人」，這是從最高法院

30年渝抗字第 273號判例、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360號判決所衍生出
來的實務見解考題，該判決內容其實就是本題的題目：「參加人一經參加於

訴訟，倘未撤回其參加，亦未受法院駁回參加之確定裁定，則在該訴訟未

因確定裁判或其他原因終結前，隨時得按參加時之訴訟程度，輔助當事人

為一切訴訟行為，並不以參加時之審級為限，故在第一審為參加者，上訴

至第二審時其效力仍然存續，第二審法院應通知其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而

為辯論。」採取肯定說；後半段的爭點在於「參加人得否為本人為訴之變更、

追加（及反訴）」，則是個法條所未規定的爭點。當然，縱使不知道前開實

務見解也無所謂，只要能點出爭點，用我們一直以來採取的解題方法來處理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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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舉證責任之分配、法院訴訟指揮權之

行使及訴訟參加制度應如何解釋等問題，試分述如

下：

1 法院所為判決是否合法，應視本案事實舉證責任

分配之結果 A

1.	本例中，乙起訴請求甲返還所竊取之妝奩 200

萬元，是應由乙就甲確不法取得該款項並致生

其損害等權利發生事實，負擔舉證責任，而依

甲之陳述，固自認確取得乙之妝奩 200 萬元，

然所陳稱「係將該款項轉匯予丁以支付乙購置

房地之價金尾款」，係對乙所主張「甲不法竊

用該款項」之附理由否認，是仍應由乙就甲不

法竊取該款項之事實負擔舉證責任。

故法院以甲未舉證以實其說為由而為不利於甲

之判斷，已違反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非合

法。

2.	依上述舉證責任分配之結果，乙就其應負舉證

責任之甲竊用該款項之事實，未聲明證據，而

其所提出用以證明該款項為其父丙贈與妝奩之

房地買賣契約書，亦因甲之自認而毋庸調查，

是為充實審判內容及避免發生突襲，審判長於

指揮訴訟時，宜依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199 條之規定，於訴訟前階段先就上開舉證責

任分配之結果曉諭當事人，使其得聲明必要之

前言

問題一

：舉證

責任之

分配及

闡明義

務之踐

行

本案

判決

之合

法性

法理論述：

各事實舉證

責任之分配

結果

套用本案

法院

訴訟

指揮

權之

行使

當否

應闡明舉證

責任分配之

結果

A. 因第一小題中，我們要分別回答「法院之判決是否合法」、「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有無應改進

之處」、「可否逕依職權傳喚證人丁」，無法以一句話回答，所以採用「問題整理法」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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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因題目接著問「該院審判長在訴訟指揮上有無應改進之處」，明顯是要我們回答法院應善盡

闡明之義務，就闡明權之行使採取開放的態度，所以我們在作答的時候可以適當加入「防止

突襲性裁判」的概念。

C. 就第二小題的兩個爭點，我們以下都採取比較簡單的「逕敘結論法」作答，但如果各位時間、

篇幅允許，也可以採取「分列兩說法」詳細回答。

得職權通知

丁為證人訊

問

問題二

：參加

人之地

位及權

限 C

參加人於上訴審程

序未續為訴訟參加

之聲請時，是否仍

為參加人

參加人得否為本人

為訴之變更、追加

及反訴

證據，並就事實及法律為適當完全之辯論。

法院若認有發現真實之必要，得依本法第 288

條職權通知丁為證人而訊問，並令當事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以防止對當事人生發現真實及

法律適用之突襲性裁判 B。

2	第二審法院應通知丙到場辯論，惟丙應不得為乙

為訴訟變更或追加

1.	本例中，丙於第一審訴訟繫屬中依本法第58條

參加乙之訴訟，嗣未撤回及經法院駁回其參加，

其於甲提起第二審上訴後未續為訴訟參加之表

明，是否仍具參加人之地位，學理上容有疑義，

然依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60 號判決意

旨，認丙縱未再為訴訟參加，其參加效力仍然

存續，於該訴訟終結前仍得輔助當事人為訴訟

行為，是第二審法院仍應依本法第 156 條規定

通知丙到場辯論。

2.	而丙得否於第二審程序為乙將原訴變更或追加

新訴，則涉及參加人所得為之訴訟行為權限。

本法第 61 條固規定參加人得按參加之訴訟程

度輔助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惟參加人仍具

從屬於本人之性格，為免侵害當事人之處分權

主義權限，且所為訴訟變更、追加亦已逾越原

訴訟之範圍，是宜採否定說，故丙應不得為乙

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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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甲2、甲3、甲4、甲5 五兄弟均住在台北市，共有一塊座落於

台中市精華地段之 A 地，持分各為五分之一。甲1 因有長期移居

國外之打算，遂思考結束與其他兄弟共有土地之關係，以便將來

進行土地之處分。未料甲1 與其他兄弟商議之結果，甲2 與甲 3 雖

然對於協議分割土地一事，表示不置可否，甲4 與甲5 兩人則強力

反對。甲1 遂以反對最利之甲4 與甲5 兩人為共同被告，起訴請求

裁判分割共有物。試附理由，回答以下問題：

1	本件訴訟，台北地院有無管轄權？

2	本件訴訟之當事人是否適格？

3	甲2 與甲3 表明因不願見到兄弟失和，拒絕成為本件訴訟之當事

人。原告甲1 與受訴法院應如何處理？

4	甲4 在審理進行中，改口聲稱願分割共有物，並主張分割方法

如同甲1 所述，此際受訴法院應如何處理？

5	一審法院審理之結果，果然依照甲1 之分割方法分割系爭 A 地。

何人可對於此一判決結果提起上訴？

【97 成大】

（配分：40 分 /100 分，作答時間：40 分鐘 /10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涉及「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之特性，並且五個小題分別考到其專屬

管轄、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聲明之非拘束性、上訴採實體不服說等特性，及民

事訴訟法第 56條之 1所定「強制補正固有必要共同原告不適格瑕疵」之規定。
算是個簡單的題目。而因本題本身就區別許多小題號，為了避免版面的繁雜，

在作答上直接依照小題的標號，並在內文中直接為「法理論述」及「套用本案」

即可，無須再細分層次了。

比較需要特別一提的是第三小題，因「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之固有必要

共同訴訟性質，是只須全體共有人同時為原告及被告即可，故縱使甲 2、甲 3不

願與甲 1成為共同原告，甲 1除以民事訴訟法第 56條之 1追加其為原告外，亦

QQ
特殊判決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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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逕以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 1項第 5款追加其為共同被告。

Answer.答

本例涉及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之性質及程序適

用。

裁判分割共有物之訴，性質上並非請求法院確

定權利義務之存否，而係要求法院酌定公平及適當分

割方案之非訟事件，經訴訟化後則屬形式形成之訴，

是其程序法理之適用即與一般訴訟程序有異。本例

中，甲1 欲分割坐落於台中市之共有A地所提起之裁

判分割共有物訴訟，依上開說明，就各問題分述如

下：

1	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不具管轄權

按不動產分割涉訟者，專屬於不動產所在地法院

管轄。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10條第 1項定

有明文。

是甲1 所提本訴訟，即應專屬於其所在地之台中地

方法院管轄，台北地院應無管轄權，若甲1 對之提

起，台北地院應依本法第 28條裁定移送至台中地

院。

2	本件甲1 若僅以甲4、甲 5 為被告提起訴訟，當事

人應不適格

按當事人適格者，係指該原、被告於本訴訟中是

否有適合成為本案當事人之資格，以之為當事人

是否有具澈底解決本案紛爭之實效性，而裁判分

割共有物訴訟，既係為於公平、妥適分割該共有

物於全體共有人，依法理即應以共有人全體為訴

訟當事人始為適格，應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性質。

故本例中，若甲1 僅以甲4、甲 5 為被告，未列其

餘共有人甲2、甲3 為當事人者，其當事人應屬不

適格。

前言

裁判分割共有物之訴性質說

明

問題一：屬專屬

管轄事件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問題二：屬固有

必要共同訴訟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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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得以民

訴§§56-1 或

255 Ⅰ⑤追加其

為共同原、被告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問題四：具聲明

之非拘束性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問題五：上訴採

實體不服說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3	甲2、甲3 若拒絕為本件訴訟當事人，甲1 得自行

追加其為共同被告，或聲請法院裁定命其追加為

原告

本訴訟中須由全體當事人共同作為當事人始為適

格，已如前述，然因本訴訟屬形式之形成訴訟，

具非訟之性質，故僅須全體共有人進入訴訟為當

事人即可，不限定須為原告或為被告。

是若甲2、甲3 拒絕成為本件訴訟之當事人，甲1

除得以本法第 255條第 1項第 5款追加其與甲4、

甲 5 為共同被告外，尚得依本法第 56 條之 1，聲

請受訴法院以裁定命其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共同

原告，以補正當事人不適格之瑕疵。

4	受訴法院仍應為分割共有物之裁判，且無須受

甲1、甲4 所主張之分割方案之拘束

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屬形式的形成訴訟，其目的

既係為使法院公平且適當之分割共有物，乃賦予

法院裁量權以定分割方案，而具聲明之非拘束性，

故甲1 於起訴時所主張之分割方案，僅供作法院裁

判分割之參考，並不生拘束法院之效果，縱若甲4

於訴訟中亦願依甲1 所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者，因

甲 5 仍未與其統一分割之見解，受訴法院仍應為分

割之裁判，且不受甲1、甲4主張之分割方案拘束，

仍得為其所認適當之裁判分割結果。

5	含甲1 在內之共有人全體，均得提起上訴

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既屬形式之形成訴訟，向認

當事人之上訴利益採「實體不服說」，即當事人

於主觀上認有於實體上得到更有利判決者均得提

起上訴。

從而，一審法院縱依甲1 之分割方法分割系爭 A

地，含甲1 在內之共有人即當事人，若認有更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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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割方法，均得對此判決結果提起上訴，請求

上級審法院重定分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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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確定時點型

附訴訟法上之理由，答左列各問：

1	甲本於所有權訴請乙返還座落某處未經登記之房屋，乙否認該

屋為甲所有，甲乃依本法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五款（編按：89 年

修法為第 255 條第 1 項第 6 款）提起中間確認之訴，追加請求

確認該屋為甲所有，法院就此房屋所有權之爭點，得否為中間

判決？

2	甲乙訴訟，乙受敗訴之判決，上訴期間於八月十五日屆滿，乙

於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因繳納上訴裁判費不足，法院認為上

訴不合法，裁定駁回其上訴，乙對該裁定提起抗告，至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該駁回上訴之裁定始確定。該訴訟之判決，依

法應於何時確定？

【79 律師】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1 第一小題爭點：中間判決之要件及性質
第一小題應屬前一節「特殊判決種類型」的考題，考到民事訴訟法第 383條
所定「中間判決」及第 255條所定「中間確認之訴」的差別。
中間判決本質上不是「判決」，而僅是法院就攻擊防禦方法或程序上事項等

