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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訴訟之終了 

 

 

 

訴訟之終了，一般以判決終了；然亦有非依判決而終了者，如撤回起

訴、請求之捨棄、對請求之認諾、訴訟上和解之成立。本章乃關於訴

訟終了形態之概說。 

圖 8-1 訴訟之終了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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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因法院意思而訴訟終了─以本案終局判決為主 

一  判決之成立 

 判決之意義 

訴訟之審理，由受理訴訟開始，經證據調查、言詞辯論，總算至法院為「判

決」之階段，可以說是訴訟活動之總結，因為到此為止之流程，是以「判決」

作結束。 

何謂判決？ 

判決，乃法院對訴作出回答之裁判。 

在訴訟法，法院（合議庭、獨任法官、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所表示其

判斷或意思之訴訟行為，即稱之為「裁判」。裁判可分二種： 判決、 裁定，

二者合稱「裁判」（第 1 章貳一）。 

判決，可以說是法院，作為對於「訴」應答最重要的裁判，其程序較為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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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且以應經言詞辯論為原則（民訴第 221 條，例外民訴第 249 條第 2 項、第

451 條第 1 項、第 452 條第 2 項、第 453 條、第 474 條、第 502 條第 2 項、第

436 條之 26 第 3 項），並以須作成判決書（民訴第 226 條、第 434 條、第 434

條之 1、第 436 條之 18）。判決應公告之；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應宣示之，但當

事人明示於宣示期日不到場或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不在此限（民訴第 223 條

第 1 項）。「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應宣示之」之原則，意味著法院於宣示終局判

決時，係通過「法得以言詞宣示」的行為，結束審判開始時之不確定狀態。 

裁定，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對於當事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所

為判決以外之意思表示，均為裁定。簡言之，判決以外之裁判，均為裁定。裁

定有時稱「命令」，如民訴法第 508 條，有時稱「處分」，如民訴法第 491 條第

2 項。裁定，因係就附隨的、衍生的事項，或為有迅速處理必要事項為之，故

原則上無以經公開辯論為必要，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訴第 234 條第 1 項，

雖從法條文義看，似以經言詞辯論為原則，實則多未經言詞辯論）。法院以「通

知」為意思表示者，性質上亦屬裁定（民訴第 220 條）。不過，司法院有將司法

事務官之處分，稱「裁定」者，如司法事務官辦理督促程序規範要點第 5 點第

1 項、第 7 點規定之「裁定」，均為司法事務官之「處分」，非法院之「裁定」。 

關於判決之規定，除性質上不相容外，於裁定準用之（民訴第 239 條）。 

判決與裁定，裁判主體雖均為法院，然在程序面上之慎重、嚴格性之程度

上則有差異。 

表 8-1 判決與裁定之主要差異  

 判決 裁定 

 

裁判事項 

有關權利義務之終局的或中間的

判斷之重要事項  

（例外：非本案判決）  

訴訟指揮之處置，訴訟審理之附隨的、衍

生的事項，暫定的判斷事項等要求迅速性

之事項（重視機動性、迅速性）  

審理方式 必要的言詞辯論（民訴第 193 條） 任意的言詞辯論（民訴第 234 條） 

裁判書 有一定之程式規定：判決書．簽

名（民訴第 226 條、第 227 條）。 

無一定之程式：有附理由作成書面者（民

訴第 237 條），有僅以言詞出之，記明筆

錄者（民訴第 213 條第 1 項第 5 款），有

以通知、批示出之者。 

告知方法 宣示、送達（民訴第 223 條、第

229 條） 

宣示、送達（民訴第 236 條） 

（例外：已宣示之不得抗告者，無庸送

達，民訴第 236 條第 2 項反面） 

不服方法 上訴 抗告 



第８章 訴訟之終了 
 

民訴入門 

8 - 3 

 判決之種類 

判決主要之種類區分如下： 

 終局判決、中間判決 

依能否終結訴訟程序，可分為終局判決與中間判決。 

終局判決，乃指法院使其訴訟在該審級所進行審理程序終結之判決。謂終

結，可脫離該審級之訴訟繫屬言，無論為一部或全部終結，均屬之。 

圖 8-2 終局判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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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判決，乃為終局判決之準備，就各種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於可

為裁判之程度，或請求之原因及數額俱有爭執，法院以其為正當者，所為判斷

之判決。舊民訴法第 383 條原與德日同，將訴訟程序上之中間爭點，達於可裁

判之程度者，法院就該爭點為裁判者，亦列中間判決之事由，惟新民訴法第 383

條則將之修正規定為「中間裁定」。將中間判決與中間裁定，合稱為「中間裁

判」。 

為中間判決之法院，應受中間判決主文所示之判斷之拘束（中間判決之「自

己之拘束力」，理由中之判斷則不受拘束），應以該判斷為前提為終局判決。當

事人於中間判決之言詞辯論終結前所得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通常以後即不得

提出（但，是否得為訴訟上抵銷抗辯，則有爭論），但當事人仍得主張有中間判

決之基準時以後所生事由，請求改變中間判決之判斷。不得對中間判決獨立上

訴，如對中間判決不服，須待對終局判決提起上訴，由受理之上級審判斷，由

於中間判決之拘束力不及於上級審，上級審可以就有關對中間判決之不服繼續

審理（民訴第 438 條），如上級審廢棄原審判決將全事件發回原審時，則中間判

決仍為有效，對受發回之原審法院，仍有拘束力。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之裁判事項（法院組織第 51 條之 2、第 51 條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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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條之 4）以法律爭議為限，不包含提交案件之本案終局裁判，故其性質

為中間裁判，不生大法庭能否廢棄或撤銷提交案件之原審裁判，及當事人能否

對大法庭之裁判聲請再審以資救濟等問題（參見法院組織第 51 條之 1 立法理

由）。 

 全部判決、一部判決 

依判決是否就全部請求為判決，可分為全部判決、一部判決。 

終局判決中，如在同一宗訴訟中同時就數個請求為審理，而全部之請求達

於可為裁判之程度者（民訴第 381 條第 1 項，實務上習稱「案件成熟時」），法

院於同一個判決書就全部之請求為判決，該判決即謂之「全部判決」或「全部

終局判決」。 

在同一宗訴訟數個請求中之一部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而他部（殘部）尚

未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時，法院就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之一部與他部分離，所

為之終局判決，謂之「一部判決」或「一部終局判決」。惟如法律上不許可為

一部判決與他部判決時（如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獨立當事人參加）、為一部判

決與他部判決即生內容上之矛盾時（如僅就預備的合併之先位請求為駁回之判

決，就選擇的合併之其中一請求判決駁回）、本訴與反訴乃以同一之權利關係為

基礎時（如以同一目的之形成訴訟之離婚之本訴及反訴），不得為一部判決。 

「一部判決」與「一部請求之判決」，不可混淆。一部請求，乃僅就數量

可分之債權中之一部起訴請求（本章壹二 3），就一部請求之准否所為之

判決，亦係就一部請求之訴訟上請求所為之全部為判決，非一部判決。 

補充判決，乃訴訟標的之一部或訴訟費用，裁判有脫漏者，法院依聲請或

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判決（民訴第 233 條第 1 項）。裁判有脫漏，係指法院對

於應於判決主文裁判之事項，有漏未為裁判者而言。若非應於判決主文表示者，

非裁判有脫漏；如判決主文未脫漏，然在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欄中，漏未記載該

判決主文之關於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則屬判決不備理由，非裁判有脫漏；雖

判決主文有脫漏，然如判決理由中已有所表示判決主文之意思，「亦」屬顯然錯

誤（18 聲 307 判例、41 台抗 66 判例），故除得以判決補充之外，亦得以裁定更

正（民訴第 232 條第 1 項，本章壹一 ）。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而未為宣

告，或忽視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聲請者，固非訴訟標的之脫漏，亦準用民訴

法第 233 條之規定（民訴第 394 條）。再者，同時履行抗辯、主張抵銷之請求

（民訴第 400 條第 2 項），均非獨立之請求，如有脫漏，依通說，乃「判斷之

脫漏」，而非「判決之脫漏」，依通說，不能類推適用民訴法第 233 條第 1 項補

充判決，惟如符合顯然錯誤之情形，自許職權或聲請裁定更正（民訴第 232 條

第 1 項）救濟，亦得依上訴程序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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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脫漏部分，如已經言詞辯論終結，應為補充判決時，因非參與前判決

之法官不得為之（民訴第 221 條，本章壹一 ），如法官有變更者，應更新

辯論。 

 本案判決、訴訟判決（非本案判決） 

依終局判決之內容是否與訴訟標的有關，可分本案判決、訴訟判決。 

本案判決，簡言之，即法院就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兩造爭執之權利主張

或法律關係等）所為當否判斷之判決；指就訴（本訴、反訴）之請求，或因不

服而上訴（含附帶上訴）之請求，在實體上是否有理由而為判斷之終局判決，

又稱「實體判決」、「實體上之判決」。 

訴訟判決，指法院就無關於訴訟標的之事項所為之判決，又稱「非本案判

決」「程序判決」「程序上之判決」。如以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或訴之利益，所為駁回原告訴訟之判決，雖無明文規定，依通說及實務見解，

均為訴訟判決；法明文規定之訴訟判決者，則如第二審廢棄第一審判決將該事

件發回原法院之判決（民訴第 451 條）、第二審以第一審判決違背專屬管轄而廢

棄原判決並將該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判決（民訴第 452 條）、第三審將事件發回

原法院或發交其他同級法院之判決（民訴第 478 條第 2 項）、第三審廢棄原判決

而以訴或上訴不合法為理由駁回原告之訴或上訴人之上訴之判決（民訴第 478

條第 1 項第 2 款）等均是。 

又，由於廢棄或變更原判決必以判決之程式為之（民訴第 450 條），故如原

告起訴欠缺訴訟要件，第一審誤為本案（實體上之）判決，上級審因他造合法

上訴，而原告未遵期補正或不能補正時，應以判決廢棄原判決駁回其訴，如原

告起訴未繳裁判費或繳不足額，經第一審誤為本案判決後，上級法院因被告（上

訴人）提起合法之上訴，命原告（被上訴人）補繳第一審裁判費，如原告不遵

繳，第二審應以判決廢棄第一審判決，駁回其訴（22 抗 2057 判例），又如當事

人能力本有欠缺，但第一審已就實體上而為判決，第二審即應以判決變更之，

若以裁定廢棄該判決，於法顯有違背（42 台抗 12 判例），此等情形之第二審判

決，亦係就無關於訴訟標的之事項所為之判決，故亦屬訴訟判決。 

民訴法第 249 條第 2 項「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謂「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

顯無理由」，實務上傾向限於依原告於訴狀記載之事實，縱令屬實，在法律上顯

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62 台上 845 判例），且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始足

當之（82 台上 2309 判決）；然就理論上言，依原告所訴之事實，不以其訴狀記

載為限，且經調查後，可認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亦無不可。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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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解釋上除請求與實體法上之規定顯然不合或相反者之

本案判決外，尚包括依原告所述之事實，其訴有欠缺當事人適格、訴之利益、

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欠缺訴訟判決，故此項之「判決」，有為本案判決者，有為

訴訟判決者，不能一概而論。雖有謂依此規定之反對解釋，而謂限於本案判決

始有本項之適用，訴訟判決仍應經言詞辯論（民訴第 221 條）始得為之，惟本

案判決確定後有既判力，既得不經言詞辯論以本案判決駁回原告之訴，若應以

訴訟判決駁回其訴，基於訴訟經濟（第 3 章參一）之考量，以訴訟判決與本

案判決，均具有裁判方式判決外觀之類似性，法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訴

訟判決駁回其訴，應以肯定說為是，實務結論亦同（32 上 160 判例）。 

 判決之成立 

判決之成立： 經宣示者，於宣告時成立； 經公告者，於公告時成立（參

見民訴第 231 條）； 未經宣示或公告者： 合議案件之判決，於評決時成立，

獨任法官之判決，於判決書作成時成立（參見 32 年 12 月 15 日決議、36 年 5

月 23 日決議、92 年 4 月 1 日決議）。 

判決成立之經過，可以分三個階段（要件）： 

 判決內容之確定 

當訴訟事件達於可為判決之程度（民訴第 381 條至第 383 條）時，法院為

行終局判決，直接宣示辯論終結，可知判決之基礎原則上為言詞辯論，即有關

乎確定判決之內容，判決內容之基礎須由參與言詞辯論之法官所構成之法院確

定（民訴第 221 條），如係合議裁判案件，應經評議決定之（法組第 101 條）。 

 判決書之作成 

判決之宣示應本於判決原本（原由文書作成人所作成之文書，謂之「原

本」），判決原本之作成，關係到判決內容之確定，應依法定方式記載（民訴第

226 條）。 

判決書之必要記載事項核心，在於表示判決結論之「主文」，以及何以推

論至結論之「事實」及「理由」（民訴第 226 條，惟簡易訴訟之判決，依第 434

條，得將事實及理由，合併記載其要領；小額訴訟之判決，依第 436 條之 18，

得僅記載主文）。 

主文，指法院裁判之構成中，以法律為大前提，以事實為小前提，依此推

論所生之結論；易言之，即確定裁判內容之事項，由事實及理由所生之結論，

即裁判表示結論之部分。主文，乃判決書應記載事項之一（民訴第 226 條第 1

項第 4 款）。判決種類固有多種（本章壹一 ），終局判決主文之內容，包括：

駁回原告之訴之訴訟判決、就原告訴訟上請求為當否之判斷（原告全部勝訴、

全部敗訴，或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本案判決）、訴訟費用之負擔及其比例（民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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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條以下）、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民訴第 389 條、第 390 條、第 392