中間爭點，於終局判決前先行的認定，性質上與「判決理由中之判斷」相同，

法院於訴訟中未必一定要作成中間判決，縱使作成了也只對終局判決具羈束

力，沒有既判力與執行力，與「中間確認之訴（中間確認判決）」屬於獨立

之訴訟類型完全不同。故若當事人已將該中間爭點追加為訴訟標的，法院便

應為中間確認之終局判決，不得僅為中間判決。

2 第二小題爭點：不合法上訴之判決確定時點
第二小題考到「判決確定時點型」題目的典型爭議：「不合法上訴之判決確

定時點為何」。而如前所述，上訴若有逾越上訴期間以外之不合法情形，學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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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認判決應溯及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然實務認判決應於駁回上訴之裁

定確定時確定（最高法院 78台抗 149例）。

Answer.答

本例涉及中間判決之性質及判決確定時點之認

定，試分述如下：

1	法院就兩造該房屋所有權之爭點，不得為中間判

決

1.	按各種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

之程度者，法院得為中間判決，請求之原因及

數額俱有爭執時，法院以其原因為正當者，亦

同；訴訟程序上之中間爭點，達於可為裁判之

程度者，法院得先為裁定，民事訴訟法（下稱

本法）第 383 條第 2項定有明文。是法院就兩

造間訴訟標的之存否為終局判決前，若就某程

序之中間爭點，或就當事人所提作為認定訴訟

標的前提之攻擊防禦方法，認達於可為裁判程

度，惟尚未足使本件訴訟為終局判決前，得先

為「中間判決」，藉以先行整理兩造間實體及

程序上爭點，並為終局判決前提之認定。惟該

中間判決既僅為終局判決之準備及整理，法院

固得以職權裁量是否作成外，惟僅得就程序或

實體之中間爭點為之，就訴訟標的之判斷不得

為中間判決，而須逕為終局判決。

2.	是本例中，甲既於以所有權訴請乙返還房屋之

訴訟，就該屋所有權提起中間確認之訴，即係

以該屋所有權之存否作為訴訟標的另行為訴之

追加，是法院就該屋所有權是否為甲所有之爭

點，即應以終局判決為訴訟標的認定，不得為

中間判決。

前言

問題一：

中間判決

之要件及

性質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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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訴訟之判決應於 12月 26 日確定

1.	按判決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但於上訴期間

內有合法之上訴者，阻其確定。本法第 398 條

第 1項定有明文。惟若當事人於上訴期間內所

提上訴不合法者，該判決應於何時確定，則有

不同見解

⑴	溯及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認不合法上訴即

與未提起上訴相同，為避免當事人以個人上

訴與否之意思任意延長法定判決確定時點，

若當事人上訴不合法者，判決應溯及於上訴

期間屆滿時確定。

⑵	於駁回上訴之裁定確定時確定：認當事人上

訴不合法時，該判決應於法院裁定駁回上訴

確定時始可認確定。

2.	上開二說固均非無據，然應視該不合法原因為

何分別以觀，若係逾越上訴期間者，該判決自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然若當事人於上訴

期間內提起上訴，而有其他上訴不合程式等不

合法事由而經法院裁定駁回時，因該裁定確定

前無從斷定其上訴是否合法，故應以駁回上訴

之裁定確定時，作為該判決確定之時點，最高

法院 78年台抗字第 149 號判例亦同此旨。

是本例中，該訴訟之上訴期間固於8月15日屆滿，

惟上訴審法院以上訴裁判費不足裁定駁回上訴，

應認該訴訟之判決於該裁定確定之 12 月 26 日始

確定。

問題二：

不合法上

訴之判決

確定時點

提出爭點

採「分

列兩說

法」認

定判決

確定時

點

甲說：溯

及上訴期

間屆滿時

乙說：駁

回上訴裁

定確定時

採擇其一，以實務

見解作結

套用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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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原告，列乙為被告，起訴聲明求為判決命乙應給付甲新台幣

（下同）五十萬元，主張之事實略為：甲持有乙所簽發票面金額

同額、票載日期九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之支票一紙，經提示而未獲

兌現，因此依票款給付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問：

1	如乙抗辯系爭支票係乙為向甲借貸五十萬元而簽發，但甲迄未

交付該款項。甲可否追加借款返還請求權為訴訟標的？

2	如甲於本件訴訟敗訴確定後，又依借款返還請求權對乙起訴請

求給付五十萬元，乙及後訴法院應如何處理？

【96 司法官】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在題目中看到了「票款給付請求權（票據關係）」／「借款返還請求權（原

因關係）」兩種請求，會讓人直接聯想到是否與訴訟標的理論有關，但別忽略

本題中甲起訴係以票款給付請求權請求給付 50萬元，無論依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1項或第 2項均適用簡易程序，所以需要注意到簡易程序中的特別規定。
1 以傳統新、舊訴訟標的理論的角度解答
第一小題中，甲依票款給付請求權起訴，若欲於訴訟中追加借款返還請求權

時，依舊訴訟標的理論、新訴訟標的理論之二分肢說及新實體法說，均屬訴

之追加，則應續而檢討該訴之追加是否屬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 1項第 2款
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而若依新訴訟標的理論之一分肢說，則僅屬

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若未違反民事訴訟法第 196條所定適時提出主義之
規定，均得為之。且無論採何說，因追加後聲明仍為請求給付 50萬元，該
訴仍屬簡易程序之範圍，依民事訴訟法第 435條第 1項之解釋仍適用簡易程
序。

第二小題中，依舊訴訟標的理論、新訴訟標的理論之二分肢說、新實體法說，

前、後二訴之訴訟標的不同，後訴不違反既判力，後訴法院即應為實體審判；

但依新訴訟標的理論之一分肢說，前、後二訴之訴訟標的相同（均為甲對乙

QQ
判決效力客觀範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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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萬元之給付地位），後訴即受前訴既判力所拘束，後訴法院應以民事訴訟
法第 400條、第 249條第 1項第 7款裁定駁回。

2 審題及作答方針的採取
當然，就這麼把新、舊訴訟標的理論分別臚列回答也是一種解答方法，但在

審題時會留下一點奇怪的地方：1.第一小題的爭點有三：「新、舊訴訟標的
理論之差異」、「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的解釋」、「簡易程序訴之追加的特

別規定」，第二小題只有一個和第一小題重複的爭點「新、舊訴訟標的理論

之差異」，所以作答時第一小題長篇大論，第二小題大概兩行就寫完了，顯

得頭重腳輕；2.題目中明確的把「票款給付請求權」、「借款返還請求權」
寫得很清楚，並且第一小題中也直接問了「可否『追加』借款返還請求權為

『訴訟標的』」，不像是採取新說老師的題目；3.第二小題問了「乙應如何
處理」，在傳統新、舊訴訟標的理論的題目中，只會關心法院如何處理，當

事人通常沒能怎麼辦，出題的問法看起來不像傳統新、舊訴訟標的理論爭議

的題目。

為了同時處理上開這三點的審題疑惑，所以我們判斷本題應非傳統新、舊訴

訟標的理論的老師所出，應該是採取訴訟標的相對論的許士宦老師的題目 1。

因若從訴訟標的相對論及老師特殊見解的觀點，上開三點都可以順利解釋：

1. 第一小題爭點：訴訟標的理論之採擇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判斷
若採訴訟標的相對論，本案甲係以「票款給付請求權」之權利單位型（類

似舊說的觀點）起訴，故於訴訟中追加「借款返還請求權」自屬訴之追加。

答題的重點就會落在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 1項第 2款「請求之基礎事實
同一」的判斷標準，而因乙以提出借款之原因事實為抗辯，依老師所採「判

決基礎事實同一說」，該借款事實既已成為判決之基礎事實，即屬「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而准予甲之追加。

2. 第二小題爭點：以法院之闡明作為既判力遮斷效擴大之依據
若採訴訟標的相對論，前、後訴之訴訟標的並非同一，傳統上無一事不再

理之遮斷效果，但依老師的特殊見解，因近年來擴大訴之變更、追加、反

訴之範圍，且加強法院之闡明義務，故法院若善盡闡明義務，使甲於前訴

訟中便得以追加借款返還請求權（如乙若已於前訴訟中為借款之原因關係

抗辯，法院即應依民訴§199-1Ⅰ闡明甲是否變更、追加該借款返還請求

1	 老師於其教科書及論文集中，也有多次舉本題案例事實為事例，可參許士宦，「口述
講義民事訴訟法（上）」，頁 490 ～ 492；「訴之變更、追加與闡明」，程序保障與闡
明義務，頁 146 ～ 150；「重複起訴禁止原則與既判力客觀範圍」，程序保障與闡明義
務，頁 245、276 ～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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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即得以擴大確定判決之遮斷效。換言之，甲若未於前訴訟追加時，

則應認為該借款返還請求權亦受前訴訟確定判決之既判力遮斷，而禁止以

之提起後訴訟。縱認無此遮斷效之擴大，被告乙亦得於後訴訟中主張有爭

點效之適用，使後訴不得為矛盾之判斷。

Answer.答

本例涉及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55 條第

1項第 2款「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之解釋，及既判力

遮斷效範圍之評價等問題。試分述如下：

1	甲應得追加借款返還請求權為訴訟標的

1.	本例中，甲依票款給付請求權請求乙給付 50

萬元，適用簡易程序，而本案甲之訴訟標的為

何，若依舊訴訟標的理論，係以甲起訴所主張

之票款給付請求權為訴訟標的，依新訴訟標的

理論則以甲對乙之 50 萬元給付地位為訴訟標

的，惟甲既於起訴狀內僅表明乙簽發支票之事

實，並已具體敘明以「票款給付請求權」起訴

請求乙給付票款，依訴訟標的相對論之觀點，

應認其係擇以該請求權為權利單位型之訴訟標

的 A，

前言

問題一

：訴訟

標的理

論之採

擇及請

求基礎

事實同

一之判

斷

訴

訟

標

的

之

判

斷

以訴訟標的相對

論為權利單位型

之認定

A. 因為我們在審題的時候便已經判斷此為許士宦老師的題目，所以作答時僅簡單敘述舊說及新

說後，便即以「訴訟標的相對論」為判斷訴訟標的之基準。

	 如果沒辦法判斷出題者的傾向時，建議這裡就採比較保守的寫法：「本件甲所提起之訴訟，

若依傳統訴訟標的理論之見解，係以其對乙之票款給付請求權為訴訟標的，是其追加借款返

還請求權者，兩者訴訟標的不同，應無本法第 253 條所定重複起訴禁止之違反；而依新訴訟

標的理論之見解，則當認甲係以對乙之 50 萬元給付地位為訴訟標的，若以該理論中之一分

肢說觀之，則無論係以票款或借款請求權為請求，訴訟標的均屬同一，甲另追加借款返還請

求權，將違反重複起訴禁止之規定，然若以二分肢說、新實體法說觀之，則因票款及借款之

原因事實不同，訴訟標的亦兩異，即無重複起訴禁止之違反。」或者乾脆分點分項，分成：

「⑴舊訴訟標的理論：……；⑵新訴訟標的理論：①一分肢說、②二分肢說、③新實體法說」

幾點來寫，分點分項的優點是清楚明瞭，但缺點是會佔用相當多的篇幅，請慎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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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乙於該訴訟中抗辯其借款之原因關係時，審