條、第 436 條之 20）、對上訴權濫用制裁之罰鍰（民訴第 449 條之 1）。稱本案

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原則上限於主文所包含者（本章壹一 4 、 ）之

主文，係指本案判決主文。 

判決理由，根據當事人於辯論主張為整理、摘要出之事實，作為資料，予

以判斷，並基於實定法所導出判決主文之論理的說明。判決理由，乃判決書應

記載事項之一（民訴第 226 條第 1 項第 6 款）。理由，乃「得到結論之理論的

說明」；判決之結論，乃判決之「主文」；因此，判決理由，可簡言之為「導出

主文之理論的說明」。 

為判決之法官，應於判決書原本內簽名，此簽名乃判決書必備程式，如無

因故不能簽名，本有其依法補救規定（民訴第 227 條），故未由為判決之法官簽

名之判決書，除已宣示並非當然無效外，應認判決尚未成立（27 院 1800 解釋）。

如判決原本有法官之簽名，僅判決正本漏載法官姓名，乃得以正本與原本不符

為由裁定更正（民訴第 232 條，以下 ），與該判決之效力無涉（33 永上 272

判例）。 

判決書之種類，主要有： 判決原本、 判決正本、 判決謄本三種。依

照原本之文字、符號、圖形等完全相同之內容，所作成之書面，以證明原本之

存在及其內容，而與原本有同一效力者，曰「判決繕本」。依照法定方式作成

之繕本，附記「以上係照原本作成」，以送達各當事人，並以各一件為原則，對

於外部與原本有同一效力者，曰「判決正本」。依保存之原本作成，附記「以

上係照原本作成」，供作證明判決原本存在及其內容之用者，曰「判決謄本」。 

表 8-2 主要之判決書之種類 

由法院作成之原判決書，除供製作正本之用外，並作為應永久保存
之全部訴訟紀錄之一部。

作成者及其主要作用

判決正本

判決原本

由法院書記官依保存之原本作成，附記「以上係照原本作成」，供
作為證明判決原本存在及其內容之用。

由法院書記官依法院所交付判決原本作成，附記「以上係照原本作
成」，以之送達各當事人，並以各一件為原則。

判決謄本

 

又，判決另有副本、節本。謂「副本」，指以作為正本之預備或事務整理

為目的，而記載與正本同一事項者（按：我國學者間有以為係繕本之一種，亦

有以為係原本之一種，似均有誤會）。謂「節本」，指節取其要，以成別本者，

申言之，即摘錄原本內容之一部或重要部分而成之繕本，用以證明所摘錄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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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一部或重要部分之存在者。 

法 官 應 作 成 判 決 書 ， 其 意 義 在 於 與 當 事 人 間 之 「 溝 通 與 傳 達

（communication）」，其中理由乃判決之靈魂，法格言云「無理由之判決，非

裁判」。判決須附理由之必要性（實質的思考），在於： 為使當事人充分理解

其何以勝敗，此點為最重要之點，蓋可促進國民對司法之信賴； 可以因此加

強要求並擔保法官作慎重地判斷，除少數因易於推知結論，不附理由不致被認

欠缺慎重（民訴第 436 條之 18 得僅記載主文，解釋上應以此為限。第 10 章

貳二 1 ）外，附理由過程中，並可能於作論理思考中發現本來思考矛盾，

而修正結論； 可作為依法裁判原則之擔保，蓋在遵守法的三段論之思考過程

中，可以避免受主觀情感之誘惑而造成偏向，並可確保裁判之預測可能性；

便於上訴審之處理，蓋判決附理由，始能理解原判決之思考過程，易於判斷其

結論之當否。 

 判決之宣示 

判決因宣示而成立，並於宣示後對外生效，即為該判決之法院受其羈束；

不經宣示者，經公告後受其羈束（參見民訴第 231 條第 1 項）；是以判決經宣示

或公告後，除當事人不服得依上訴程序救濟外，為該判決之法院不得任意自行

撤銷或變更之（96 台上 2034 判決），此種判決一旦宣示，即羈束法院，不得任

意自行撤銷或變更之效力，稱判決之自己羈（拘）束力或不可撤銷（回）性（例

外：民訴第 232 條以下 ）。 

宣示之方法，乃由審判長（或獨任法官）將判決原本之主文朗讀，向外發

表，謂之宣示判決，其理由如認為須告知者，應朗讀或口述要領（民訴第 223

條第 4 項、第 224 條第 1 項）。 

由於宣示判決期間屬訓示期間（第 5 章貳二），宣示判決者如為判決以外

之法官為之者，判決之效力不受影響（通說。反對說則以為，判決作成後宣示

前皆屬秘密，為擔保判決之公正，以判決同一法官為必要）。即使逾民訴法第

223 條第 3 項「前項指定之宣示期日，自辯論終結時起，獨任審判者，不得逾

二星期；合議審判者，不得逾三星期。但案情繁雜或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之宣示，由於此期間乃訓示期間，即使逾期，亦不影響判決之效力（通說，41

台上 424 判例。但反對說有三： 以違反法律明文禁止規定，其宣示無效；

以違反逾期宣示判決期間，有違經言詞辯論應在法定記憶新鮮之宣示判決期間

內之言詞辯論主義，判決無效； 為使逾期宣示有所制裁，應解為判決無效；

逾期宣示判決，可解為判決違背法令，得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宣示期日，

不問當事人是否在場，均有效力（民訴第 225 條）。 

審判長於宣示判決後，當日將判決原本交付法院書記官；其於辯論終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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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日宣示判決者，應於五日內交付之（民訴第 228 條第 1 項，此五日之期間亦

為訓示期間）。 

 判決之確定 

書記官收受判決原本後，應製作判決正本送達於當事人，送達自收受判決

原本時起，不得逾十日，對於判決得上訴者，應於送達當事人之正本內記載其

期間及提出上訴狀之法院（民訴第 229 條，此 10 期間亦為訓示期間），上訴期

間從判決正本送達時起算，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民訴第 398 條第 1 項前段）。 

原來判決是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民訴第 398 條），逾上訴期間之上訴，

因無阻卻確定之效力，故仍以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 

圖 8-3 判決之成立與確定 

 言詞辯論終結
（第221條）

 判決之宣示
（第223條）

 判決書原本之交付
（第228條）

 判決書正本之送達
（第229條）

 判決之確定
（第398條）

《效力》
形式的確定力
實體的確定力
（既判力）
執行力
形成力

《效力》
自己羈束力（自縳性 ）

　5日之訓示期間 　10日之訓示期間 　20日之法定期間

 判決之補充（第233條）

 判決之更正（第232條）

 

合法上訴後，於上訴期間屆滿後撤回上訴，究竟於何時確定？則因是否類

推適用民訴法第 263 條第 1 項之觀點不同，而生是否溯及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

之爭論： 溯及說，此說認為「當事人對於第二審終局判決提起上訴，嗣於上

訴期間屆滿後撤回其上訴者，因原來提起上訴之訴訟行為，已因在後之撤回行

為而不存在，第二審訴訟繫屬因撤回上訴而溯及的消滅，其結果與未提起上訴

之情形相同，第一審判決應溯及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即可類推適用民訴法

第 263 條第 1 項而溯及的確定。 溯及否定說，此說認為「民事訴訟法第 398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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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判決既經當事人於上訴期間內提起合法之上訴，依上

開規定，即阻其確定，其訴訟並因而繫屬於第二審法院。嗣當事人於上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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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後撤回其上訴者，第一審判決應於撤回上訴生效時始確定」（第 9 章壹

一），即不得類推適用民訴法第 263 條第 1 項而溯及的確定。實務原見解不一，

於 2007 年後，採溯及否定說（96 年 10 月 2 日 96 年第 6 次民庭會議決議本

章貳一 1）。 

至於雖於上訴期間內上訴，於上訴期間屆滿日之後，如因上訴不合法經裁

定駁回確定，其判決確定時日為何？有： 溯及說（上訴期間屆滿時說），此

說認為，合法的上訴始生確定遮斷效（第 9 章壹一），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時

確定。 溯及否定說（裁定確定時說），此說認為，於合法期間內上訴，即生

確定遮斷效，故應於上訴駁回裁定確定時確定。 原則溯及說．例外溯及否定

說，依實務見解兼採兩說，即原則採溯及說（上訴期間屆滿時說），蓋因與未上

訴同，即仍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民訴第 398 條第 1 項，23 抗 3247 判例），

但是，當事人欲提起再審之訴，可能因判決確定日回溯至上訴期間屆滿時，而

逾再審之訴之不變期間，實務上為使免當事人影響提起再審之訴之訴訟權；例

外地採溯及否定說（裁定確定時說），認為「在上訴期間內提起之上訴，因不合

法而被以裁定駁回時，應於駁回上訴之裁定確定時，始知悉原判決確定，故對

該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其提起再審之不變期間，應自駁回上訴裁定確定時

（按：指確定日之翌日）起算」（34 院解 3007 解釋；67 台抗 495 判例）。就學

理言，應採溯及說，至於在駁回上訴裁定之抗告程序中，當事人無法斷定判決

有無確定為原因，認係不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而遲誤不變期間，許其依民

訴法第 164 條回復原狀之程序辦理為宜。 

其他判決之確定時期（時點）之判斷，尚有： 不得上訴之判決（如第三

審判決、除權判決），於宣示時，不宣示者，於公告時（民訴第 398 條第 2 項）；

得上訴之判決，當事人間有不上訴之合意時，於判決宣示時； 得上訴之判

決，上訴權人為上訴權捨棄（民訴第 439 條第 1 項）之時； 得上訴之判決，

上訴人上訴後於上訴期間內撤回上訴（民訴第 459 條）時（因民訴第 459 條第

3 項明定撤回上訴者，喪失其上訴權，故通說採撤回上訴時確定說，另說為上

訴期間屆滿時說）。 

判決確定，即無於訴訟程序內，再依上訴、抗告程序廢棄或撤銷之可能性

之效力，此判決之自己拘束力（自縛力），稱判決之「形式的確定力」（例外：

判決顯然錯誤之更正，得隨時為之，民訴第 232 條以下 ），該判決即稱之為

「確定判決」。本案終局判決確定生形式的確定力時，該確定判決之判斷內容，

所生在該訴訟判決程序外之通用力，此通用力，因係相對於形式的確定力，故

亦稱「實質的確定力」或「實體的確定力」，簡稱「既判力」。 

一般稱確定判決，多指有既判力（實質上的確定力）之確定判決，即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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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之確定判決。 

  判決之更正 

判決之更正，是指實質上不變更判決之判斷內容，並且判決書中有誤寫、

誤算或其他顯然錯誤，就判決書加以訂正、補充，以使判決書能夠完整，所承

認的制度，藉以除去既判力範圍之不明確，排除強制執行或者廣義之執行（如

不動產登記、戶籍登記等）所生之妨礙。蓋判決不過為顯然錯誤之情形，若非

經上訴不得訂正或補充，徒增當事人負擔，故許以一定之要件，以簡易之方法

（裁定）訂正、補充之。 

判決原本得以裁定更正之，其原因限於判決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

然錯誤者（民訴第 232 條第 1 項上段），其正本雖由法院書記官製作，然如與原

本不符者，亦由法院以裁定更正之（民訴第 232 條第 1 項下段）。謂「顯然錯

誤」，指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意思明顯不符者而言，故判決理由中所表

示之意思，於判決主文中漏未表示者，「亦」屬顯然錯誤（18 聲 307 判例、41

台抗 66 判例），故亦得以判決補充之（民訴第 233 條，本章壹一 ）；此之

顯然錯誤，並應包括當事人姓名或名稱之錯誤在內，關於當事人姓名或名稱之

錯誤，祇須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不變，實際上由該當事人參與訴訟，雖原告

起訴所主張被告之姓名或名稱錯誤，並經法院對於姓名或名稱錯誤之當事人為

裁判，仍應有上開法條之適用（69 台職 3 判例）。 

表 8-3 判決更正之對象及要件  

更正之對象 更正之要件 法依據 

原本 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  民訴第 232 條第 1 項上段 

正本 與原本不符 民訴第 232 條第 1 項下段 

判決之更正，法院得「隨時」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之（民訴第 232

條第 1 項上段）。故不問何時，即在上訴中或確定後，均得依聲請或依職權為之，

且不因當事人執為上訴理由予以指摘而受有限制（77 台抗 82 裁定）；並且，下

級審判決確定後發現有誤寫之情形，該訴訟事件雖曾繫屬於上級審，下級審法

院亦得以裁定更正之（31 院 2313 解釋）；下級審法院判決有誤寫情形，上級審

法院亦得自行於上級判決中，予以訂正、註明（73 年度第 1 次民事庭庭長會議

決定 、第 8 次庭會議決定 ，74 年第 12 次民事庭會議決定）。 

更正判決之裁定，應附記於判決原本及正本；如正本已經送達，不能附記

者，應製作該裁定之正本送達（民訴第 232 條第 2 項）。 

對於更正或駁回更正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但對於判決已合法上訴者，

不在此限（民訴第 232 條第 3 項），即不得以抗告程序聲明不服，蓋如已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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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應由上級審一併處理，故以但書限制之。 

至於判決書後書記官附記事項（教示語句）、和解筆錄，因製作權人為法

院書記官，法院（法官）無權以裁定更正之，書記官有誤寫、誤算或類此之顯

然錯誤者，得類推適用民訴法第 232 條，由書記官以處分更正之（32 院 2515

解釋、43 台抗 1 判例）。對於書記官之處分，得提出異議（異議之期間法無明

文，應類推適用抗告期間之規定），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訴第 240 條第 2 項）。 

又，司法事務官之處分書，有誤寫、誤算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解釋上亦

應類推適用民訴法第 232 條，由司法事務官以處分更正之。對於司法書記官之

更正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 10 日之不變期間內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為異議有理

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類推民訴第 240

條之 4 第 1 項前段、第 2 項）。 

二 確定判決之效力 

本案判決確定，如同前述，即發生兩種效力： 形式上的確定力； 實質

上的確定力。前者，指沒有廢棄或撤銷之可能性；後者，指既判力。本案判決

確定時，無論其訴訟類型（第 3 章貳二），均生既判力，確定之給付判決，並

生（狹義的）執行力；確定之確認判決，僅生既判力；確定之形成判決，並生

形成力。 

表 8-4 訴訟類型及其請求、判決種類、本案確定判決之效力  

訴訟類型 訴訟上之請求 判決種類 判決之效力 

給付訴訟  命被告為依原告「給付請求

權」內容之給付  

原告勝訴＝給付判決  既判力．執行力  

原告敗訴＝確認判決  既判力  

 

確認訴訟  

「實體法上之權利、法律關

係或其基礎事實之存否；證

書之真偽」之確認 

原告勝訴＝確認判決  既判力  

原告敗訴＝確認判決  既判力  

形成訴訟  依原告之「形成訴權」，宣

示權利或法律關係之變動 

原告敗訴＝確認判決  既判力  

原告勝訴＝形成判決  既判力．形成力  

註：「訴訟上之請求」欄內粗黑體字，為各訴訟類型之訴訟標的（第 3 章肆一 、 ）。 

 既判力 

 意義 

雖民訴法第 400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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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曰「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即指本案判決。

但是，法文所稱之「既判力」，究竟何指，民訴法沒有加以定義。 

不過，「既判力」之意義，卻是民訴法上必須明瞭之事項，因為它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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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為民事訴訟制度本身不可或缺之確定判決之最基本的效力，為所有訴訟類

型共通存在之效力，不單單是當事人就同一事件（第 3 章伍一 ）於判決

確定，重複起訴之判斷（民訴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400 條第 1 項），即使

非同一事件之後訴，亦應對當事人、法院有一定之拘束力。例如，甲與乙就Ａ

物之所有權誰屬有爭執，甲乃以乙為被告請求「確認原告（甲）對Ａ物有所有

權」（前訴），經法院判決甲勝訴確定後，乙無法接受該確定判決，復以自己為

原告，以甲為被告請求「確認原告（乙）對Ａ物有所有權」（後訴），因乙非請

求「確認被告（甲）對Ａ物無所有權」，訴訟標的即非「甲對Ａ物所有權之有無」，

「乙對Ａ物之所有權」有無之確認，始為訴訟標的，自非同一事件，若僅因後

訴非前訴之同一事件，而認前訴之當事人於後訴，仍得為與前訴判決判斷之結

果，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得為與前訴判決結果相矛盾之判斷，則當事人間之

紛爭，或可能永無休止，如此地不合理，相信是任何人都可想像得到。 

因此，當訴訟是以本案判決終結，並該判決一旦（形式的）確定，為達到

徹底解決紛爭，必須有終局地強制解決紛爭機制，使（形式的）確定之本案終

局判決，就判決中特定事項之判斷，產生拘束之效力，即實質的確定力（既判

力），包括： 一方面，成為規律當事人及一定範圍之第三人間法律關係之基準，

不得為與前訴既判事項內容相反之主張或聲請（不得為既判事項之重複審判之

主張，以及與既判事項內容排斥之主張或抗辯）；簡言之，乃既判力之對當事人

之拘束力（既判力之消極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羈束法院，即後訴之法院

受前訴既判力所確定之判斷內容拘束，以該判斷內容為前提，作為後訴審判之

基礎；即既判力之對後法院之拘束力（既判力之積極的作用）；此判決對法院

之稱羈束力，稱判決之自縛性或判決之羈束力。此兩種作用，從均為支持既判

力言，應解為立於相互補足關係。 

圖 8-4 既判力之意義 

羈束力←有關同一事件在訴訟程序內之拘束力判決效

既判力←在後訴中對當事人及法院之拘束力

自縛性←判決對法院本身之拘束力

 

 既判力於後訴之作用 

前訴確定判決之既判力，經常是在後訴產生作用。此作用有三種態樣。 

１ 後訴之訴訟標的與前訴之訴訟標的同一（同一關係） 

當後訴之訴訟標的與前訴之訴訟標的同一時，如甲以乙為被告，請求「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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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甲對Ａ物之所有權存在」，經受本案判決敗訴確定後，甲復提起相同之訴訟；

同上例之前訴，如判決甲勝訴確定後，乙復以甲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甲對Ａ

物所有權不存在」。（第 3 章伍一 ） 

例 8-1 既判力之作用 3 類型之 1-同一關係 

確認所有權存在
甲

同一關係例1

乙

判決結果：甲敗訴

甲

同一關係例2

甲

乙

返還消費借貸
乙乙

確認消費借貸債務不存在

前訴 後訴

後訴

既判力之作用含：①不得與前訴基準時之判斷，相反之主張、矛盾之判斷。
　　　　　　　　②以前訴基準時之判斷為前提，審查其後新事由之有無。

判決確定後 甲

所有權不存在

確認所有權存在作用

前訴

消費借貸返還請求權存在
（含確認債權存在）

判決確定後

判決結果：甲勝訴

作用

 

此種同一關係之形態，前訴本案判決確定後，無論前訴勝敗結果，後訴有

與前訴判決同一關係之判斷事項者，後訴法院應以前訴言詞辯論終結前，前訴

判決同一內容為判決基礎，為裁判： 後訴原告如無前訴既判力基準時後之新

主張，則後訴訴訟標的為前訴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以同一事件裁定駁回（民

訴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 後訴原告提出前訴既判力所不及（言詞辯論終結

後）之新事由（例如例 8-1 同一關係例 1 甲之所有權取得事由；例 8-1 同一關

係例 2 乙之言詞辯論終結後之清償事由），則後訴法院應為審理結果與前訴判決

內容不相衝突之本案判決，即應以前訴言辯論終結時之判斷為前提，就其後所

主張新事由有無為實質審查，以新基準時就新事由之判斷之本案判決。後訴原

告如無前訴既判力基準時後之新主張，後訴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民訴

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 

２ 前訴之訴訟標的為後訴請求之先決問題（先決關係） 

後訴請求之先決問題，如為前訴之訴訟標的時，則前訴關於此後訴之先決

問題之判斷（既判力），就當事人及一定範圍之第三人，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

法院亦不得再為矛盾之判斷。 

例如，甲以乙為被告請求「確認原告對Ａ土地所有權存在」，獲勝訴判決

確定後，甲復本於物上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以乙為被告請求「被告乙應將

Ａ地上之建物拆除，將Ａ地返還原告」，此例雖前訴之訴訟標的為「甲對Ａ地之

所有權（有無）」，後訴之訴訟標的為「甲就Ａ地對乙之物上請求權（有無）」，

訴訟標的不同，但由於關於後訴之先決問題，乃前訴之Ａ地之所有權，後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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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應以前訴判決之既判力，作為判斷基礎，即以於前訴事實審言詞辯論終時甲

就Ａ地有所有權為前提，就其對乙是否得行使物上請求權為審理。 

例 8-2 既判力之作用 3 類型之 2-先決關係 

訴訟標的

甲之所有權

甲

前訴

確認所有權存在

後訴

乙 甲 乙
 所有權物上請求

原因：①甲所有，②乙占有

訴訟標的

甲之所有權物上請求權

前提

甲之所有權

既判力之作用

※後訴法院應以前訴基準時之判斷為前提
 

３ 後訴請求與前訴請求矛盾（矛盾關係） 

例如上例甲與乙就Ａ地之所有權誰屬有爭執，甲乃以乙為被告請求「確認

原告（甲）對Ａ地有所有權」（前訴），經法院判甲勝訴確定後，乙復以甲為被

告請求「確認原告（乙）對Ａ地有所有權」（後訴），由於民法上就同一物上不

允許有內容不相容之物權，即不能成立二個以上之不相容之物權，即所謂「一

物一權主義」，Ａ地無法承認既屬甲所有，同時又屬乙所有，即使乙於前訴僅單

純否認甲之所有權，甚或以其始為Ａ地所有權人為由，否認甲之所有權，後訴

乙主張對Ａ地有所有權，雖與前訴之訴訟標的不同一，本於一物一權主義，後

訴請求即應以確定判決確認甲對Ａ地有所有權為基礎，以本案判決判決原告

（乙）敗訴，即使前訴未主張其對Ａ地有所有權，於後訴始為主張，亦為前訴

判決之既判力所遮斷。 

例 8-3 既判力之作用 3 類型之 3-矛盾關係 

訴訟標的

甲之所有權

甲

前訴

 確認所有權存在

後訴

乙 乙 甲
 確認所有權存在

訴訟標的

乙之所有權矛盾

一物一權主義

 

又如，債務人於債權人前訴返還消費借貸請求，受敗訴判決確定後，經債

權人強制執行獲得清償後，復以債權人為被告，主張未曾向債權人借貸，請求

債權人返還強制執行獲償金額之不當得利，由於前訴之消費借貸返還請求權與

後訴之訴訟標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無法同時併存，所以前訴對後訴具有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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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關係之既判力作用，後訴法院應以前訴既判力之債權人消費借貸返還請求權

存在之判斷，作為後訴判決之基礎。 

 既判力之雙面性 

既判力對當事人就前訴判決之既判力所生之作用，無論有利、不利，皆受

其拘束，通稱為「既判力之雙面性」。 

雖既判力之作用，通常對前訴之勝訴當事人有利；不過，也有對於前訴之

勝訴當事人不利之情形，前訴之勝訴當事人不得拒絕承認該不利情形所產生之

作用，簡言之，當事人都不能就前訴有既判力之判斷事項，要求再度審理。例

如，甲請求確認與乙間租賃關係存在（前訴），判決甲勝訴確定後，甲乙因租

金數額協議不諧，乙乃起訴請求法院核定地租，並請求給付地租（1999 年民法

修正前類推適用民法第 876 條，81 台上 2847 判決；修正後適用或類推適用民

法第 425 條之 1 第 2 項。但有反對說）（後訴）。前訴判決既已確認甲乙間之

租賃關係存在，後訴當事人甲、乙受前訴關於租賃關係存在判斷之拘束，甲不

能以乙於前訴主張關於租賃關係不存在為由，再為主張租賃關係不存在、拒絕

給付租金，後訴法院亦受前訴法院關於租賃關係存在判斷之拘束。 

例 8-4 既判力雙面性解說例  

甲
前訴

確認租賃關係存在

後訴

乙

乙

甲既判力之作用

1.核定租金
2.給付租金

判決結果：甲勝訴確定 租賃關係存在

→對甲不利部分，亦有作用
（既判力之雙面性）

 

又如，甲與乙就甲所有土地上之違章建築所有權誰屬有爭執，經乙對甲提

起確認房屋所有權存在之訴（前訴），經判決乙勝訴確定後，甲基於土地所有

權物上請求權對乙提起拆屋之訴（後訴），乙於後訴不得再主張系爭房屋無所

有權而無拆除該屋之處分權。又如，甲與乙就特定土地所有權誰屬有爭執，經

甲對乙提起確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訴（前訴），經判決甲勝訴確定後，乙因該

土地崩落損及其土地下方之房屋，對甲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後訴），甲於後訴

不得再主張該土地非其所有。 

 既判力之範圍之依訴訟標的限定其範圍（物的界限、既判力之客觀的範圍） 

既判力之範圍有其界限： 物的界限、 時的界限（以下 ）、 人的界

限（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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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既判力之範圍 

既判力之範圍

主觀的範圍＝人的界限←主體

客觀的範圍＝物的界限←權利關係（實體）

時間的範圍＝時的界限←時間（程序）

 