判長除應依本法第 199 條之 1第 1項之規定，

曉喻使甲敘明或補充外，

甲另行追加該原因關係所具借款返還請求權為

訴訟標的，確屬訴之追加。

2.	然甲於票款請求之訴訟中追加借款返還請求權

為訴訟標的是否合法，即應視其是否符合本法

第 255 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請求之基礎事實

同一者」。就該款之解釋有以下相異之見解 B 

⑴	社會事實同一說：以原告起訴時用以特定訴

訟標的之原因事實，作為認定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與否之基礎。依此說，甲起訴所特定

訴訟標的之事實乃簽發票據，其與所欲追加

之借款請求之事實並非同一，應不得追加。

⑵	紛爭關連說：認若變更、追加之訴與原訴之

主要爭點具共同性，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

一或關連，且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得

於變更、追加後予以利用者，可認其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而准予追加 C。

⑶	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應解為判決之基礎事實同一，故只要二請

乙為原因關係之

抗辯時法院應予

闡明

所追加借款返還
請求權為不同之
訴訟標的

訴

之

追

加

之

准

否

就「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之判

斷標準分列學說

見解

B. 因為第一小題的設計，特別把「甲起訴之原因事實」與「訴之追加的基礎事實」分開（也就

是「訴之追加的基礎事實」並非甲起訴時便已主張，而是乙在訴訟中為答辯時才提出的），

所以相較於「訴訟標的理論之選擇」，「本例是否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之情形」還比較像是

第一小題的重點，我們就詳細的分點分項來寫。

C. 「紛爭關連說」中作為其判斷標準的語句（即「變更、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

性，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且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

程度範圍內可認同一或關連，得於變更、追加後予以利用」），基本上就是實務在處理到「請

求基礎事實同一」時會用到的例句，各位可以稍微背誦在作答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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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判決基礎或主要爭點同一或共通，即得

為訴之變更、追加。

3.	上開見解，考量應予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

機能，達成本法修正後強調合併審理制度所得

保障當事人利益之觀點，應寬認得為訴變更、

追加之情形，故應以「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

為妥。

從而，借款之原因關係事實既因乙之抗辯而於

訴訟中顯現，為本案判決之基礎事實，應認甲

追加該借款返還請求權為訴訟標的，符合本法

第 255 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應屬合法 D，

且因甲為上開追加後仍係請求乙給付50萬元，

仍屬適用簡易程序之範圍，固依本法第 435 條

之規定，追加後仍適用簡易程序。

2	若前訴訟法院業已善盡使甲得併予主張借款返還

請求權之闡明義務，則後訴訟法院應得裁定駁回

甲之後訴訟

1.	甲對乙所為票款給付之前訴訟，既認甲係以票

款給付請求權為權利單位型表明訴訟標的，則

前訴訟確定時即僅就該訴訟標的生既判力，故

甲另以借款返還請求權對乙提起後訴訟，依本

採擇「判決基礎

事實同一說」作

結

套用本案

附論簡易程序之

變更追加規定

問題二

：既判

力之客

觀範圍

及遮斷

效之擴

大

原則：既判力僅對

訴訟標的發生 E

D. 此處我們採取所推測的出題老師即許老師所採之「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作結。

	 而若無法判斷出題者之傾向，也可採取實務之「紛爭關連說」，並特別記憶幾個最高法院見

解（如：最高法院90台上16決、最高法院91台抗235裁等），寫法可調整如下：「上開見解，

考量訴訟資料及證據資料之使用，以達訴訟經濟，並避免原告任意變更或追加他訴，應以『紛

爭關連說』為妥，實務如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6 號判決、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抗字第

235 號裁判意旨亦採此說。依此說，乙既為系爭支票之借貸原因關係抗辯，則甲追加借款返

還請求權得以利用其訴訟資料及證據資料，應認具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而准予其追加。」

E. 雖然我們要採取（推測的）出題老師的「以闡明義務之踐行擴大既判力遮斷效範圍」之見解，

但不要忘了這個見解畢竟是例外，作答時還是要從原則（僅有訴訟標的才有既判力）說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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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400 條第 1項之規定，無既判力一事不再

理之效果，應為合法。

2.	惟本法於近年所為修正，既已放寬當事人為訴

之變更、追加、反訴之限制，並加重法院就訴

之變更、追加、反訴之闡明義務，以擴大紛爭

解決之時效及當事人利益之保護，故若前訴訟

法院業已充分善盡其闡明義務，使甲具於前訴

訟一併主張其借款返還請求權之程序保障時，

即應可認前訴訟確定判決除已賦予正當化，如

爭點效等拘束力之根據外，甚可認對甲之借款

返還請求權亦有擴大既判力之遮斷效。依此，

後訴訟法院即應認甲所提之後訴訟為不合法，

而以裁定駁回。縱認後訴訟不受既判力遮斷效

之拘束，乙亦應得於後訴訟中為禁止矛盾之爭

點效抗辯 F。

學說見解：以闡明

義務之踐行擴大既

判力遮斷效之範圍

F. 因為題目中是同時問到「乙及後訴法院應如何處理」，所以我們在論述中便同時把屬後訴訟

法院職權調查事項的「既判力遮斷效」，及須由乙為責問的「爭點效」一併說明，並以法院

善盡闡明義務、甲於前訴訟已獲程序保障，作為該二效力發生的正當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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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研閱如下附件所示協議書，說明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假設李乙遲至民國一○三年一月十日仍未照協議書上約定為履

行，於是林甲列陳丙支付四十萬元予林甲，並陳述事實如協議書

上所記載，而請求判決命磣丙履行保證債務（下稱本訴訟）。對

此，被告陳丙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辯稱：李乙對林甲不

負有價金債務，協議書係因受強暴脅迫才簽名云云。問：

1.	在上述兩造攻防狀態下，受訴法院應如何為闡明以著手整理本

訴訟之事實上爭點？其應指向達成之目的為何？是否與如何分

配舉證責任相關？試針對本訴訟之案情析論之。

2.	假使本訴訟之確定本案判決係認定林甲對李乙之價金債權不存

在，所以林甲對陳丙之請求為無理由時，此判決是否可能在一

定程序前提下，對李乙發生既判力或拘束力？是針對本訴訟之

案情，析述其可能有之審理狀況，並評論：為貫徹有關判決效

力發生之立法意旨，受訴法院應如何運作程序？

附件：

協議書

一、	李乙於民國一○二年九月二日向林甲購買 A 車，約定價

金三十五萬元，尚欠二十萬元，應於同年底以前償還，

並由陳丙為保證人。

二、	前項債務如未照約定期限獲償還時，應給付違約金二十

萬元予林甲。

民國一○二年十月八日

立協議書人　　　　　

債權人：林甲（簽名）

債務人：李乙（簽名）

保證人：陳丙（簽名）

【103 台大】

（配分：50 分 /100 分，作答時間：50 分鐘 /100 分鐘）

QQ
判決效力主觀範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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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Analysis.

本題與我們在第六章中「爭點整理方法論型」所收錄的【99台大】（喬
律師，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2020年 2月七版，頁 6-57）的題目相當
類似，都是以當事人間具體的協議書為內容出發，且當事人除就該協議書內所

約定債權債務關係為否認外，另就協議書之簽訂也有意思表示不自由之爭執。

而本題的爭點也與【101律師】（頁 8-80）相同，分別考到「爭點整理及舉證
責任之分配」及「確定判決效力是否可能擴張及於訴外之第三人」。

1 第一小題爭點：爭點整理及舉證責任之分配

涉及之本案敘述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
上爭點之整理

最
上
位
爭
點
之
整
理

訴之聲明是否
特定

「陳丙應給付 40
萬元予林甲」

是（聲明已具
體明確）

訴訟標的是否
特定（本案紛
爭是否已足以
與其他紛爭相
區別）

如協議書上所記載：
「李乙於民國 102
年 9 月 2 日向林甲
購買 A 車，約定價
金 35 萬 元，尚欠
20 萬元，應於同年
底以前償還，並由
陳丙為保證人。前
項債務如未照約定
期限獲償還時，應
給付違約金 20 萬
元予林甲。」

是（該協議書
中已載明本案
所涉紛爭係「
甲、乙於 102
年 9 月 2 日購
買 A 車 所 於
20 萬 價 金 及
違約金，並由
丙為保證人」
，已足以與甲
、丙間其他紛
爭相區別）

甲已表明「判決命陳
丙履行保證債務」之
實體法上具體權利名
稱，可認係以「權利
單位型」表明訴訟標
的，法院應行論理型
之爭點整理程序，即
分析該保證債務請求
權所應具備之實體法
上構成要件，進而為
事實上爭點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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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是否具主張一
貫性、答辯重
要性

甲起訴主張之事實：
「李乙於民國 102
年 9 月 2 日向林甲
購買 A 車，約定價
金 35 萬 元，尚欠
20 萬元，應於同年
底以前償還」（C1
事實）、「於 102
年 10 月 8 日 約 定
前項債務如未照約
定期限獲償還時，
應給付違約金 20
萬元予林甲」（C2
事實）、「於 102
年 10 月 8 日 約 定
並由陳丙為保證
人」（C3 事實）
丙所答辯之事實：
「乙對甲不負有價
金 債 務 」（C4 事
實）、「協議書係
因強暴脅迫才簽
名」（C5 事實）

是（甲之主張
若為真，確得
請求丙負擔價
金及違約金之
保 證 責 任；
乙之主張若為
真，確毋庸負
保證之責）

當事人之陳述
是否與訴訟標
的具關連性

是（甲所主張
之 C1、C2、
C3 事 實 均 為
甲對丙之保證
債務請求權之
要件事實；丙
所 陳 述 之 C4
事 實 為 對 C1
事實之單純否
認，C5 事 實
為對 C2 事 實
之權利障礙抗
辯）

當事人之陳述
是否已盡具體
化陳述義務

丙所陳述之「乙對
甲不負有價金債
務」、「協議書係
因強暴脅迫才簽
名」

否（丙所主張
之「不負價金
債務」、「強
暴脅迫」仍不
具體）

法院應闡明使丙就
C4、C5 事實為具體
陳述（如：所謂「乙
不負價金債務」意旨
為何？是甲、乙間根
本沒有購買 A 車？ A
車有瑕疵所以乙得主
張減少價金？還是乙
就該價金已經清償？
而「丙簽訂協議書所
受強暴脅迫」其具體
情況為何？是出於什
麼樣的舉止行動？該
舉止行動是否可評價
為強暴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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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兩造確認各
該事實是否有
爭執而為篩選