先就既判力之物的界限，說明之。 

１ 以有關訴訟標的之判斷為限，即限於主文之判斷 

在訴訟審理中，當事人就訴訟標的應判斷有關之各種權利義務關係，亦會

爭執，法院也會在判決中就相關爭執作判斷；不過，此等判斷並不生既判力，

因為生既判力者，僅限於訴訟標的之判斷，因既判力須依訴訟標的限定其範圍，

學理上稱既判力之「物的界限」或「客觀的範圍」。例如，原告對被告起請求確

認某物所有權存在之訴，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判決理由中關於所有權取得原因

為買賣、得自被告贈與、得自第三人之贈與、所有權時效取得、與他人互易取

得…等等，僅關於原告有所有權之判斷有既判力，關於所有權取得原因之判斷

無既判力。 

例 8-5 判決之訴訟標的與判決理由中判斷之既判力有無  

所有權

原告
確認所有權存在

（買賣、贈與、時效取得……等）

訴訟標的之判斷

被告

所有權取得原因

有既判力
（訴訟標的之客觀的範圍）

判決理由中之判斷 無既判力

 

由於本案判決之判決主文，乃表示訴訟上之請求之判斷，故一般謂「確定

判決之既判力，僅以主文為限而不及於理由」（如 18 上 1885 判例、73 台上 3292

判例、103 台上 514 判決），意謂著「既判力限於主文之判斷」，即主文所顯示

之訴訟標的之判斷，並且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即「判決理由中之判斷」不生

既判力。換言之，謂「既判力僅以主文之判斷為限」之主文，乃指本案判決之

主文，其餘程序上之判決（訴訟判決關於訴之利益、權利保護必要、當事人適

格之訴訟要件欠缺之判斷）不包括在內；並且以判決主文中所顯示關於原告請

求之權利或法律關係（訴訟之請求、訴訟標的）之存否、當否之判斷部分，始



第８章 訴訟之終了 
 

8 - 18 

有既判力，非關訴訟標的之附隨的裁判（如假執行、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訴訟

費用之裁判），雖附隨於本案判決之判決主文，仍無既判力可言。 

何以既判力之範圍須以主文之判斷為限？分兩方面言： 就當事人方面

言，由於當事人攻擊防禦之對象即求為判決之對象，乃成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之存否，自應尊重當事人之意思，至於訴訟標的之前提問題究竟是否列為要求

判決之對象，本應委由當事人自由決定，就當事人在關於訴訟之始至訴訟結果

為止間之過程而言，具有確保當事人訴訟活動自由選擇之意義。 就法院方面

言，如果法院對於攻擊防禦方法之審理順序沒有限制，可以自由選擇時，則法

院任意就攻擊防禦方法中之權利或法律關係加以判斷，進而產生既判力之拘束

力，並不妥當，因此只能於賦予關於訴訟標的存否之結論即主文，有拘束力。

簡言之，既判力範圍之所以限於主文之判斷，乃在於確保訴訟過程中私的自治

原則及自由心證主義。 

２ 以判決主文為限，尚須作就「主文所包含者」解釋之情形 

不過，實際上之判決主文，依實務向來之慣行記載，多未能明確表示既判

力之客觀範圍，例如： 原告本案敗訴判決之判決主文，為「原告之訴駁回」；

原告金錢給付請求勝訴之判決主文，為「被告應給付原告○○元」； 原告請

求裁判離婚勝訴判決主文，為「准原告與被告離婚」，皆無法僅從判決主文明確

判斷關於原告之請求（訴訟標的）之判斷內容。因此，謂既判力「惟於判決主

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不及於理由」，仍有須參照原告起訴狀所載「訴

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民訴第 244 條第 1 項第 2 款）、判決書內之「事實」及

「理由」（民訴第 226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6 款）斟酌之必要。 

又，如原因事實為所有物租賃期間屆滿後請求遷讓房屋，究竟係以本於所

有權返還請求權或占有物返還請求權為權利主張（訴訟標的），還是依租賃期間

屆滿之回復原狀返還請求權為其權利主張（請求權競合之情形第 3 章肆二），

非參照判決理由無從判斷。 

表 8-5 訴之三類型及其本案判決之種類、效力、既判力之客觀範圍 

訴之類型 判決結果 判決種類 判決之效力 既判力之客觀範圍 

給付之訴 原告勝訴 給付判決 既判力＋執行力 被告之給付義務存在  

原告敗訴  

確認判決 

 

既判力 

被告之給付義務不存在  

確認之訴 原告勝訴 請求之權利關係之存在或不存在  

原告敗訴 否定之權利關係之存在或不存在  

形成之訴 原告敗訴 形成訴權（要件、原因）不存在  

原告勝訴 形成判決 既判力＋形成力 形成訴權（要件、原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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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一部請求與餘額請求 

在理論上言，既判力之物的界限是否僅止於判決之權利範圍即「主文所包

含者」，學說上仍不無爭論，顯著之例為「一部請求之判決」。 

一部請求，指僅就數量可分之債權中之一部起訴請求，又稱「量的一部請

求」。因民法上之特定的債權，其數量可分的債權，為金錢債權、替代物債權，

故再細言之，指「以數量可分的給付之金錢或替代物為目的之債權，債權人就

其中一部分割為任意的一部之請求」。 

一部請求之問題之所在，在於：前訴為一部請求經本案判決確定後，後訴

之餘額之請求，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亦即後訴之餘額請求是否被前訴判

決既判力所遮斷，有如將一個食材以刀切一部分，交由廚師調理，剩餘部分則

冷凍保存，留作其他料理用，惟剩餘食材將由何人（料理人之法院．法官、委

託料理之原告）為冷凍等處理，即成問題。 

相關學說頗為複雜，然依目前之通說及實務見解，債權人就數量可分之債

權，得以明示為一部請求，作為後訴餘額請求適法之條件（69 台上 1399 判決、

89 台上 71 判決、94 台上 1677 判決，63 年第 1 次民庭庭長會議決定 ），並且，

其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仍以該起訴之聲明為限度，且祇就該已起訴部分有中斷時

效之效果，其因「一部請求」而起訴之中斷時效，並不當然及於嗣後將其餘殘

額擴張請求之部分（94 台上 1677 判決）。 

又，如前訴明示為一部請求訴訟，然受判決敗訴確定後，復起訴請求餘額，

通說以雖後訴非同一事件，然前訴判斷須以餘額給付請求權不存在為前提，對

後訴餘額請求，應以違反誠信原則為由，以判決駁回之。 

圖 8-6 通說下一部請求之訴訟標的、審理範圍、既判力之範圍  

      殘部（餘額）訴訟標的 一部

前訴 後訴
以明示為必要

債權全體

一部 殘部（餘額）

前訴非全部勝訴時，除有特別
情形外，後訴違反誠信原則。

審理範圍

訴訟標的

 

不過，於如交通事故等身體受侵害之損害賠償訴訟（前訴），經判決原告

（被害人）勝訴確定後，發現有後遺症（同一事故所遺留而引發之其他病症），

再就後遺症之損害賠償為追加請求之訴訟（後訴），則後訴是否適法，即後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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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前訴訟既判力客觀範圍擴張所及而違反重複起訴禁止原則，不無疑問。

就此問題，學說均持肯定說，只不過就後遺症追加請求之後訴，在理論上如何

承認其適法性之技巧性的理論根據，各有不同見解而已，例如： 「餘額請求

說」（雖承認後遺症為同一事故之舊損害，然因前訴顯然僅為除後遺症外之一

部請求，後訴之追加請求非前訴請求範圍，即非前訴之既判力客觀範圍所及）、

「新損害說」（或稱「（與前訴之）訴訟標的不同說」）、 「既判力時的界限

說」（即後遺症之損害為前訴既判力基準時後之損害，為前訴判決既判力所不

及）、 「欠缺期待可能性說」（前訴期待當事人主張後遺症之損害，事實上不

可能，為其實體權之程序上保障計，故應允許當事人再訴追加請求）等等。  

表 8-6 通說下一部請求之主要問題之結論  

問     題 結   論 

前訴未明示為一部請求之餘額請求  不可 

前訴已明示為一部請求勝訴後之餘額請求  可 

就後遺症之損害請求賠償之後訴  可 

因一部請求訴訟時效中斷之範圍  明示時，一部；未明示時，全部  

明示為一部請求訴訟受敗訴判決後之餘額請求  不可（因為違反誠信原則）  

附帶一提者，如果債權人就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一部為訴訟上之請求，雖其

債權存在然其請求有過失相抵（民法第 217 條）之情形，學說上就過失相抵部

分，究竟應先從何部分為相抵？有三說： 外側說，原告之債權額算定後，以

法院所認定全部債權額為基礎，從訴求債權中未請求部分先行相抵。亦即，全

部債權額之外側開始相抵，相抵後之餘額低於請求餘額時，其餘額為應容認

額；大於請求額時，應容認全部之請求額。 比例分別計算說（按分說），過

失相抵之效果，應按訴求債權中起訴請求部分與未起訴請求部之比例產生；判

決結果，乃應僅就起訴之一部請求，依過失比例相抵。 內側說，過失相抵效

果之思考，應該從原告起訴請求部分，即其內側開始；亦即應從債權總額中所

起訴（一部）請求部分先行相抵。以總額 100 萬元損害中為 40 萬元之一部請求，

法院認定原告損害 100 萬元，惟過失比例為 5 分之 3 為例，採外側說者認應判

決原告全部即 40 萬元勝訴，採比例分別計算說者，認應判決原告一部勝訴、一

部敗訴，一部請求 40 萬元中 16 萬元勝訴、其餘 24 萬元敗訴，採內側說者認應

判決原告全部敗訴。以上三說，就結果言，從被害人即原告合理的意思言，以

外側說較為合理，通說及日本判例（最高裁昭和 48 年 4 月 5 日判例）採之。上

例如原告於判決確定後復就餘額 60 萬元再訴請求，前訴如係依比例分別計算說

或內側說判決，後訴仍屬合法，後訴法院應為本案審理、本案判決，惟前訴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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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外側說為判決，前訴判決之既判力範圍不及於後訴之餘額之請求，後訴亦非

重複起訴，固不待言，然解釋上，前訴關於從外側為過失相抵之判斷，基於誠

信原則對於原告仍具有既判力以外之拘束力，不得主張仍然存在，後訴法院應

以其請求在實體上無理由，為原告敗訴之本案判決。 

圖 8-7 一部請求與過失相抵之判決  

100萬元中40萬元之一部請求

法院認定原告之過失比例：百分之60

原告

過失相抵40萬元

被告 外側說

內側說

比例分別計算說（按分說）

16萬元

0元
註：數字為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之數額

過失相抵

過失相抵過失相抵

過    失    相    抵
    
抵

      

            
容認額（被告應賠償額）之計算：

100萬× （1－0.6）＝40萬外側說

比例分別計算說 40萬× （1－0.6）＝16萬

內側說

                    
100萬 × 0.6＝60萬

40萬＜60萬⇨0

 

４ 既判力限於「主文所包含者」原則之明文例外 

主張抵銷之請求，其成立與否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

（民訴第 400 條第 2 項）。此乃前述「既判力僅以主文之判斷為限」、「判決理由

中之判斷不生既判力」原則之明文例外。解讀此項規定法文之重點，有三： 

「主張抵銷之請求」之情形，有二種： 「訴訟上」之抵銷之主張（訴訟

上抵銷抗辯），即被告於訴訟前及訴訟外未為民法上抵銷之意思表示（民法第

335 條第 1 項），於言詞辯論時始為主張抵銷之抗辯。 「訴訟外」之抵銷之主

張（訴訟外抵銷事實之主張、訴訟外抵銷效果之主張），即被告事先於訴訟繫

屬前，或訴訟繫屬後之訴訟程序外，行抵銷之意思表示，使原告訴求債權消滅，

而為此事實主張之抗辯。 

「有既判力」之範圍，「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之「主張抵銷之額」： 「主

張反對債權之額＜訴求債權存在額」→主張之反對債權之額。 「主張反對債

權之額＝訴求債權存在額」→主張反對債權之額。 「主張反對債權之額＞訴

求債權額」時→與訴求債權同額之反對債權額。 

「有既判力」之具體的內容，以「訴求債權存在額≧主張抵銷之反對債權

額」為前提，並依「其成立與否經裁判者」而有不同： 裁判不成立者，即於

法院判斷反對債權不存在，認為抵銷抵銷抗辯不成立，而容認訴求債權請求判

決確定者，則「反對債權不存在」之判斷，有既判力，此點並無爭論。②裁判

成立者，即於法院認抵銷抗辯成立而駁回訴求債權請求確定時，則有二種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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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見解，反對債權抵銷後之結果「反對債權不存在」之判斷，有既判力，