證
據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就事實上爭點
分配舉證責任

依「規範說」初步分
配之結果，甲應先就
其權利發生事實（即：
C1、C2、C3 事 實 ）
負擔舉證責任；丙應
先就其權利障礙之抗
辯事實（即 C5 事實）
負擔舉證責任，丙就
C4事實亦有具體化陳
述時，易宜由丙對之
負提出證據之行為責
任；再視本題中有無
法律另有規定或顯失
公平之情形，應調整
舉證責任

2 第二小題爭點：確定判決效力擴張及於第三人之正當化依據
第二小題涉及確定判決拘束力（包含但不限於既判力）之擴大及其正當性依

據。其根本的理論當然還是來自於「程序保障為判決發生拘束力之正當化基

礎」之概念，故為了落實此一理論根據，法院於訴訟中即應充分賦予該拘束

力擴張所及之第三人參與事前或事後之程序保障機會，程序保障賦予得越充

足，則判決越有對該第三人發生拘束力之正當性。當然，發生拘束力的情況

沒辦法一概而論，程序保障之賦予方式也未必只有一種，重要的還是如題目

所問「針對本訴訟之案情，依其可能有之審理狀況」為不同之判斷。此題可

說是個具有發揮性的題目，各位可以自行以受訴法院的觀點，說明程序要如

何運作才能兼顧對第三人乙之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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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爭點整理之進行、舉證責任之分配，

及如何落實、賦予各該權利主體之程序保障，以擴大

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機能等問題。

本例中，甲、乙、丙三人就買賣價金 20萬元、

違約金 20 萬元之主債權債務關係及保證責任關係簽

訂協議書，就本件所涉爭點整理、舉證責任及所生判

決效力範圍等問題，試分述如下：

1	法院應行論理型之爭點整理程序，闡明使當事人

就丙是否確有清償系爭債權之事實為具體化陳述，

並就所整理之事實上爭點依行為責任說分配舉證

責任

1.	本訴訟中，甲列丙為被告聲明判命丙應給付 40

萬元予甲，並以協議書所載事實請求丙履行保

證債務，該協議書已明確記載乙於 102 年 9月

2 日向其購買 A車生價金債權 20 萬元、違約

金 20 萬元，而由甲、丙於協議書簽訂之日即

102 年 10 月 8 日所為保證約定，依其陳述已

足使本案紛爭與甲、丙間其餘紛爭相區別，堪

認訴訟標的業已特定，且甲既以對丙之保證債

務為權利單位型表明訴訟標的，法院即應行論

理型之爭點整理程序。

2.	本案最上位爭點既經整理特定如上，則法院應

續為事實上爭點之整理。本例中，甲所主張

「甲、乙間具買賣關係之價金請求」、「甲、

乙間具違約金之請求」、「甲、丙間就上開甲、

乙間請求具保證之約定」等事實，及丙所陳述

「甲、乙間不負價金債務」、「協議書係受強

暴脅迫始簽訂」等事實，固確與本案請求具一

貫性、重要性，

前言

整理本題事實

第一小題

爭點：爭

點整理之

進行及舉

證責任之

分配

最上位爭點之整理

事實

上爭

點之

整理

主張一貫

性、重要

性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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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告上開答辯事實尚非具體（如：其所稱「乙

不負價金債務」之原因為何？所指「強暴脅迫」

之具體事實何指？），法院即應闡明使丙就其

抗辯為具體化陳述，以使兩造當事人得就各該

具體事實為是否爭執之陳述。

3.	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96 條之 1之規定

既區別爭點整理及調查證據程序，則法院藉上

開最上位爭點、事實上爭點整理之進行，得與

當事人共負訴訟促進義務，使審理集中於爭點

進行，節省法院及當事人之勞時費用，以達保

障實體及程序利益之目的，

且法院尚因事實上爭點整理之結果，得以認知

兩造就各該構成爭點之事實所為主張，而得考

量其所具訴訟法上要求，公平分配其舉證之行

為責任予兩造。就本訴訟而言，應可初步認定

甲應就其主張構成本案請求之上開要件事實負

舉證責任，而丙就其抗辯所為具體化陳述之強

暴脅迫及乙不負價金債務之具體事實，若經整

理為事實上爭點者，則應由丙負擔舉證之責，

並視具體情況有無顯失公平，而由法院為舉證

責任之調整、轉換。

2	受訴法院若於本訴訟中充實賦予乙參與程序之程

序保障機會，則所為確定本案判決就甲、乙間價

金債權之認定，應可對乙發生拘束力

1.	本訴訟中既以甲及丙為當事人，並以甲對丙之

保證債權債務關係為本案之訴訟標的，縱法院

認甲對乙之價金債權不存在而判決甲對丙之請

求無理由確定，因乙既非本法第 401 條所規定

受判決效力擴張所及之人，就其與甲關於買賣

價金存否之法律關係，亦僅屬本訴訟理由之判

陳述具體

化之闡明

爭點整理所指向達

成之目的

事實上爭點整理有

助於舉證責任之分

配

第二小題

爭點：程

序保障為

判決生拘

束力之正

當化根據

法理

論述

原則：確

定判決僅

就訴訟標

的對當事

人間生既

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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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故依本法第 400 條第 1項之規定，既判力

仍僅存在於甲、丙間。

2.	然本法於近年修正中，為保障含當事人在內之

權利主體具訴訟主體地位，業強化各類程序參

與制度，並藉法院闡明義務、職權通知義務之

踐行，使各程序主體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於程

序中具備事前及事後程序保障，得充分利用訴

訟程序，確保其聽審權之落實。而為擴大訴訟

制度解決紛爭之機能，促使紛爭解決一次性，

及兼顧訴訟經濟之公益性要求，此等程序保障

之賦予越趨落實，則越具使本案訴訟所為認定

結果對該等程序參與者生拘束力（含既判力、

爭點效）之正當性。

3.	是就本例而言，本訴訟固僅以甲、丙為當事人，

然既本案訴訟標的涉及第三人乙之買賣價金及

違約金債權債務關係，受訴法院依上開說明，

即應藉如本法第 67 條之 1 職權通知乙，使乙

得知悉本訴訟之進行，而乙亦得依其所主張之

利益關係，藉如本法第58條規定參加本訴訟，

或依本法第 54 條規定對甲、丙提起主參加訴

訟（干預訴訟）。

若乙經受訴法院賦予上開程序保障之機會，而

已足確保其程序參與，當本訴訟以甲對乙之價

金債權不存在而判決甲對丙之請求為無理由

時，縱乙非屬本訴訟之當事人，此判決亦可能

對乙發生拘束力，而使甲、乙、丙不得就本訴

訟所認定之法律關係狀態再行爭執或為矛盾之

主張。

例外：程

序保障之

賦予為判

決生拘束

力之正當

化根據

套用

本案

受訴法院

所應踐行

對乙之程

序保障機

制

本訴訟之

確定判決

可能對乙

生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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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列乙為被告，向該管法院起訴，聲明求為判

命乙將 A 車交付予甲，陳述之事實及理由略為：甲於 105 年 10 月

1 日以價金 50 萬元向乙購買 A 車，並於同月 10 日付清該價金，

乙卻遲未交付該車，為此請求乙履行買賣契約。對此，乙請求駁

回原告之訴，主張：甲未依約定於同月 7 日前給付價金，乙已解

除雙方買賣契約，並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將該車出售而交付予丙，

因此甲之請求為無理由。對此，甲則主張：乙不得解約，且乙、

丙間之 A 車買賣是假買賣，丙根本未付價金。問：

1	受訴法院為爭點整理時，如何進行一貫性審查及可證性審查？

如何對當事人為闡明？

2	法院就本訴訟所為之本案判決確定時，其既判力、爭點效或執

行力是否及如何擴張於丙？丙對該判決可否及如何聲明不服？

【106 台大】

（配分：50 分 /100 分，作答時間：50 分鐘 /10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也延續近年來台大法研所的出題傳統，分別考到「爭點整理方法論」

及「確定判決效力之擴張」兩部分的問題。

1 第一小題爭點：爭點整理之進行
第一小題中所問的「一貫性審查」及「可證性審查」，分別涉及事實上及證

據上爭點之整理階段。前者係指若原告之主張均為真實，是否得直接認定其

主張為有理由，並也包含被告之陳述若均屬真實，是否得以認定原告主張為

無理由之「重要性審查」；後者則指依舉證責任分配之結果，各當事人所提

證據是否足資證明或推定其所負舉證責任之事實。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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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之本案敘述
及證據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律上爭點之
整理

最
上
位
爭
點
之
整
理

訴之聲
明是否
特定

「乙應將 A 車
交付予甲」

是（聲明已具體
明確）

訴訟標
的是否
特定（
本案紛
爭是否
已足以
與其他
紛爭相
區別）

「 甲 於 105 年
10 月 1 日以價
金 50 萬元向乙
購買 A 車」

是（ 其 陳 述 已
界定本案紛爭
為「 甲、 乙 間
於 105 年 10 月
1 日因買賣 A 車
所生紛爭」，而
足以與甲、乙其
他紛爭相區別）

甲已表明「買賣契約」之實體
法上具體權利名稱，可認係以
「權利單位型」表明訴訟標
的，法院應行論理型之爭點整
理程序，即分析該買賣契約所
應具備之實體法上構成要件，
進而為事實上爭點之整理

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是否具
主張一
貫性、
答辯重
要性

甲起訴主張之事
實：「甲於 105
年 10 月 1 日以
價金 50 萬元向
乙 購買 A 車 並
於同月 10 日付
清該價金，乙卻
遲未交付該車」
、乙答辯之事實
：「甲未依約於
同月 7 日前給付

是（若甲主張之
事實為真，甲確
得依買賣契約請
求乙交付 A車；
若乙答辯之事實
為真，雙方契約
已經解除，且標
的物經乙處分而
給付不能，甲之
請求即無理由）

當事人
之陳述
是否與
訴訟標
的具關
連性

價金，乙已解除
雙方買賣契約，
並 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將該車出
售而交付予丙」
甲再答辯之事
實：「乙不得解
約，乙、丙間之
A 車買賣是假買
賣，丙根本未付
價金」

是（甲所主張之
事實為買賣標的
物給付請求權之
要件事實；乙所
答辯之「乙已解
除契約」及「已
將車出售交付予
丙」，為權利消
滅之抗辯事實；
而甲之再抗辯
事實均為對乙陳
述事實之單純否
認）

就甲所再答辯「乙、丙間之 A
車買賣是假買賣，丙根本未付
價金」等語，法院應闡明甲此
部分陳述，究係指乙、丙間根
本沒有任何契約約定？抑或
乙、丙間係假買賣真贈與？
待確認甲之真意為何後，為使
紛爭解決一次性，應裁量是否
職權告知丙參與訴訟，尚應闡
明甲是否欲追加乙、丙為共同
被告，以民§244 請撤銷乙、
丙間契約並請求丙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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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
之陳述
是否已
盡具體
化陳述
義務

「甲未依約於同
月 7 日前給付價
金，乙已解除契
約」、「乙、丙
間之 A 車 買 賣
是假買賣」

否（尚有部分陳
述仍不具體）

法院應闡明使當事人就其抗
辯及否認陳述為具體化陳述
（如：兩造之買賣契約是否確
有具體約定以 105 年 10 月 7
日為清償期？乙係以何種方式
為解除契約之表示？）

使兩造
確認各
該事實
是否有
爭執而
為篩選

依題意，乙就甲主張兩造於
105 年 10 月 1 日訂有買賣契
約、甲於同月 10 日給付 50
萬元予乙、乙迄未交付 A 車
予甲等事實，甲就乙、丙間就
A 車訂有買賣契約之外觀等事
實，似均無爭執，故本件事實
上爭點可能有：
1.	「甲、乙間是否確有甲需
於 105 年 10 月 7 日即給付
價金之履行期約定」

2.	「乙是否確已合法解除買
賣契約」

3.	「乙、丙間之 A 車買賣是
否真實」

證
據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就事實
上爭點
分配舉
證責任
、審查
證據之
可證性
以為篩
選、決
定證據
調查之
先後及
順序

上開事實上爭點，因均涉及本
件訴訟標的之權利消滅事實，
宜由乙負舉證責任，法院應先
闡明該舉證責任分配之結果，
令乙就上開應負舉證責任之事
實為本證之聲明並為可證性審
查，若當事人怠於提出證據，
或所提出之證據無法證明待
證事實者，法院即毋庸調查證
據，而得逕為不利於乙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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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小題爭點：確定判決效力擴張及於為當事人占有請求標的物者
第二小題乍看之下似乎是延續這幾年許士宦老師研究重點：「當事人恆定及

判決效力之擴張」，但細看題目給的條件，乙於 105年 11月 1日即將 A車
移轉予丙，甲於 105年 12月 1日始提起訴訟請求乙交付 A車，該訴訟標的
物於訴訟繫屬前即已移轉於第三人丙，故並無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訴訟
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之當事人恆定原則，及同法第

401條第 1項中段「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之既判力主觀範圍擴
張之適用。

本題的重點在於「甲主張乙、丙間之 A車買賣是假買賣」，若經法院認定屬
實而判決甲勝訴確定時，丙即屬「為乙占有請求標的物 A車之人」，依民事
訴訟法第 401條第 1項後段、強制執行法第 4條之 2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
該確定判決之既判力（甲對乙之 A車買賣標的物給付請求權存在）、爭點效
（乙、丙間之 A車買賣確屬虛偽）或執行力（甲得執行丙占有之 A車，執
行力之主觀及客觀範圍均擴張）亦均擴張及於丙，而丙若未於本案訴訟中受

有事前之程序保障時，得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撤銷本案判決對其不利部分之

認定；反之，若法院認定乙、丙間並非假買賣而判決甲敗訴確定時，丙即不

受確定判決效力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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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爭點整理之進行及確定判決對第三人

所生效力問題。試分述如下：

1	受訴法院應行論理型之爭點整理程序，依甲所主

張之買賣契約標的物給付請求權，就兩造所陳述

之事實進行一貫性、重要性之審查，並闡明舉證

責任分配之結果，依當事人所聲請之證據為可證

性審查

1.	甲主張於 105 年 10 月 1 日以價金 50 萬元向

乙購買 A車，並已於同月 10 日付清價金，乙

卻遲未交付該車，乃起訴請求乙交付 A車。依

甲之聲明應可認屬具體特定，且其主張依雙方

於 105 年 10 月 1 日所訂定之 A車買賣契約為

請求，可認本案紛爭已足與甲、乙間其他紛爭

相區隔，訴訟標的亦應屬特定。而甲亦表明採

行買賣契約之權利單位型訴訟標的，是受訴法

院應行論理型爭點整理程序，續行整理本案事

實上、證據上及法律上之爭點。

2.	依甲於本案所特定之訴訟標的，甲所主張於

105年10月1日以價金50萬元向乙購買A車，

並於同月 10 日付清價金，乙卻遲未交車之陳

述，若為真實，確可認甲得依買賣契約所生標

的物給付請求權請求乙交付 A車，甲之主張具

一貫性；而乙所抗辯甲未依約於同月 7日前給

付價金，乙已解除契約並將該車轉售交付予丙

之陳述，若為真實，確可認因該買賣契約已經

解除，且標的物經乙處分而陷給付不能，故甲

之請求當無理由，乙之抗辯亦具重要性。

法院並應就兩造上開陳述不具體處予以闡明，

如：兩造買賣契約是否確有具體約定 105年 10

前言

問題一：

爭點整理

之進行

最上位爭點之整理

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一貫性、重要

性之審查

法院應為之闡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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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日為清償期、乙以何種方式為解約之意思

表示，使兩造得就具體事實為爭執與否之表示，

以整理事實上爭點；且就甲所稱乙、丙為假買

賣等語，亦應闡明甲是否欲另訴請撤銷乙、丙

間之契約。

3.	依題意，若兩造業經具體化陳述，則本件事實

上爭點應包含：兩造是否確另有於 105 年 10

月 7 日前給付價金之履行期約定、乙是否已合

法解除契約、乙和丙間之 A車買賣是否確屬真

實。

而依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77 條所定兼

具訴訟法屬性之行為責任說觀點，上開事實上

爭點因均涉及本案訴訟標的之權利消滅事實，

應先由乙負擔舉證之行為責任，

是法院應先闡明該舉證責任之分配結果，並令

乙就各該事實聲明證據，並就其所聲明之證據

審查是否足以證明各該事實上爭點，以為證據

上爭點之整理及可證性之審查。

2	法院若認乙、丙間確為假買賣而判決甲勝訴確定

時，本訴訟確定判決之效力將及於丙，丙得提起

第三人撤銷之訴救濟之；若認乙、丙間並非假買

賣而判決甲敗訴確定時，丙則不受確定判決效力

所及

1.	按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為當事人或其繼

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執行名

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對於為當

事人或繼受人占有請求標的物者，亦有效力。

本法第 401 條第 1項後段、強制執行法第 4條

之 2第 1項第 1款分別定有明文。

證

據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本案事實上爭

點整理結果

舉證責任分配

之結果

法院應為之闡

明及可證性審

查

問題二：

確定判決

效力擴張

及於為當

事人占有

請求標的

物者 法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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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例中，乙於甲起訴前即將訴訟標的物之 A車

移轉交付予丙，丙固非本法第 401 條第 1項中

段所指繼受人，然受訴法院若認乙、丙間就 A

車之買賣確屬虛假，則丙即屬同條項後段所定

為當事人乙占有A車之人，

	 依上開規定，應受確定判決之既判力、爭點效

所及，使丙就本案訴訟標的（甲對乙之 A車買

賣標的物給付請求權）不得另行提起後訴，

	 就本訴訟所涉爭點（乙、丙間就 A車確為假買

賣）不得為矛盾之主張，

	 且該確定判決執行力之主觀及客觀範圍亦擴張

及於丙，使甲得持請求乙交付 A車之執行名義

對丙為執行。

	 丙若未於本訴訟中受有如職權通知之事前程序

保障時，得以甲、乙為共同被告，對本訴訟之

確定判決提起本法第 507 之 1以下所定第三人

撤銷之訴，請求撤銷該確定判決對其不利之部

分。

3.	反之，若受訴法院認乙、丙間 A車之買賣並非

虛偽，則丙即非本法第401條第1項後段之人，

不受本訴訟確定判決之既判力、爭點效、執行

力擴張所及。

套

用

本

案

法

院

認

乙

、

丙

確

為

假

買

賣

既判力

之擴張

爭點效

之擴張

執行力

之擴張

丙得提

起第三

人撤銷

之訴救

濟

法院認乙、丙

間非屬假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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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原告，列乙為被告，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向該管法院起訴，

聲明求為判命乙將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事實及理由陳述：

甲於 107 年 5 月 7 日以價金 500 萬元向乙購買其所有之 A 地，雙

方約定訂約後 3 個月內辦理過戶，茲有買賣契約書為憑。因乙逾

期尚未辦理過戶，故依買賣關條請求移轉該地所有權。於法院所

定言詞辯論期日，乙請求駁回原告之訴，抗辯其未與甲訂立買賣

契約，即使有訂立，因甲並未付清價金，甲亦不得請求移轉，況

且乙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已將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對此，

甲則主張該買賣契約由丁代理訂定，而且甲在起訴前已聲請禁止

乙處分 A 地之假處分，並予執行。問：

1.	受訴法院為爭點整理時，如何進行一貫性審查及可證性審查？

2.	若法院判決甲勝訴確定，甲如何依該判決對乙及丙為強制執

行？

【108 台大】

（配分：50 分 /100 分，作答時間：50 分鐘 /100 分鐘）

析 Analysis.