即足矣； 第一種見解，「訴求債權、反對債權均存在，並因相互抵銷而消滅」

之判斷，有既判力。似以第二種見解為是。不過，無論採取何種見解，當事人

若提起後訴，就其前訴之訴求債權或反對債權為主張，均將因前訴判決之既判

力而被阻止，就結果而言，實無不同。 

訴訟上之抵銷抗辯，與其他抗辯不同，一般之抗辯與訴訟有關，訴訟上之

抵銷抗辯，反對債權與原告之訴求債權不以有對價關係為限，惟以使與反對債

權之主張抵銷之額相當之訴求債權消滅為目的，為免已為訴訟上之抵銷抗辯之

反對債權，「成立與否經裁判」者，該裁判非屬原告起訴之訴求債權之範圍，即

非原告請求之訴訟標的，未直接於判決主文為判斷，形式上固非「主文所包含

者」，而是在判決理由中之判斷，但由於以反對債權作為訴求債權之訴訟上抵銷

抗辯客體，所主張抵銷之額即主張抵銷之請求，亦生訴訟繫屬之效力（91 台抗

385 裁定。但實務多以 29 上 1232 判例為據，持反對說），其成立與否經判決者，

亦間接於判決主文顯示，有必要以既判力限制反對債權之重複請求，或與前訴

判斷相反之主張、先後矛盾之判斷。 

又，如訴求債權為明示一部請求，被告為訴訟上抵銷抗辯，通說亦採外側

說，因民訴法第 400 條第 2 項規定，成立與否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

有既判力，其訴求債權判決範圍及訴訟抵銷抗辯成立與否經裁判之既判力範圍

例示如下。 

圖 8-8 對明示一部請求為訴訟上抵銷抗辯，依外側說之判決及既判力範圍  

反對債權認定額
設例⑵(100萬元)

訴求債權總額（800萬元）      

      訴求債權一部請求額（600萬元）

      

反對債權主張額（600萬元）

      原告請求勝訴額（400萬元）     反對債權認定額設例⑴（400萬元）

      原告請求勝訴額（600萬元）

      

 

反對債權抵銷抗辯之既判力範圍
 

 既判力之基準時（時的界限） 

既判力之其基準時（標準時、時的界限）為「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時」。

民訴法第 226 條關於判決書應記載事項之第 1 項第 3 款「訴訟事件；判決經言

詞辯論者，其言詞辯論終結日期」，以使既判力之基準時點顯現於判決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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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要有既判力之基準時，其根據在於對判決之「時間的及資料的」限制。 

用為對一個小孩成長過程照相比喻，民事訴訟之判決就像一張成長相片，

民事判決既判力所確定事項之私法上之權利關係，就像是相片所看到般的「往

昔的面貌狀態」。本來，其權利關係是從過去到現在，甚至向未來存續，時時有

所變動；然而，訴訟是從一定之時點開始，到一定之時點結束，法院一旦作出

判決，不過是表示某時點之判斷，小孩成長相片受到拍攝時點限制，不能拍出

未來的成長照片，法院為判決之訴訟資料，在訴訟法上本來就受時間限制，無

法依據未來的訴訟資料判決。 

確定判決，如係第一審判決，判決所依據者為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訴

訟資料；如係第二審，判決所依據者為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訴訟資料；至

於第三審，因其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民訴第 476

條第 1 項），僅於行言詞辯論為之（民訴第 474 條第 1 項），而於言詞辯論筆錄

記載當事人陳述之事實，得斟酌之（民訴第 476 條第 2 項）；當時之權利關係，

就好像拍成長相片之「當時（往昔的）模樣」輸出之照片，在言詞辯論終結時

至判決確定期間內，有可能發生很多事由，此新生事由無從於在言詞辯論終結

時知悉。此即何以既判力之基準時，為「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緣由。 

不許本於基準時前已存在之事由，再就基準時之訴訟標的之存否為爭執，

此種效力，通稱既判力之「遮斷效」或「失權效」。 

關於既判力之基準時前，得行使之實體法上形成權而未行使，於判決確定

後可否行使？向來有三說： 全面排除說（向來之通說），既判力之遮斷效，

不可加以限制，亦即遮斷效並無例外，無須就基準時前存在之撤銷權或形成權，

作例外的解釋（特殊的處理）。 全面容認說，與全面排除說完全相反，認為

所有形成權之行使，皆應容認。 折衷說，訴訟上行使形成權之性質，與既判

力之時的界限有密切關係，並且不同之形成權，各有其特質，應依各形成權之

內容、特質，作個別的檢討，不能一概而論 。應以折衷說為是。例如，甲以其

與乙間之買賣契約自始無效為由，對乙提起確認買賣價金債務不存在訴訟，受

敗訴判決確定。其後，以事後發覺該買賣契約乃受詐欺而為，已依法撤銷為由，

復對乙提起確認買賣價金債務不存在訴訟，如有無法期待甲於前訴基準時前知

悉受詐欺之事實時，則甲所為詐欺撤銷之主張，不受前訴判決既判力遮斷效所

遮斷，後訴之提起，仍屬合法，即非前訴之同一事件。 

試對照圖 8-9 說明之，設撤銷權事由之發生於Ａ時點，買受人所為撤銷之

意思表示，如以通知為之，自以到達出賣人時生效（民法第 95 條、52 台上 1278

判例），買受人固可能於Ｂ時點查覺，於訴訟繫屬中行使撤銷權，由於受詐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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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覺查，亦有可能於Ｃ時點、Ｄ時點查覺，於行使撤銷權後，於法定上訴期間

提起上訴，以為救濟；然亦有可能於Ｅ時點、Ｆ時點查覺，並在法定除斥期間

（民法第 90 條）內，如依通說認既判力之遮斷效，不可加以限制，則等同剝奪

買受人實體法上所賦予之撤銷權，有失平衡。如此看來，似以有力說為是。 

圖 8-9 既判力之發生及基準時  

前
訴
之
提
起

判
決
確
定

後
訴
之
提
起

判
決
宣
判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既判力之基準時 既判力發生

× ×××××
A EDCB F

 

至於在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已合於抵銷適狀之對原告之債權，由於得作

為抵銷抗辯，係以反對債權（即實體法上之主動債權）作為紛爭對象，是否行

使訴訟上之抵銷抗辯，應由被告自由決定之，並惟於訴訟上抵銷抗辯並其成立

與否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民訴第 400 條第 2 項），故即

使言詞辯論終結前合於抵銷適狀之債權，而未行使，仍不受前訴判決既判力所

遮斷，仍得於行使抵銷權，即無遮斷效之適用，蓋訴求債權與反對債權本屬個

別之債權，即使以反對債權為訴訟上抵銷抗辯經裁判成立，對被告言，在訴求

債權之訴訟，實質上仍係敗訴，期待其在前訴以反對債權行使訴訟上抵銷抗辯，

過於苛刻。此種債務人於訴訟終了後，行使抵銷權之目的，而在於使確定判決

所表示之債權因抵銷而消滅，即排除確定判決之執行力，可以構成債務人異議

之訴之消滅事由（強執第 14 條第 1 項）（29 上 1123 判例）。 

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得行使行消滅時效抗辯權而未行使，於經判決確定

後，同一債權重行起算之消滅時效完成後之消滅時效抗辯權，是否亦因失權而

不得主張？亦即，是否得再以言詞辯論終結前消滅時效之完成，為拒絕給付之

理由，乃至援用作為債務人異議之訴之妨礙債權人請求之異議事由（強執第 14

條第 1 項）？就此疑義，可對照民法第 13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解析如下：

消滅時效期間自受確定判決時，重行起算，並經確定判決之執行名義所定之

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五年者，因中斷而重新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

年（民法第 137 條第 2 項、第 3 項），惟原已完成之消滅時效抗辯權，因失權而

不得再援用（30 渝上 473 判例），始能重行起算。 重行起算後之消滅時效完

成後，債務人自得行使消滅時效抗辯權，唯有如此解釋，時效重行起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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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意義；而且，以債務人於前訴未行使消滅時效抗辯權為由，而剝奪其於前

訴判決確定後重行起算而完成之消滅時效抗辯權，過於苛刻也。 

圖 8-10 既判力與消滅時效抗辯權之失權  

既判力之基準時 既判力發生

× ×××××
A EDCB F

可請求時 消滅時效完成 起訴 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確定
（消滅時效重行起算）

重行起算之消滅時效完成

消滅時效

請求權

消滅時效期間① 得行使①抗辯權期間 得行使②抗辯權消滅時效期間②

問：債務人未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消滅時效抗辯（拒絕給付），受敗訴判決確定後，債權
    人為訴外請求或聲請強制執行時，得否以言詞辯論終結前時效之完成，作為拒絕給付之理由？

 

表 8-7 向來通說既判力基準時後之形成權行使之可否  

形成權之種類 可否 理由 

撤銷權 否 為附著於請求權本身之瑕疵（惟近來有力說持肯定說） 

解除權 否 同上（有反對說；亦有主張應依各別之解除權情形，分別定之） 

重行起算之消滅

時效抗辯權 

可 以債務人於前訴未行使消滅時效抗辯權為由，而剝奪其於前訴

判決確定後之重行起算之消滅時效抗辯權，過於苛刻也。 

 

抵銷權 

 

可 

訴求債權與反對債權本屬個別之債權，即使以反對債權為訴訟

上抵銷抗辯經裁判成立，對被告言，實質上仍係敗訴，期待其

前訴以反對債權行使訴訟上抵銷抗辯，過於苛刻。  

 既判力所及之人的範圍（人的界限、主觀範圍） 

１ 原則－僅存於當事人間 

既判力僅於對立當事人間起作用，蓋訴訟之判決，乃為解決對立當事人間

之紛爭，僅當事人受有程序保障（第 5 章壹），訴訟標的之範圍乃由當事人決

定（處分權主義第 6 章壹），事實主張、證據則任由當事人為之（辯論主義

第 6 章貳）。因此，作為判決結果「勝」、「敗」之效力，不得強加諸第三人，乃

為當然。此受既判力拘束之主觀範圍，僅及於該訴訟之「對立」當事人（民訴

第 401 條第 1 項）之原則，通稱「既判力之相對性」，又稱判決之相對效、相

對的解決之原則。惟關於家事訴訟之婚姻．親子關係事件、公司訴訟，則有「對

世效」（本章壹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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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判力主觀範圍之相對性原則，既指「僅及於該訴訟之『對立』當事人間」，

共同訴訟人間，非處於對立關係，彼此間並無請求、亦無要求權利關係之確定，

故共同訴訟人間不生既判力。 

２ 例外－及於一定範圍之第三人 

既判力之相對性，非絕對原則，基於事實上之必要，亦及於一定範圍之第

三人，除非屬既判力主觀範圍擴張之關於人事訴訟、公司訴訟之「對世效」（

本章肆）外，既判力亦及於一定範圍之第三人，此通稱「既判力主觀範圍之擴

張」，包括： 

 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 

見民訴法第 401 條第 1 項上段。 

謂「為當事人之繼受人」，意味著是由當事人所「傳來的」繼受之人，比如

返還房屋訴訟敗訴之債務人（被告）放棄占有，自發性的退出占有之訴訟標的

物後，有流浪漢住進，該流浪漢即不能謂為債務人所「傳來的」人。由此提及

之所謂「傳來」的要件，可以看得出「傳來」中之繼受性，乃為既判力所及主

觀範圍擴張之根據所在。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可分： 一般繼受人、 特定繼

受人。 

 一般繼受人 

一般繼受人，又稱一般繼承人，乃未為承受訴訟之人，概括繼受當事人一

切權利義務之第三人（或謂在法律上作為一體而受移轉之他人），例如自然人死

亡、法人消滅或併存的債務承擔（民法第 305 條、第 306 條）時，概括地承受

其權利義務之情形。 

 特定繼受人 

特定繼受人，或稱特定繼承人，指雖不繼受當事人之權利義務，而僅繼受

基於法律行為或法令規定（如民法第 425 條、第 923 條第 2 項），或國家處分，

而為權利或義務之繼受人。 

特定繼受人，須繼受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惟如何之判斷基準，可認為是繼

受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學說爭議不已。 

學說上有乃主張特定繼受人之判斷，應有可供判斷之形式基準者，即「形

式說」，惟以形式說為前提之所提出之判斷基準，仍無共識，主要學說有二：

依存關係說（從屬關係說、法地位依存關係說），以第三人與前訴當事人間

之「實體法上之依存關係之有無」為基準，判斷第三人是否為當事人之特定繼

受人。 適格繼受說，以從前訴之當事人「取得傳來的當事人適格之與否」為

基準，決定第三人是否為當事人之特定繼受人。由於此二說尚保有彈性，實質

的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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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主張不依形式基準，應實質判斷者，即「實質說」，實質說主張，應否

將繼受原因認為符合紛爭主體地位之移轉，一方面要公平地考量債權人、第三

人間，何者應受保護；另一方面，也要考量訴訟經濟、提高紛爭解決之實效性，

以及確保迅速、適切之訴訟進行等諸多要求之調和，綜合比較衡量以為決定。

依此說，即使繼受人之要件具備，敗訴當事人之繼受人之固有抗辯權（固有抗

辯、固有防禦方法）被容認時，後訴法院應為與前訴確定判決內容不同之判決，

即不能認為係既判力主觀範圍擴張之人。因此，「為當事人之繼受人」應附加以

「固有之抗辯權不成立」為消極的要件。 

然而，長期來論爭結果，現在學說多認為，無論以形式說為前提之諸說，

還是實質說，就判斷之結果言，均是以實體法上之地位決定之，保有彈性，實

質的差異不大。 

不過，依我國最高法院判例見解，則以訴訟標的係債權或物權為決定特定

繼受人之標準，闡述最詳盡者為 61 台再 186 判例：「民事訴訟法第 401 條第 1

項所謂繼受人，依本院 33 年上字第 1567 號判例意旨，包括因法律行為而受讓

訴訟標的之特定繼承人在內。而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

之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至法律關係，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