台大法研所已經連續好幾年考了混合「爭點整理程序」及「確定判決既判

力、執行力擴張」的題型，如無意外應該都是許士宦老師的題目。本題與【107
台大】一樣都是以「債權請求為訴訟標的時之繼受」命題，爭點及答案都差不

多，而且相較之下今年的題目還簡單一點。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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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小題爭點：爭點整理之進行

涉及之本案敘述及證
據

是否整理完成
是否及如何併行法
律上爭點之整理

最
上
位
爭
點
之
整
理

訴之聲明
是否特定

「乙應將 A 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甲」

是（聲明已具體明
確）

訴訟標的
是否特定
（本案紛
爭是否已
足以與其
他紛爭相
區別）

「乙於 107 年 5 月 7
日以價金 500 萬元向
乙購買其所有 A地」

是（其陳述已界定
本案紛爭為「甲、
乙間於 107 年 5 月
7 日因 A 地買賣關
係所生紛爭」，而
足以與甲、乙間其
他紛爭相區別）

甲已表明「依買賣
契約請求移轉該地
所有權」之實體法
上具體權利名稱，
可認係以「權利單
位型」表明訴訟標
的，法院應行論理
型之爭點整理程序，
即分析該買賣契約
所應具備之實體法
上構成要件，進而
為事實上爭點之整
理

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是否具主
張一貫性
、答辯重
要性

甲起訴主張之事實：
「 甲 於 107 年 5 月
7 日以價金 500 萬元
向乙購買其所有之 A
地，雙方約定訂約後
3 個月內辦理過戶」
（C1 事實）、「乙
逾期尚未辦理過戶」
（C2 事實）
乙答辯之事實：「乙
與甲之間無買賣契約
存在」（C3事實）、
「縱有訂約，甲並未
付清價金」（C4 事
實）、「乙已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 將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丙」（C5 事實）
甲再抗辯之事實：

是（甲之主張若為
真，確得依買賣關
係請求乙移轉登記
A 地；乙之主張若
為真，確得無庸移
轉 A 地予甲）

當事人之
陳述是否
與訴訟標
的具關連
性

是（ 甲 所 主 張
C1、C2 事實為甲
對乙之買賣標的
物請求權之要件事
實；C3 事實為 C1
事實之單純否認，
C4 事實為同時履
行抗辯之權利排除
事實，C5 事 實 為
乙現已給付不能之
權利消滅事實；C6
事實為對 C1、C3
事實之間接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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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間買賣契約
由丁代理訂定」（C6
事實）、「甲於起訴
前已聲請禁止乙處分
A 地之假處分」（C7
事實）

C7 事實為 C5 事實
之權利障礙事實）

當事人之
陳述是否
已盡具體
化陳述義
務

是

使兩造確
認各該事
實是否有
爭執而為
篩選

依題意，乙就尚未
移轉登記 A 地予甲
之事實應無爭執，
故本件事實上爭點
可能有：
A	「甲、乙間是否
確有由丁代理訂
定買賣契約」

B	「甲是否已付清
價金」

C	「乙是否已將 A
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丙」

D	「若爭點C之事
實存在，甲是否
於起訴前已聲請
禁止乙處分 A 地
之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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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據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就事實上
爭點分配
舉證責任
、審查證
據之可證
性以為篩
選、決定
證據調查
之先後及
順序

上開事實上爭點 A

涉及本件訴訟標的
之權利發生事實，
應由甲負舉證責任；
爭點 B、C 為本件
訴訟標的之權利排
除、權利消滅事實，
應由乙負舉證責任；
爭點D為爭點C之
再抗辯（權利障礙抗
辯），應於爭點 C

已經證明後由甲負
舉證責任。

2 第二小題爭點：執行力擴張與否及範圍
本題之訴訟標的為「甲對乙之 A地買賣標的物給付請求權」之債權請求，依
許老師所採不區分說之見解，其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仍擴張及於繼受人。不過

第二小題僅問「甲如何依該判決對乙及丙為強制執行」，所以只要處理該確

定判決執行力是否擴張及於丙即可。

本題中，法院既判決甲勝訴確定，且乙將 A地移轉登記予丙之繼受事實已經
呈現於訴訟中，代表法院已認定「甲對乙有 A地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乙、
丙間之 A地移轉登記無效」，是甲對丙有塗銷登記請求權之蓋然性很高，具
執行力擴張之實體上正當性，且法院於前訴訟中亦應職權通知丙參加訴訟，

使丙受有事前之程序保障，若未賦予其亦得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具程序上

正當性，故可認該確定判決之執行力主觀及客觀範圍均擴張及於丙，甲應得

執該執行名義塗銷乙、丙間 A地之移轉登記，再以之請求乙將 A地移轉登
記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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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事實上及證據上爭點整理中一貫性及

可證性審查之方式，及以債權請求為訴訟標的時，執

行力擴張與否及範圍等問題。試分述如下：

1	受訴法院應行論理型之爭點整理程序，依甲所主

張之買賣標的物給付請求權，視兩造所陳述之事

實是否得據以認定訴訟標的之存否，以為一貫性、

重要性之審查，並就所整理之事實上爭點分配舉

證責任及為證據之可證性審查，以整理證據上爭

點

1.	甲起訴請求乙將 A地移轉登記予甲之訴訟中，

除可認其聲明已屬具體外，亦可認其所指本案

紛爭為「甲於 107 年 5月 7日與乙間之A地買

賣契約」，已足與甲、乙間其他紛爭相區隔，

訴訟標的亦應屬特定。而甲亦表明係依買賣關

係之權利單位型訴訟標的，是受訴法院應行論

理型爭點整理程序。

2.	法院於整理最上位爭點後，應就兩造陳述之事

實，判斷是否依其主張及答辯，是否足以認定

本案請求之有無理由，以為一貫性、重要性之

審查並整理事實上爭點。本例中，甲所主張由

丁代理以價金 500 萬元向乙購買其所有A地、

乙逾約定期間尚未過戶，及起訴前已聲請禁止

乙移轉 A地假處分之陳述，若為真實，確可認

甲得依買賣關係所生標的物給付請求權請求乙

移轉登記 A地，甲之主張具一貫性；而乙所抗

辯未與甲訂定買賣契約、甲未付清價金而有同

時履行抗辯，及乙於訴訟繫屬後已將 A地移轉

登記予丙而給付不能之陳述，若為真實，亦確

可認甲無從請求乙移轉登記 A地，乙之抗辯亦

前言

問題一：

爭點整理

之進行

最上位爭點之整理

事

實

上

爭

點

之

整

理

一貫性、重要

性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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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重要性。

3.	依題意，本件事實上爭點應包含：「甲、乙間

是否確有由丁代理訂定買賣契約（爭點A）」、

「甲是否已付清價金（爭點 B）」、「乙是否

已將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爭點C）」、「甲

是否確有聲請禁止乙處分 A地之假處分（爭點

D）」，而依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77

條所定兼具訴訟法屬性之行為責任說觀點，爭

點 A為本案訴訟標的之權利發生事實，應由甲

負擔本證程度之舉證責任（行為責任）；爭點B、

C則分別涉及乙之同時履行抗辯存否及甲之移

轉登記請求是否已屬法律上不能，應由乙負擔

舉證責任；爭點D為爭點 C之再抗辯事實，應

於爭點 C經乙證明後由甲負擔舉證責任。而法

院除應就上開舉證責任之分配結果對兩造予以

表明外，就兩造所提出之證據（如：買賣契約書；

甲、丁間委任代理之文件；甲之匯款單據；乙、

丙間 A地移轉登記文件；甲所聲請假處分之裁

定等），應審查是否確與其所應負舉證責任之

事實有關而具可證性，以整理證據上爭點。

2	甲得以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法院塗銷乙、

丙間 A地之移轉登記，再將 A地由乙處移轉登記

予甲

1.	以債權請求為訴訟標的時，傳統上認既判力既

不擴張及於訴訟標的物之繼受人，則執行力亦

不生擴張之效果；然既判力及執行力之目的既

不相同，則其擴張與否之判斷即不當然一致，

執行力之擴張與否，應考慮其擴張之實體正當

性及程序正當性。

舉證責任之分

配及可證性之

審查

問題二：

執行力擴

張與否及

範圍
法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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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例中，甲固具「乙應將 A地移轉登記予甲」

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惟因 A地已經乙移轉

登記予丙，故甲若欲實現該權利，則須先塗銷

乙、丙間 A地之移轉登記，即涉及該執行力主

觀範圍及客觀範圍得否擴張。

	 而因該繼受事實已呈現於訴訟中，且經法院認

定「甲對乙有 A地移轉登記請求權」及「乙、

丙間之A地移轉登記無效」而判決甲勝訴確定，

是甲對乙、丙有塗銷登記請求權之蓋然性很高，

可認該執行力之擴張具實體上正當性，

	 且法院於訴訟程序中，應依本法第 254 條第 4

項職權通知丙以賦予其事前程序保障，否則應

使其得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以受事後之程序保

障，亦可認執行力擴張及於丙具程序上正當性。

從而，應認甲得持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

執行法院塗銷乙、丙間 A地之移轉登記後，再

將A地由乙處移轉登記予甲。

套

用

本

案

執行力具主觀

範圍及客觀範

圍之擴張

執行力擴張具

實體正當性

執行力擴張具

程序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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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主張乙以新台幣（下同）三百萬元向其購買土地一筆，尚欠價

金一百萬元未付，另向其借款五十萬元，屆期未還，訴請乙給付

一百五十萬元，乙否認雙方間有買賣關係。第一審法院審理結果，

認依證人丙之證言，堪信甲所主張買賣屬實，至借款則為乙所不

爭執，因而判決命乙給付甲一百五十萬元。乙不服，提起上訴。

試附理由，解答下列問題：

1	第二審法院認乙之上訴已逾二十日不變期間，其上訴為不合法，

裁定予以駁回，乙對之提起抗告，第三審法院應如何處理？

2	乙提起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第二審法院認其上訴顯無

理由，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乙應如何請求救濟？

【93 司法官】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延續著【94司法官】（頁 9-28）的題目，再來看一題與第三審上訴要件
中「上訴利益額」有關的問題。本題關於訴訟標的、證人的證言等等的敘述都

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判決命乙給付甲一百五十萬元」這句話，民事訴訟法第

466條固然於 91年 2月 8日後以 150萬元為第三審上訴利益額，但是必須「逾
150萬元」，所以本題仍不得上訴第三審。
1 第一小題爭點：民事訴訟法第 484條第 1項之規定
第一小題考到一個冷門的法條。依民事訴訟法第 484條第 1項本文之規定：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

本例中，乙就該第二審判決既未逾上訴利益額而不得上訴第三審，所以就該

二審裁定亦不得向最高法院提起抗告，故最高法院應以抗告不合法裁定駁

回。

QQ

上訴准否型

A. 本題因為兩個小題均涉及因上訴利益額未逾 150 萬故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前提，所以我們援用

跟【94 司法官】（頁 9-28）一樣的前言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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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小題爭點：第二審上訴理由書任意提出主義
第二小題則是考到第二審程序中特殊的上訴要件：「上訴理由書任意提出主

義」，雖然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1條第 1項第 4款、第 2項規定上訴二
審須提出上訴理由書，但此非強制要件，民事訴訟法第 442條第 3項甚至明
白規定：「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不適用前項（編按：裁定補正，逾期

不予補正駁回上訴）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 444條之 1亦僅規定若當事人
未提出理由書，亦未說明未提出理由書狀之理由者，第二審法院僅得依全辯

論意旨斟酌之，不得據此駁回上訴。所以「第二審法院認其上訴顯無理由」

即屬有誤，第二審法院不得未經言詞辯論即逕以判決駁回之，其判決應屬違

法。但本題中因該判決未逾上訴利益額而不得上訴第三審，所以當事人無從

上訴，僅得於判決確定後另行提起再審救濟。

Answer.答

本例涉及民事訴訟程序之第三審上訴要件，及

對不得上訴第三審之裁判救濟方式等問題。

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466 條第 1項規定

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

益額未逾 100 萬元者，不得上訴，復依同條第 3項

規定，現已將該利益額調整為 150 萬元。

本例中，甲併請求乙給付價金及借款之 150 萬

元，下級審為乙全部敗訴判決，其上訴利益額依本法

第 77條之 2應合併計算，惟仍未逾 150 萬元，故屬

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試就本題分述如下：

前言

敘明現行之第三審上訴

利益額 A

整理本案事實

A. 本題因為兩個小題均涉及因上訴利益額未逾 150 萬故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前提，所以我們援用

跟【94 司法官】（頁 9-28）一樣的前言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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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審法院應以乙之抗告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1.	按對於裁定，得為抗告。但具訴訟程序進行中