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惟所謂對人之關係與所謂對物之關

係，則異其性質，前者，係指依實體法規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得請求特定人為

特定行為之權利義務關係，此種權利義務關係僅存在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人

之間，倘以此項對人之關係為訴訟標的，必繼受該法律關係中之權利或義務人

始足當之，同法第 254 條第 1 項亦指此項特定繼受人而言；後者，則指依實體

法規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基於物權，對於某物得行使之權利關係而言，此種權

利關係，具有對世效力與直接支配物之效力，如離標的物，其權利失所依據，

倘以此項對物之關係為訴訟標的時，其所謂繼受人凡受讓標的物之人，均包括

在內。本件訴訟既本於買賣契約請求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自係以對人之債權

關係為其訴訟標的，而訴外人某僅為受讓權利標的物之人，並未繼受該債權關

係中之權利或義務，原確定判決之效力，自不及於訴外人某。」）。 

判例見解立論基礎在於：物權與債權有別；並且物權有對世的效力與直接

支配的效力。此立論基礎，可簡稱之「對世效之物權絕對性」（如 97 台上 1729

判決）、「物權之直接支配與保護絕對性」（如 86 台再 97 判決）。不過，若從相

關三個最直接重要之區別物權與債權之意義、物權之絕對性（絕對的效力、保

護絕對性）、物權之對世的效力等三個基本概念檢討，即可發現判例見解，未必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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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物權之區別，是德國民法之概念產物，法國民法原沒有物權及債權

的區別，然而即使採取物權、債權有所區別之立法，須知物權之成立要素，有

二： 權利人對物有支配權力（積極要素）， 權利人對社會對抗之一切權能（消

極要素），並因有此二要素，將物權定義為「直接支配一物或一權利，並且有排

他作用之絕對權也」，然所謂「直接」，係根源於或法律可直接支配物或權利而

言就物權所衍生出來的物權的請求權，與債權的請求權，同樣都是對人的請求

權 ，更應注意物權有其限制（下述）。再者，債權、物權之區別，雖在債權與

物權同時處理完成（如現物交易、以物易物、要物契約），無後續處理履約紛爭

時，感覺不到兩者的區分，但是，非同時處理時（如不動產買賣、他人之物買

賣），有助於思維釐清、處理法律問題，是具有處理實體法律問題之概念產物（工

具），原告對被告權利主張為物權，作為第三人必然為被告之繼受人，已失創造

兩者區分之概念，也誤解民訴法第 401 條「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之文義。 

即使為完全物權（物權的原型）之所有權，所謂「所有權絕對性原則（所

有權絕對之原則）」之基本用語，其「絕對性」之用語，固可分三項理解： 「絕

對不可侵性」、 「絕對的自由」、 「絕對的優越性」，民法第 765 條「所有人，

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

之規定，與日民法第 206 條、德民法第 903 條同，皆同在所有權絕對性相同之

背景而制定，並無異論。然而，現今言「所有權絕對之原則」，仍必強調並非無

例外的絕對之原則，所有權仍應受種種限制 。現在所有權之保護理論，無論是

否贊成維持所有權絕對性概念下之「自由之所有權（所有權之絕對的非拘束

性）」，因應時代變化，在法技術的法解釋論，應明白宣示限制所有權之絕對性

及自由性，即更應該強調的是「所有權之限制論」，亦無異論 ，可肯定者，所

謂「絕對性」，包括「自由之所有權」及「所有權之對世效」，絕無被解為一旦

有所有權或物權，權利人及其繼受人，即絕對的可對任何人及其繼受人主張之

可能。所有權所受限制，包括： 法令限制（法律和行政機關所頒布的命令、

對所有權限制之法律、所有人應負義務之法令等）、 私法上限制（於民法之權

利濫用、誠信原則、自衛行為）、 特別法規定（受第三人權利的限制、債法上

的拘束）。 

所謂「所有權之『對世效（對世效力、對世的效力）』」，只是為對比債權之

相對的效力，作為物權之一種之所有權，當然地認為有絕對的效力之表現 ，換

言之，即對比債權的效力，乃債權人僅能依債的關係，對債務人主張之相對的

效力；一般謂物權的效力，是指物權因法律賦予直接支配排他性，而產生不同

的效力，其共同效力包括排他效力、優先效力及物上請求權 。乃對雖無債權債

務關係人，只要符合主張物權的效力要件，亦得對之主張，故有將物權對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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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亦得對萬人之對抗可能性」。判例將以物權關係為訴訟標的之訴訟，以有

對世效力及直接支配物之效力為理由，認為其所謂繼受人凡受讓標的物之人，

均包括在內，可能是似將物權之「對世效」，誤為「得對抗全世界人之效力」，

而想當然爾。 

既判力如要及於法定繼受人以外之人，至少要有公示性，而聲請訴訟繫屬

事實之登記者，限「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

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民訴法第 254 條第 5 項），其他物權、非依法應

登記之財產訴訟，無法為具有相當公示作用之訴訟登記。 

因此，即使基於物權請求獲勝訴判決確定後，勝訴之原告或其繼受人若未

因此取得物權之直接支配的地位，受讓訴訟標的物之善意第三人，自非既判力

之主觀範圍所及；判例見解似對物權之「直接支配」「對世效」「排他效」有誤

會，而將既判力之主觀範圍之擴張之判斷基準，求諸債權、物權關係，單純化

且固定不變，造成如前訴訟原告因以占有改定（民法第 761 條）之方式取得某

動產所有權，可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請求返還，獲得勝訴確

定後，惟被告另將標的物轉賣他人，無法實現所有物之返還，即使經過數百年，

有人在公開交易市場買得該動產，符合善意取得要件（民法第 801 條、第 948

條），原告之後代（一般繼承人），仍得依 61 台再 186 判例主張原確定判決之效

力，及於該第三人。 

足見此判例有問題，為多數學說所不贊同，然為我國長期來之判例見解。 

直到最近之96台抗47裁定謂：「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所稱之繼受人，如

其訴訟標的為具對世效力之物權關係者，依法律行為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人，

雖應包括在內。惟該條項規範之目的，並非在創設或變更實體法上規定之權義

關係，有關程序法上規定之『既判力之主觀範圍』本不能與土地法及民法有關

實體法上重要權義關係規定相左，登記或善意取得動產者，因受土地法第43條

及民法第801條、第886條、第948條規定之保護，其『既判力之主觀範圍』，基

於各該實體法上之規定，即例外不及於該受讓訴訟標的物之善意第三人，否則

幾與以既判力剝奪第三人合法取得之權利無異，亦與民事訴訟法保護私權之本

旨相悖，此參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25條特於第2項規定其民法關於保護由無權

利人取得權利之規定準用之，以限制第1項所定既判力繼受人之主觀範圍自明」

（同見解，96台上1526判決），雖未直接言否定61台再186判例，但以例外解釋

作為實質上未墨守該判例之解釋方法，肯定既判力主觀範圍例外不及於受讓訴

訟標的物之善意第三人之見解，已值得肯定，無論於理論之探討或實務見解趨

向之注意，均深具參考價值。對此裁定，有學者評釋稱「此裁定第一次宣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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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既判力判決的情形下，善意取得仍屬可能，澄清了既判力之主觀範圍與善

意取得之關係，具有重大意義，值得注意與肯定」、「該裁定忽略了善意取得沒

有既判力主觀效力之適用，其前提必須具備『雙重善意』；也就是說，受讓人必

須具備『權利善意』與『訴訟繫屬善意』等雙重善意」。然值得再思者，實體私

法之善意取得之要件，是否應於法定要件之外，再加以與實體法所規定善意取

得要件無關之「訴訟繫屬善意要件」，還是不具備「訴訟繫屬善意要件」，即不

具備實體法善意取得要件之「善意」要件，如係前者，改變實體法善意取得要

件，是否適當，或尚有疑問，如係後者，則忽略之，又似屬無妨。 

應特別注意者，我國自1999年起民訴法多次修正後，已非繼受德日之民訴

法，可謂與德日不同之一部新民訴法，新民訴法修正之推手及其高徒認為，在

新法下，「我國所採當事人恆定主義已被配套有事前的及事後的程序保障程序，

有異於不如此配套而採該主義之立法例（如德國法）…起訴者循本訴訟程序所

得本案勝訴給付判決所生既判力及執行力，不論經判決之訴訟標的係債權或物

權的請求權，均原則上擴張及於該受移轉人（該善意第三人），不以其實際上已

參與該判決程序為必要前提。」、「判決效力及於訴訟繫屬中系爭物之善意受讓

人。」「不論本訴訟之請求係基於物權或債權關係，請求標的物是動產或不動產，

亦不區分該訴訟為給付訴訟或確認訴訟，本案判決係原告勝訴或敗訴，占有人

係自訴訟繫屬前或後占有標的物者，該判決之既判力均及之。」，此等見解實屬

民訴法立法及理論之創見，就結論言，可謂簡明，且無判斷及適用上之困難，

就理論言，復有完整論述支持，不可不謂有其說服力。然而，此說固未有如判

例見解「以物權的請求權與債權的請求之相異，限定既判力之繼受人」之誤，

然比判例見解更突出，進而認為「無論何種請求及勝負之確定判決之既判力，

一律及於第三人」部分，似顯違背民訴法第401條第1項及第2項之最大可能文

義，且違背「訴訟繫屬或既判力之繼受，都必須考慮善意第三人之保護，不能

破壞實體法上已發達成熟之交易上之善意取得人保護制度」。因此，個人以為，

此等見解仍不可採，關於既判力主觀範圍之特定繼受人之判斷，仍應傳統從第

三人是否「為當事人之『繼受人』」為出發點之各種傳統學說尋求。  

現在之通說，則以為原則上以適格繼受說為可取，例外得兼採依存關係

說；有力說則以為，應否將繼受原因認為符合紛爭主體地位之移轉，一方面要

公平地考量債權人、第三人間，何者應受保護，另一方面，也要考量訴訟經濟

（第 3 章參一）、提高紛爭解決之實效性，以及確保迅速、適切之訴訟進行

等諸多要求之調和，綜合比較衡量以為決定。 

 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 

見民訴法第 401 條第 1 項第 2 句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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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依通說，係指專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之利益

（利益說）（99 台抗 112 裁定）。稱「請求之標的物」，依通說，指訴訟標的為

以特定物之給付為目的之請求權時，其特定物；其「請求（權）」無論債權的請

求權，抑或物權的請求權，其「標的物」無論動產抑或不動產，均所不問。例

如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等是。 

若係為自己之利益而占有者，即非此處所稱既判力所及之占有人（70 台抗

284 裁定），如承租人基於租賃關係之占有租賃物之承租人、因質權而占有質物

之質權人，乃係為自己之利益而占有，自非既判力所及之人。 

 對於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之該他人 

見民訴法第 401 條第 2 項。此即指對於為他人（實質的當事人）而為原告

或被告（形式的當事人）之確定判決，對於該他人，亦為既判力所及。學理上

稱此情形，為訴訟擔當，訴訟擔當係基於當事人之意思者，稱「任意的訴訟擔

當」，非基於當事人之意思者，則稱「法定的訴訟擔當」；不過，是否為訴訟擔

當，及其判決之既判力，是否必然及於被擔當人，有時有爭議，例如債權人依

民法第 242 條債權人代位訴訟即是（第 4 章參四）。 

 脫離訴訟之當事人（？） 

民訴法第 64 條第 2 項：「參加人承當訴訟者，其所輔助之當事人，脫離

訴訟。但本案之判決，對於脫離之當事人，仍有效力」，謂「仍有效力」，學

說上有： 解為與民訴法第 63 條同之「參加的效力」說； 有解為與民訴法第

40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亦有效力」同之「既判力」說； 有解為「除既判

力外尚包含執行力」說； 亦有認為應以「因應參加人之利害與脫離訴訟人之

利害間之調節，依個案具體情形作衡量、調整之思考方法」，依個案各別考量

以決定其效力，或可稱之為「個別考量說」。 

 特例及於一般第三人－具有「對世效」之判決（？） 

指判決之效力，雖以裁判當事人及一定範圍之第三人為原則（民訴第 40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惟如於家事訴訟之婚姻及親子關係、團體關係等之訴訟，