所為裁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受

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之裁定等情況，不得抗告，

本法第 482、483、484 條第 1 項本文、485

條第 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使當事人就裁定

得以抗告聲明不服，但就附隨於本案之裁定，

亦不賦予逾越本案判決程序所得受之救濟範

圍。

2.	本例中，甲對乙之本案訴訟屬不得上訴第三審

之事件，已如前述，是依本法第 484 條第 1項

之規定，其第二審法院認乙之上訴不合法所為

之駁回裁定，不得抗告，故最高法院應依本法

第 495 條之 1準用第 442 條之規定，認乙就該

裁定所提抗告不合法而以裁定駁回之。

2	乙應得對該第二審終局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以救濟

之

1.	按當事人提起第二審上訴，若具不合程式或其

他不合法事由者，下級審及第二審法院應先命

其補正，若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應以裁定駁

回其上訴，本法第 442 條第 1、2 項、第 444

條分別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之二審上訴狀內未

具上訴理由者，第二審法院僅得定期間命上訴

人提出理由書，及準用本法第 447 條之規定或

B. 因第一小題涉及裁定得否抗告為救濟，故於法理論述中我們即先簡要敘明裁定之三種救濟方

式：不得聲明不服（無從救濟）、得以抗告聲明不服（獨立提起抗告救濟）、並受上級法院

審判（與本案訴訟一併上訴救濟）。

問題

一：

民訴

§484

Ⅰ之

規定

法理論述：裁定所具

不同之救濟方法 B

套用本案：適用民訴

§484 Ⅰ規定，抗告

不合法

問題

二：

第二

審上

訴理

由書

任意

提出

主義

法理論述：二審上訴

理由書之提出僅為任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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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而不適用裁定

補正及逾期駁回之規定，本法第442條第3項、

444 條之 1第 5項亦有規定。故上訴理由之表

明，於上訴第二審程序中僅為一任意事項，上

級審法院不得以此逕認當事人之上訴不合法而

駁回上訴。

2.	是本例中，第二審法院以乙所提上訴狀內未表

明上訴理由而認其上訴顯無理由，似嫌速斷，

其不經言詞辯論即逕以判決駁回之，似亦有違

反言詞審理主義，而具侵害當事人審級利益之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

惟本件既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已如前述，

故該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決即於宣示時確定，乙

無從以上訴方式救濟。

乙僅得於判決確定時起 30 日不變期間內，以

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由，依本法第

496 條第 1項第 1款向為判決之原法院提起再

審之訴，以廢棄原確定判決、回復原訴訟程序

為救濟。

C. 考慮救濟方式時，一定要先判斷判決原則的救濟方式：「上訴」，只有認無從上訴後，才能

考慮再審等其他例外的救濟管道。

套

用

本

案

第二審法院判決

違法

乙之

救濟

方式
C

未逾上訴

利益額不

得提起三

審上訴

僅得於判

決確定後

提起再審

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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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主張向乙購買 A 屋，已付清價金新臺幣（下同）2000 萬元，詎

乙遲未履約，乃訴請乙應將 A 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乙於審理

中抗辯，甲僅給付 500 萬元，自得拒絕履約。第一審法院判決乙

應於甲給付 1500 萬元之同時，將 A 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甲就

命其給付 1500 萬元部分，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如第二審法院認

為，原判決命甲給付 1500 萬元部分無可維持，關於 A 屋所有權移

轉登記部分，得否併予廢棄？又如乙對於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

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二審法院以乙未於提起上訴後 20 日

內提出理由書為由，裁定駁回上訴，是否合法？請詳述理由說明

之。

【105 司法官】

（配分：35 分 /165 分，作答時間：22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考到第八章「特殊判決種類型」中，關於對待給付判決之不可分性（即

最高法院 83台上 3039例 1），及【96司法官】（喬律師，喬律師的民事訴訟
法解題書，2020年 2月，頁 9-36）的同樣考點：第三審上訴要件欠缺之競合
處理（即前述最高法院 90台抗 162例），是個簡單的題目。

1	 最高法院 83年台上字第 3039 號判例：「上訴人雖僅就命其對待給付部分，提起上訴，
惟命為對待給付之判決，係將本案給付附加對待給付之條件，對待給付並非訴訟標的，
本案給付始為訴訟標的，故本案給付與對待給付具有不可分之關係，對待給付部分如
無可維持，本案給付部分應併予廢棄。」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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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對待給付判決之特性，及數個第三審

上訴要件欠缺之處理。試分述如下：

1	第二審判決應就 A屋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併予廢

棄

1.	對待給付判決者，係法院就原告之請求認被告

所為同時履行抗辯權確實存在，而以之作為原

告勝訴判決所附之條件，向為實務及學說所肯

認。而此命原告為給付之對待給付部分，與本

案訴訟標的所命被告給付之部分間具不可分之

關係，如對待給付部分無可維持，本案給付

部分亦應併予廢棄，最高法院 83 年台上字第

3039 號判例即具此旨。

2.	是本例中，第一審法院判決乙應於甲給付 1500

萬元之同時，將 A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即

屬對待給付判決，故第二審法院若認其中命甲

給付 1500 萬元之對待給付部分無可維持，關

於本案給付之 A屋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自應併

予廢棄。

2	第二審法院仍應先定期命乙補正，其未命補正即

裁定駁回乙之上訴應非適法

1.	當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時，依民事訴訟法（下

稱本法）第 466 條之 1規定，應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未委任者，第二審法院應先命其補

正；另依本法第 470、471 條規定，上訴狀內

應記載應上訴理由，未表明者，應於提起上訴

後 20 日內提出理由書，未提出者則毋庸命其

補正，第二審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2.	本例中，乙對第二審法院提起三審上訴，未委

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復未於上訴後 20 日內

前言

問題一：

對待給付

判決之不

可分性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問題二：

第三審上

訴要件欠

缺之競合

處理

法理論述

提出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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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訴理由書，則第二審法院應否先命乙補

正訴訟代理人之欠缺，抑或得逕以乙未提出上

訴理由而裁定駁回乙之上訴，理論上有二種相

異見解

⑴	毋庸命補正說：認第三審上訴採取上訴理由

書強制提出主義，乙之上訴既未於法定期間

內提出上訴理由書，其上訴即非適法，第二

審法院依本法第 471 條第 1項之規定，毋庸

命乙為補正即得裁定駁回乙之上訴。

⑵	應命補正說：認上訴人若有複數上訴要件之

欠缺，其中有應先命補正者，即應先命補正，

故第二審法院應先依本法第 466 條之 1第 4

項規定，先命乙補正由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不得逕駁回乙之上訴。

3.	上開二說固均有依據，然為保障當事人之權益，

避免架空本法所定應先定期命補正之規定，應

以後說為宜，最高法院 90 年台抗字第 162 號

判例亦具同旨。

是本例中，第二審法院應先定期命乙補正由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不得逕以乙未於 20 日內提

出理由書為由即裁定駁回上訴，法院未命補正

所為駁回裁定應非適法。

採「分列

兩說法」

判斷上訴

要件欠缺

之競合處

理 A

毋庸命

補正說

應命補

正說

採擇其一作結

套用本案

A. 本題雖然和【96 司法官】（頁 9-36）的爭點一樣，但我們刻意在「分列兩說法」的兩說中

採取不一樣的論述方式，提供給各位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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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程序題型3：家事事件程序

8



8-2

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歷史題庫

家事事件判決效力型

甲男與乙女結婚後原租屋設籍住在台中市，後因感情不睦，乙搬

回台南市娘家居住，甲則搬回桃園市老家居住，但均未遷移戶籍。

嗣甲以乙為被告，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履行同居義務之訴。

乙應訴後，兩造在訴訟上成立和解：「乙願與甲同居」，但未言

及同居地點。不久，甲以乙未返回桃園老家同居，惡意遺棄甲在

繼續狀態中，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起訴請求判准離婚，乙到庭辯

稱：伊於上開訴訟上和解後第二天至甲之桃園老家，當晚即遭甲

毆打，致不堪共同生活等語，經法院調查屬實，認乙之拒絕同居

有正當理由，判決駁回甲之訴（下稱前判決）。此判決確定後數

月，甲主張乙迄未盡履行同居之義務，再次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提起履行同居義務之訴（下稱後訴訟），乙則具狀抗辯稱：兩造

住所地在台中市，該法院無管轄權，請裁定移送台灣台中地方法

院；且本件訴訟與前次經和解之履行同居之訴為同一事件，甲不

得更行起訴等語。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就後訴訟有無管轄權？

2 後訴訟是否抵觸前判決之既判力？

3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是否應將後訴訟裁定移送於台灣台中地方法

院管轄及應如何處理乙女有關甲不得更行起訴之抗辯？	

【99 預試】

（配分：45 分／ 300 分）

析 Analysis.

本題考到家事事件法管轄及確定判決效力之問題。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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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男 乙女

甲 乙

甲 乙

桃園地方法院

戶籍：台中
居住：桃園

戶籍：台中
居住：台南

夫妻同居事件

夫妻同居事件

戊2非訟

當事人得處分

戊2非訟

得處分

乙2訴訟

得處分

成立訴訟上和解「乙願與甲同居」

桃園地方法院

桃園地方法院

(一)

(二)

(三)

離婚

訴訟標的

甲→乙：民§1052Ⅰ③

前判決

後訴訟

判決駁回甲之訴 乙拒絕同居有正當理由

有無管轄權？

有無違反既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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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小題爭點：夫妻同居事件之管轄
第一小題考到家事事件法管轄規定解釋，家事事件法第 98條就戊 2類夫妻
同居事件（家事§3Ⅴ②）之管轄，有準用婚姻訴訟程序之規定，亦同認夫
妻之住所地、夫妻經常共同居所地、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夫或妻居所地法院