影響社會秩序與國家公益，為法律關係安定，依法律規定或解釋上，使判決之

效力亦擴張至當事人以外之一般第三人，此種判決之對世的效力，學理上稱「對

世效」。例如家事法第 3 條第 1 項甲類及第 2 項乙類之家事人事訴訟（無論勝

敗，均有之）、公司訴訟（如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訴訟等，

但是否限於請求容認判決部分，始有對世效，則有爭議）。 

對世效雖學理上亦將之類型為「既判力之主觀範圍之擴張」之一，惟若非

屬法定既判力主觀範圍擴張（民訴第 40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第三人，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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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訟，因本屬欠缺當事人適格要件不適法，具備適格要件之人再行提起訴訟，

非重複起訴，反之，若具備適格要件者提起有對世效之訴訟，經本案判決確定，

對非適格之第三人，亦有效力，但該第三人非屬民訴法第 401 條第 2 項之「他

人」，若該第三人復提起相同之訴訟，非同一事件，不適用民訴法第 249 第 1

項第 7 款。 

圖 8-11 既判力之主觀的範圍  

⑴訴訟繫屬後，為
  當事人之繼受人

　例外
（擴張）

法定例外

原則：當事人間 既判力之相對性

⑵有對世的效力之
　判決之第三人

（？）

 既判力之主
 觀的範圍

⑵為當事人或其繼
  受人占有請求之
  標的物者

⑶訴訟擔當之權利
  義務歸屬主體

其他例外

⑴脫離訴訟之當事
　人（民訴第64條
　第2項）

 

 爭點效 

關於對通說「判決理由中之判斷」不生既判力質疑者，可以「後訴之訴訟

標的為前訴之請求之先決問題」時為例，由於「前訴之訴訟標的為後訴請求之

先決問題」始為既判力作用之形態，當後訴之訴訟標的為前訴之請求之先決問

題時，如前訴原告（債權人）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前訴被告再以前訴請求之

先決問題，提起消極的確認訴訟，如甲本於物上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以乙

為被告請求「被告乙應將Ａ地上之建物拆除，將Ａ地返還原告」，獲得勝訴判決

確定後，乙復以甲為被告請求「確認被告甲Ａ土地所有權不存在」，前訴之訴訟

標的為「甲對Ａ地之物上請求權（有無）」，後訴之訴訟標的為「甲對Ａ地之所

有（有無）」，訴訟標的不同，但由於關於前訴之先決問題，乃後訴之Ａ地之所

有權，並且後訴之訴訟標的乃前訴「判決理由中之判斷」，若謂前訴判決理由中

之判斷，對於後訴不生既判力之作用，則當事人仍得於後訴作相反之主張，前

訴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對於後訴法院無羈束力，則可能產生裁判上之矛盾，因此

有主張「當事人在前訴以作為主要之爭點為爭執，且經法院加以審理、判斷，

所發生之通用力；而以同一爭點為主要之先決問題之不同之後訴請求之審理

時，（當事人）不得為與其判斷相反之主張、舉證，禁止（法院）為與其相矛盾

之判斷之效力」，此即「爭點效」理論，又稱「爭點排除效」。 

由於既判力係以「訴訟標的」為限，不會對於當事人造成突襲性裁判，惟

即使承認爭點效，亦應對「主要之爭點」之範圍有所限制，以免因其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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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對當事人之突襲。倡爭點效理論之新堂幸司教授主張，適用爭點效的主要

條件（限制）有五： 法院在前訴中就爭點已為判斷，應該是成為審理前訴請

求適當與否的判斷過程中之主要爭點； 當事人在前訴中，就該主要爭點，已

盡力為充分的主張與舉證，所謂「已經盡力」，是指就訴訟上通常可以預想到的

主張、舉證等，已被提出； 法院就該爭點所作出之判斷，具有實質性； 前

後兩訴之訴訟利益幾乎相同時，可以基於當事人間公平及誠信原則來作決定；

爭點效用之主觀的範圍，如同既判力之擴張一樣，也有爭點效主觀的範圍擴

張，及於第三人。此第三人，依新堂幸司之說法，包括： 言詞辯論終結後之

繼受人（按：在我國為訴訟繫屬後之繼受人）、 得與實質的當事人同視之人、

輔助參加人、 債權人先對保證人請求履行保證債務，法院以主債務不存在

為理由，判決債權人敗訴確定後，對主債務人請求履行主債務，則前訴關於主

債務不存在之判斷，有爭點效之主觀的擴張。 

爭點效理論尚未成為通說，反對爭點效成為制度性的拘束力（否定說）之

理由在於： 法無明文，且要件及範圍不明確； 承認爭點效將造成法院審理

僵硬化，且因審判對象之擴大導致訴訟遲延； 易造成突襲性裁判； 承認爭

點效，將造成裁判資料選擇自由喪失、法院審理程序僵硬化、審判對象擴大導

致訴訟遲延等民事訴訟制度之缺失； 欲使判決理由中之判斷有制度性的拘束

力，得以中確認之訴（民訴第 255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手段為之； 使紛爭範

圍與訴訟標的一致，即由原告就該爭點列為紛爭範圍，即為訴之合併，或由被

告提起反訴，成為訴訟上之請求（訴、訴訟標的），由法院以終局判決判斷，更

能徹底解決紛爭。 

我國實務對於爭點效理論，有以既判力客觀範圍為立論基礎，否定爭點效

之例，如 87 台上 1029 判決「民事訴訟法第 400 條第 1 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

力，惟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

令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

第 2 項所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有既判力。原判決

以所謂『爭點效』之理論，認兩造間另案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對於重要爭

點，即系爭借款已否清償一節，於確定判決理由中所為之判斷，法院及當事人

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不啻謂另件確定判決理由中就當事人間重要之爭

執所為之判斷，對本件訴訟亦有拘束力，揆之首揭說明，於法自欠允洽。」 

有以當事人如前訴之確定判決理由中之重要爭點之判斷，再為與原判斷相

反之主張，如違反誠信原則（第五章參三）時，法院及當事人即不得為相反

之主張或判斷，即以誠信原則為基礎，實質上承認爭點效理論之例，如 96 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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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判決：「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

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爭點，本於兩造辯論之結果所為之判

斷之結果，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

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

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而言，其乃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

訟法理而來。是『爭點效』之適用，除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

『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條件外，

必須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經兩造各

為充分之舉證，一如訴訟標的極盡其攻擊、防禦之能事，並使當事人適當而完

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利益大致相同者，

始應由當事人就該事實之最終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負結果責

任，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最高法院肯定爭點效者，原認為須於同一當事人間不同之訴訟事件，始有

適用（如 97 台上 1783 判決）。最近則認為，前後二訴之當事人不同，如係因其

中一訴為普通共同訴訟（主觀的訴之合併）之故，則在前後二訴相同之當事人

間，「仍」可發生「爭點效」（101 台上 994 判決）。 

圖 8-12 學說對判決理由中之判斷賦予拘束力之根據  

判決理
由中之
判斷

爭點效 制度性的拘力

誠信原則
個別的
解決

矛盾舉動禁止原則

權利失效原則
 

 反射效 

關於既判力主觀範圍擴張特例，除及於當事人以外一般第三人之「對世效」

外，學理上尚有提出「反射效」。 

既判力原則上只限於相對人之間才有拘束力（既判力之相對性，民訴第 401

條第 1 項）：但是，第三人法的地位，與判決當時之當事人間，具有實體法上特

殊關係時，雖第三人非直接受既判力拘束，然反射的受有利益或不利益的間接

之影響（Nebenwirkung）時，此種影響力，稱「反射效」。此種影響力，雖非訴

訟上本來之效力，亦屬判決效力之一種，此種由於附隨於判決之存在，所生間

接 之 影 響 ， 故 稱 為 判 決 之 反 射 效 （ Reflexwirkung ）， 又 稱 事 實 的 效 果

（Tatbestandswirk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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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效正當化根據為何？反射效肯定說者內部，復有不同立場： 有基於

「維持紛爭解決實效性之必要」； 基於「依實體法解釋為基礎」，依此立場，

是否適用反射效，應依個別的訴訟類型探討。例如，保證人於保證債務履行訴

訟中，債權人得援用就其與主債務人之前訴訟，關於主債務存在之判斷，應拘

束之債權人與保證人間之保證債務履行訴訟，蓋基於保證債務具有從屬性，依

存於主債務，關於主債務存在之判斷，本於同一紛爭避免重覆審理之理由，有

反射效之拘束力（多數說），然應注意者，後訴之訴訟標的為保證債務履行請求

權存否及其範圍，則與前訴之訴訟標的之主債務存否及其範圍，即使兩者事實

相同，前訴法院判斷保證債務存在，因訴訟標的不同、權利關係不同，應給予

獨立的程序保障（第 5 章壹），不得承認有爭點效（通說）。又如，前訴出租

人與承租人間就租賃關係存在之判斷，拘束出租人與次承租人間之後訴。 

通說持反射效否定說，主要理由有三： 反射效之承認及其範圍，如有必

要，應由立法解決，以明文規定之，不應由理論承認； 第三人在前訴中並未

立於當事人地位，未受程序保障； 實體法上之個別權利義關係，亦應受程序

保障，不可逕以作為訴訟法上判決效力之依據。 

表 8-8 既判力、反射效、爭點效、參加的效力之主要差異  

 既判力 反射效 爭點效 參加的效力 

客

觀

範

圍 

原則限於判決主文之

判斷，始有既判力。判

決理由中之判斷，有既

判力，則為例外。  

不以主文為限，

判決理由中之判

斷，亦有生反射

效之可能。 

判決理由中關於

主 要 爭 點 之 判

斷，在一定條件

下，有爭點效。 

被參加人受敗訴判決

理由中，與主文的判斷

有關聯性之判斷，有參

加的效力。 

 

主

觀

範

圍 

 

原則：限於當事人間，

始有既判力。（例外：

訴訟繫屬後，為當事

人之繼受人。 為當事

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

求之標的物者； 訴訟

擔當之被擔當人。 

當事人以外之三

人。 

肯 定 說 下 之 通

說：限於當事人

間，始有爭點效。 

有力說：承認爭

點效之擴張。 

當事人以外之參加人。 

明

文

根

據 

客觀範圍：第 400 條。 

主觀範圍：第 401 條第

1、2 項，第 64 條第 2

項。 

無 無 第 63 條（但此規定之

效力為何？有無主觀

範圍擴張？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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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力 

 有執行力之意義 

給付訴訟之請求容認判決，如「被告應給付原告○○元」、「被告應將○○

物交付原告」般之揭示給付命令之判決，除生既判力外，並生執行力。 

「執行力」一詞共有三種意義： 狹義的執行力，乃是指成為得依強制執

行程序實現確定給付判決所揭示給付請求權之根據的效力，就民訴法而言，是

指成為得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確定給付判決、訴訟上和解、調解等所揭示給付

請求權之根據的效力；就強制執行法整體言，得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權利之效

力，即屬執行力；凡此，皆稱狹義的執行力。 廣義的執行力， 指就判決（包

含給付判決、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之存在為要件之法定戶籍、所有權移轉等

登記申請手續，合於以強制執行以外方法，得以實現其判決內容狀態的效力。

最廣義的執行力，包括上述狹義的執行力、廣義的執行力外，只要終局裁判

確定後，有費用償還權利義務存在時，亦包括在內，如民訴法第 91 條之「執行

力」，即指最廣義的執行力。 

 執行力之範圍 

執行力之主觀範圍，與判決既判力主觀範圍同，即當事人、訴訟繫屬後為

當事人之繼受人、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訴訟擔當之被擔

當人（民訴第 401 條、強執第 4 條之 2 第 1 項）。 

確定判決之執行力，正如同前述，為確定判決當事人之繼受人，其地位即

為受確定判決拘束之利益歸屬主體，可以解為有如訴訟擔當般，為訴訟擔當與

形式的當事人實質的同一地位之判決效歸屬主體（實質的當事人）（民訴第 401

條第 2 項） ，除當事人外，亦及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

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者之該他人及訴訟

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強執

第 4 條之 2 第 1 項），同樣地，可以解為有如訴訟擔當般，為訴訟擔當與形式的

當事人實質的同一地位之判決效歸屬主體（實質的當事人） 。 

惟應注意，既判力之主觀範圍與執行力之主觀範圍兩者，性質上上有差

異，基於相互異質，自有各別立法之必要，此為理論上之必然。例如，既判力，

「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亦有效力（民訴第 401 條第 1 項），執

行力，亦「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亦有效力（強執第 4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但是對「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之效力及其方法，兩者則

有差異。例如「甲（土地所有權人），對無權占有並在土地上建屋之乙起訴，拆

屋還地，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以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時，發現乙於訴訟繫

屬後，將房屋賣予丙，並將房屋交付丙，由丙占有使用中，乙未在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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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6 既判力擴張與執行力擴張差異說明例  

乙（被告．土地無權占有
人．房屋建造人）

（原告．土地所有權人）甲

房屋出賣並交付

拆屋還地請求權（α）

 問：甲獲勝訴判決確定後，該判決既判力、執行力是否及於丙？

丙（第三人．房屋買受人）

拆屋還地請求權（β）

 