具專屬管轄權，而另搭配民法第 1002條之規定，法院未裁定定其住所前，
推定其共同戶籍地為住所地，故理應專屬於其共同戶籍地的台中地方法院管

轄，而若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屬於其訴之原因事實發生地，其亦有管轄權。

直觀的來想，夫妻同居事件之「訴之原因發生地」指的應該是「夫妻曾同居

或應同居之地」，若是如此，甲既住在桃園市，又曾向桃園地方法院提起履

行同居義務及離婚之訴，應可認甲係主張其夫妻同居之地為桃園市，以此亦

可解釋桃園地方法院為其訴之原因事實發生地。當然，比較理想的做法還是

老規矩的「分列兩說法」：自行列肯、否兩說、分別臚列理由擇一作結。

2 第二小題爭點：家事事件之程序標的及既判力範圍
第二小題題目既然已經明確問到「後訴訟是否牴觸前判決之既判力」，所以

作答時便可忽略家事訴訟程序會產生的確定判決失權效，僅就既判力之客觀

範圍回答即可。

本題中，前判決係甲以惡意遺棄為由對乙提起離婚之訴，訴訟標的為「甲對

乙之離婚形成權（形成地位）」，而後訴訟係甲對乙請求履行同居義務，程

序標的為「甲對乙之同居履行請求權（請求地位）」1，兩者訴訟標的既不

相同，後訴訟當然未牴觸前訴訟之既判力。

3 第三小題爭點：管轄移送與否及和解之既判力遮斷範圍
第三小題問了兩個問題，「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是否應將後訴訟裁定移送於台

灣台中地方法院管轄」部分延續第一小題的答案，若認桃園地方法院無管轄

權時，即應將該訴訟移送至台中地方法院專屬管轄；反之，則無須移送。

而乙所抗辯的「本件訴訟與前次經和解之履行同居之訴為同一事件」部分，

因訴訟上和解亦具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故若後訴訟之攻防方法受前和解既

判力所遮斷時，確實後訴訟將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既判力。換言之，若後

訴訟所主張之事實係於前訴訟上和解既判力基準時點（即和解成立時）前既

已存在者，即受既判力遮斷；反之，若係存在於該時點之後，則無一事不再

理之效果。

1	 因「夫妻同居事件」屬戊 2 類家事非訟事件，故理論上沒有「訴訟標的」，只有「程
序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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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

本例涉及婚姻事件程序中管轄權之判斷，即既

判力範圍等問題。家事事件法（下稱家事法，另稱民

事訴訟法為本法），著眼於家事紛爭有別於財產訴訟

所具公益性，乃定有別於通常訴訟程序之特別規定，

並擴大確定判決所具效力，俾使家事紛爭得統一解

決，以避免身分關係下之不安定。

本例中，甲、乙除依家事法第 101 條第 1項，

就夫妻同居事件（屬家事 §3 Ⅴ②所定之戊類家事非

訟事件）成立和解外，甲復對乙以惡意遺棄為由提起

離婚之訴（屬家事 §3 Ⅱ②之乙類家事訴訟事件），

經前判決敗訴確定後復再提起夫妻同居事件之後訴

訟（同屬戊類家事非訟事件）。就本題設問分述如下：

1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應就後訴訟

具管轄權

1.	按夫妻同居事件專屬夫妻之住所地、夫妻經常

共同居所地、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夫或妻居所

地法院管轄，家事法第 98 條準用第 52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另依民法第 1002 條之規定，夫

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或由法院定之，法院

未定住所之裁定前，以其共同戶籍地推定為住

所。本例甲、乙既未為住所之協議，亦未經法

院裁定其住所，即推定其共同戶籍地台中為其

住所，是甲對乙所提後訴訟依上開規定，應專

屬台中地方法院（下稱台中地院）管轄。

2.	惟前開規定，亦使訴之原因事實發生之夫或妻

居所地法院具專屬管轄權，則本例中桃園地院

是否就後訴訟具管轄權，即應視其是否屬本訴

原因事實發生之甲、乙居所地而定。

前言

確定本案事件類型：夫妻同

居之和解、離婚之前判決、

夫妻同居之後訴訟

問題一

：夫妻

同居事

件之管

轄

法理

論述

原則：應由

甲、乙共同戶

籍地之台中地

方法院專屬管

轄

例外：若桃園

屬訴之原因事

實發生地，桃

園地方法院亦

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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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釋字第 452 號解釋意旨，夫妻住所之設定與

夫妻應履行同居義務並非相同，民法所定夫妻

履行同居義務亦非以夫妻住所為唯一住處，甲

既居住桃園市，前亦曾向桃園地院提起履行同

居義務之訴，並以乙未於桃園與其同居屬惡意

遺棄為由提起訴訟而作成前判決，是可認甲係

以桃園為其主張乙應履行同居之地，則應得以

桃園認作其履行同居之訴之原因事實發生地，

故依前開規定，訴之原因事實既發生於夫甲之

居所地桃園，該地之桃園地院即就後訴訟亦具

管轄權。

2 後訴訟未牴觸前判決之既判力

1.	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

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本法第 400 條第 1項定

有明文，即本法中就確定判決所生禁止矛盾及

一事不再理效果之既判力，原則僅就同一訴訟

標的之判決主文範圍內始發生，家事法第 51

條亦準用此規定。

2.	本例中，甲、乙間之前判決，係甲對乙以民法

第 1052 條第 1 項第 5款惡意遺棄為由所提離

婚之訴而為，則該訴訟當以該實體法上離婚形

成權、或認以甲、乙間離婚之形成地位為訴訟

標的，並就該法律關係生既判力。而甲對乙提

起之後請求，係以乙未盡履行同居義務為由請

求履行同居義務，則應以甲對乙之同居義務履

行請求權、程序標的為「甲對乙之同居履行請

求權」，前、後請求之程序標的既不相同，後

程序即不受前判決既判力所遮斷，即未牴觸前

判決之既判力。

套用本案：若桃園

屬訴之原因事實發

生地，桃園地方法

院亦有管轄權

問題二

：家事

事件之

程序標

的及既

判力範

圍

法理論述：同一訴

訟標的始屬既判力

客觀範圍

套用本案：前、後二

訴訟標的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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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桃園地院無須將後請求移送至台中地院管轄，

並應視甲後請求之履行同居義務之原因事實是

否受前訴訟和解所遮斷，以認定是否應禁止其

更行起訴

1.	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無管轄權者，應

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本法第 28 條定有明

文，並經家事法第 51 條準用。本例中，台中

地院固為後請求所具專屬管轄法院之一，惟桃

園地院亦具專屬管轄權已如前述，是桃園地院

無須依上開規定將後請求裁定移送至台中地院

管轄。

2.	次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家

事法第 101 條第 1項定有明文，是甲對乙最初

所提履行同居義務事件，既經兩造為和解，就

其和解之結果即具與確定判決相同之既判力，

並應以和解成立時為該既判力之基準時點，而

甲嗣復對乙提起履行同居義務事件，則該後請

求是否受前訴所為訴訟上和解之既判力拘束而

不得提起，即應視其是否已非屬該既判力時之

範圍。

詳言之，若甲係以該和解成立前已存在之事實

對乙提起後請求者，則該事實即應受前和解之

既判力所遮斷，其後請求確應受既判力一事不

再理效果所拘束而不得提起之；

惟甲若係以該和解成立後新生之事實對乙提起

後請求者，則因該事實存在於前和解既判力基

準時點後，該後請求即不受前和解既判力之拘

束，便無一事不再理之效果而得另行提起之。

問題三

：管轄

移送與

否及和

解之既

判力遮

斷範圍

若桃園地方法院具

管轄權，即無須移

送台中地方法院

後請

求所

據事

實是

否受

前和

解既

判力

所遮

斷

後請求事實若

於前和解成立

前存在，受既

判力遮斷

後請求事實若

於前和解成立

後始發生，不

受既判力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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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男以乙女為被告提起結婚無效之訴，甲男獲得勝訴之確定判決。

該判決對甲男與乙女所生之丙男有何影響？丙男應以何種方法尋

求救濟？

【98 司法官】

（配分：25 分／ 100 分，作答時間：30 分鐘／ 120 分鐘）

析 Analysis.

本題也是個混合著「特殊確定判決效力型」及「家事紛爭程序選擇型」兩

類題型的題目，不過考的算是很簡單又很基礎。

前半段的問題在考家事事件法第 48條第 1項規定的解釋，如前所述，條
文所定「對於第三人亦有效力」指的是第三人須受前確定判決所定之法律關係

狀態拘束，不得就同一家事紛爭事實再行提起訴訟，所以在本題中，「甲男以

乙女為被告提起婚姻無效之訴，甲男獲得勝訴之確定判決」時，對第三人丙而

言，甲、乙婚姻即應屬無效，連帶的將使丙成為非婚生子女。

後半段則是跟【95律師】（喬律師，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2020
年 2月，頁 12-48）相類似，在考父母子女關係應透過何種訴訟予以確定、如
何使甲、丙間回復法律上親子關係。如前所述，此種由子女提起以「回復法律

上親子關係」的訴訟，須視生父是否曾有認領行為，分別得以「認領子女事件」

及「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事件」兩種訴訟予以確定其身分關係。

Answer.答

本例涉及確認婚姻無效之訴所具判決效力擴張

之效果，及非婚生子女就其親子關係應如何以訴訟為

確認等問題。家事事件法（下稱家事法）著眼於家事

紛爭有別於財產訴訟所具之公益性，乃定有別於通常

訴訟程序之特別規定，並擴大其確定判決所具效力，

QQ
家事紛爭程序選擇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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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使家事紛爭得統一解決，以避免身分關係之不安

定。試就本例分述如下：

1	甲、乙之確定判決將生丙非屬甲之婚生子女之效

果

1.	按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所為確定之終局判

決，對於第三人亦有效力。家事法第 48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即就甲類或乙類婚姻或親子關係

事件所為確定判決，亦使第三人受該確定判決

所認定當事人間身分關係拘束，不得另行起訴

為相反之主張。

2.	本例中，甲以乙為被告提起甲類家事訴訟事件

中確認婚姻無效之訴，經獲勝訴確定判決，依

前開規定，第三人即甲、乙所生子丙亦受該確

定判決認定甲、乙間婚姻關係自始無效之結果

所拘束，丙即生非屬甲之婚生子女效果。

2	丙得對甲提起認領子女之訴或確認親子關係存在

之訴

1.	丙既受甲、乙婚姻無效訴訟確定判決所拘束，

非為甲之婚生子女已如前述，則丙依民法第

1065 條第 1 項之規定，須經生父甲另對其為

認領或撫育後，始能視為其婚生子女而生法律

上之親子關係，而若甲拒絕為認領之表示時，

則丙得依民法第 1067 條第 1 項之規定，以甲

為被告提起家事法第 3條第 2項第 3款所定乙

類家事訴訟事件之認領子女之訴，請求甲對丙

為認領。

2.	而甲若係已對丙為認領或為撫育，嗣仍否認其

與丙間之法律上親子關係時，因該親子關係存

否對丙具法律上利益，而丙亦不得再對甲提起

認領子女之訴，應認丙得另對甲提起家事法第

問題一：確

認婚姻無效

事件之確定

判決效力

法理論述

套用本案

問題二：非

婚生子女欲

建立法律上

親子關係之

程序選擇

生父未為認領：

認領子女之訴

生父已為認領

：確認親子關

係存在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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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第 1項第 3款甲類家事訴訟事件之確認親

子關係存在之訴，藉以確認兩造間親子關係是

否存在，以資除去甲、丙間法律關係不安定之

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