就此事例，從既判力及執行力擴張之解釋論，學說上應如何建構，確實相

當困難。不過，就結論言，法院命乙拆屋還地之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及執行力，

依存關係說、適格繼受說之結論，均及於丙。既判力及於丙，是指確定判決所

判斷甲對乙之拆屋還地請求權（α），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存在，不得於後訴再為

相反之主張；執行力及於丙，乃指關於甲對丙拆屋還地請求權（β），可以直接

以對乙之確定判決，作為對丙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如果丙就執行名義成立後，

有債務人異議事由，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強執第 14 條第 1 項），於債務

人異議訴訟中，由於前訴判決之既判力及於丙，丙不得主張甲（於前訴言詞辯

論終結時）對乙之拆屋還地請求權（α）不存在，惟仍得主張甲對丙之拆屋還

地請求權（β）不存在。如依實質說，於丙未主張固有抗辯權，既判力及執行

力圴及於丙，若丙主張有固有抗辯權（如民法第 87 第 1 項但書），則必其抗辯

不成立，始得認為既判力及執行力及於丙，故甲應負擔起訴責任，如聲請執行，

執行法院應以形式上無從判斷既判力、執行力擴張及於丙為由，駁回聲請，由

甲起訴確認其給付請求權（β）存在勝訴確定後，再聲請執行；惟執行法院亦

以形式審查判斷執行力擴張存在而准甲對丙之強制執行聲請，此時處理方法與

形式說同，由丙負擔起訴責任，以另對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解決。 

簡言之，既判力及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乃既判力發生時，

同時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亦有效（既判）力，即既判力對「當

事人」及「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均生拘束力，亦即於後訴不得為與

該內容相反之主張及抗辯。執行力及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則係

原判決對當事人之執行力（行強制執行或受強制執行），向後地對於「訴訟繫屬

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亦有效（執行）力，即原對當事人有執行力，因為當事

人之繼受人，而對繼受人有執行力。因此，關於執行力主觀範圍，於強執法第

4 條之 2 未明文規定前，乃準用（舊強執第 44 條，1996 年移列第 32 條之 1）

民訴法第 401 條之規定，非直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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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力 

形成力，因形成判決（形成訴訟原告勝訴之判決）確定，所生如判決主文

內容所示權利或法律關係之發生、變更或消滅之效力。例如「准原告與被告離

婚」之判決，原有婚姻關係之原被告，至判決確定時，發生二人離婚之效力。 

但是，究竟那裡產生形成力？回顧之前所述，既判力乃訴訟法上之效力。

即使「確認甲對○物有所有權」之判決確定，也僅是該判斷成為後訴之基準，

實體法上之狀態，沒有變更，如果實際上甲沒有所有權，也不會因為該判決確

定，使甲對○物變成有所有權；給付判決之既判力、執行力亦同，也不會因判

決使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法律關係，因而改變。反而在形成判決之形成力，是

直接改變實體上之法律關係。到底為什麼？學說見解紛歧，基本上不變者，是

形成力所改變實體法上之法律關係者，亦僅從實體法思考。 

以離婚言，實體法（民法）上之離婚，除協議離婚（民法第 1050 條）外，

只有主張有法定判決離婚事由，提起離婚訴訟（民法第 1052 條），於准許離婚

判決確定時，離婚成立，為使離婚判決確定發生離婚效果，須具備一定之法定

要件，從離婚判決之要件言，成為判決之形成力，除了民法上之法律效果外，

別無其他。就是因為具有民法上之法律效果，即使非離婚訴訟當事人之一般第

三人，也必須承認因為離婚判決確定，二人已經離婚。 

形成力，於判決確定時發生。 

形成力之溯及效之有無，依形成訴權（或形成原因、形成條件）本來之實

體法規定之意旨而定。例如，認領（民法第 1067 條，按：2007 年修正後，通

說及實務認為，認領之訴之性質屬形成之訴第 4 章參二 ）、遺產分割（民法

第 1164 條以下）、股東會決議之撤銷（公司第 189 條）等之形成判決之效力，

有溯及效。蓋此等形成訴權規定之目的，在於使法律關係變動的效果徹底也。 

另一方面，離婚（民法第 1052 條）、結婚之撤銷（民法第 989 條以下，按：

家事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稱「撤銷婚姻事件」）等訴訟之形成判決之形成力，

無溯及效。蓋此等法律關係之變動本身，只要使之作劃一的確定，即為已足；

換言之，在判決確定前之法律關係仍舊予以承認，使形成力乃於判決確定時之

向後的發生即可。此等形成判決之變動的效力，不溯及既往，有明文規定者，

如結婚撤銷之判決（民法第 998 條），有無明文規定，但為依其形成訴權本質之

解釋者，如離婚之判決。 

又，形成判決之「形成力」與形成判決之「對世效」，不可混淆。如同前

述，離婚判決因有對世效，故對於一般之第三人，亦有效力；惟此之對世效，

就訴訟法上之意義言，與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之判斷無關，而是僅於第三人

於離婚判決確定後之他訴訟，不得為「前訴判決所認定之形成原因（判決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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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實際上不存在」之主張。 

三 終局判決之附隨裁判 

 假執行之宣告 

即使終局判決未確定，仍有敗訴之被告（債務人）藉上訴權之濫用，以阻

止勝訴之原告（債權人）早期滿足之危險，法院於與財產權上之請求有關之判

決時，有使勝訴當事人有於判決後直接執行之可能，以保護勝訴當事人利益之

必要。因此，民訴法有假執行宣告之制度（民訴第 390 條以下），常為實務利用，

一般係於判決主文中，為賦予可實現一定內容之執行力之形成的裁判（如「本

判決得假執行」、「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元預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

相對而言，為保護敗訴被告之利益，亦有依職權或依聲請，以供擔保為條件之

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民訴第 392 條）。 

債務人（被告）依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而為提存時，原於判決所附帶

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之執行力消滅。並且，就理論上言，無論勝訴之原告（債權

人）是否知悉、已否聲請假執行、已否開始假執行，在所不問，只要准假執行

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生效後、假執行終結前，都可以提供免為假執行之擔保，

俾能阻止開始假執行，或阻止假執行續行並撤銷已為假執行之執行程序。但是，

我國實務向以為，宣告原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之判決，須原告已供擔保請求假執行後，被告始有預供擔保以阻止假執

行之必要，倘被告已供擔保，應認其應供擔保之原因已消滅，自得依民訴法第

106 條準用第 104 第 1 款規定聲請返還擔保金（45 台上 144 判例、96 年 7 月 3

日 96 年第 3 次民庭決議、96 台抗 429 裁定）。 

原告為假執行後，如原勝訴判決假執行之宣告，經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

執行之本案判決，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

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被告未聲明者，應告以得為聲明（民訴第

395 條第 2 項）。此損害賠償責任，乃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訴訟費用之裁判 

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訴第 87 條第 1 項）。

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採敗訴者負擔原則（民訴第 78 條、第 79 條）；此項立法

原則，乃基於當事人間之公平。關於律師之酬金，是否應列為訴訟費用，爭論

固多，依我國民訴法規定，原則上訴訟費用不包含律師之酬金，但有例外（如

民訴第 110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14 條、第 466 條之 3、第 77 條之 25）。 

貳 因當事人之主導而訴訟終了 

一 撤回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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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起訴之意義及方法 

撤回起訴，乃原告起訴後，對法院表示不求就其提起之訴予以裁判之意思

表示。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當其撤回之意思表示生效時，

訴訟視同自始未曾繫屬即視同未起訴，訴訟程序因此而終了。 

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訴第  262 條第１項前段），

故得撤回時點，只要在訴訟繫屬中，無論在第一審、第二審，乃至第三審，於

本案終局判決確定前，均得為之。惟撤回起訴之意思表示，即使到達法院，未

必即生撤回之效力，如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表示被告已有積極地就訴訟

為爭執之勢，應給予有受勝訴判決之正當利益，如不附以被告同意之條件，有

失公平，故應得其同意（民訴第  262 條第１項但書）。惟關於反訴之撤回，如

本訴撤回後，反訴之撤回，不須得原告之同意（民訴第 264 條）。 

撤回起訴，乃對法院之意思表示，應慎重為之，故原則上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訴第  262 條第 2 項）；如以言

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民訴第  262

條第 3 項）。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

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

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訴第  262 條第 4 項）。由於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應經其同意，因此，以言詞為訴之撤回，被告未於期日到場

或，係以書狀撤回者，於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前，撤回起訴之效力尚未

發生，自得撤回其撤回起訴之意思表示。但是，最高法院認為「被告已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後，原告始以言詞撤回起訴，並經記載於言詞辯論筆錄，若被告不

在場，法院亦未將該筆錄送達於被告以徵其同意，其撤回於陳述時即已生效，

不得任意再行撤回其撤回之意思表示，不因被告當時不在場且法院未送達筆錄

而受影響。至其撤回因被告尚未同意而不發生終結訴訟之效果，則屬另一問題」

（67 年 8 月 8 日決議）。 

 撤回起訴生效後之效果 

   撤回起訴生效時，除有「訴訟繫屬溯及的消滅」之效果外，尚有生「再訴

之禁止」之效果之情形。  

１ 訴訟繫屬溯及的消滅 

訴經撤回（撤回起訴生效）者，視同未起訴（民訴第  263 條第１項前段）。

亦即，基於起訴所生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及當事人、法院之訴訟行為所生之效

果，均溯及的消滅。至於基於訴訟行為所生之實體法上之效果，亦因訴之撤回

而消滅，如因起訴所生時效中斷之效果（民法第 129 條第 1 項第 3 款），即因

而視為不中斷（民法第 131 條）；但是，如當事人於訴訟繫屬中，曾於訴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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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實體法上之形成權，可生實體法上之效果者，例如抵銷抗辯所生抵銷之效

果、行使撤銷權或解除權所生溯及無效或法律關係不存在之效果，嗣後經撤回

或遭法院以程序裁判駁回確定（亦視同未起訴），原行使形成權之實體法上之

效果，是否不受因視同原告未起訴影響而仍然存在，學說上有爭論，較中庸的

看法，是應依形成權之旨趣、當事人之意思等考量而個別判斷。 

與訴之撤回類似者，有上訴之撤回（民訴第 459 條），由於撤回上訴亦使

訴訟繫屬終了，撤回上訴者，喪失其上訴權（民訴第 459 條第 3 項），故於法定

上訴期間內撤回者，原判決於撤回時確定。惟合法的上訴後，於上訴期間屆滿

後撤回上訴，是否應解為因視同未上訴，使原判決之確定期日溯及的於原審上

訴期間屆滿日確定，尚有爭論，有： 溯及說（上訴期間屆滿時說，即溯及於

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 溯及否定說（上訴撤回時說，即於撤回上訴生效時

確定）之爭。就訴訟行為合法撤回生效時，視同未為該訴訟行為言（如民訴第

263 條第 1 項前段），前說固符合文義，然後說就處理再審期間及實體法上短期

時效之起算，顯得公平合理，最近之實務見解，即採溯及否定說（96 年 10 月 2

日 96 年第 6 次民庭會議決議，本章壹一 、第 9 章貳三 ）。 

反訴不因本訴撤回而失效力（民訴第 263 條第 1 項但書）。 

２ 再訴之禁止 

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將訴撤回者，不得復提起同一之訴（民訴第  263 條第

2 項）。此規定是為避免受不利益判決之原告，利用撤回起訴使判決之效果消

滅，另行別訴取得有利於己之判決；簡言之，是防止撤回起訴權之濫用，對於

自己否定由法院解決紛爭之機會的原告，予以制裁之規定。因此再訴禁止效，

只禁止撤回起訴之原告，不影響被告之再訴權（有反對說）。 

再訴禁止之要件有二： 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將訴撤回。 再訴為前訴之「同

一之」。法文「同一之訴」如何解釋？有二說： 一說，與民訴法第二五三條

之「更行起訴」同義，均指「同一事件」，判斷基準相同。 二說，非僅指「當

事人」及「權利關係」同一」，並且，原告再訴之必要，以「就訴之利益之事

情同一」為限；亦即，原告所提起後訴之事情為同一。但是，如撤回起訴後對

造（被告）主張變更，產生新爭執而有提起新訴之必要性，不能否定再訴；舊

訴之撤回有非可歸責於原告之情形，得再訴。前說固符合法條文義，然從從再

訴禁止效制度目的（撤回濫用制裁說、再訴濫防止說）言，後說為是。 

因此，如第二審將第一審判決廢棄發回第一審，原第一審之終局判決已不

存在，原告於發回後撤回起訴時，不發生再訴禁止效；後訴與前訴之訴訟標的

同一，原則上視同為同一事件，有再訴禁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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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3 撤回起訴之要件及其效果  

提起訴訟

得撤回
（無條件）

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本案經終局判決

如經被告同意，得撤回（附條件）。
註：被告同意前，得撤回其「撤回起訴」。
 　 但是，實務採否定說（67年8月8日決議）。

得上訴

判決確定

不得撤回

再訴禁止

 

得再訴

 

 

若後訴之訴訟標的，係以前訴之訴訟標的為前提時，例如前訴之訴訟標的

為本金債權，後訴為利息債權，應否類推適用禁止再訴效，有所爭論： 通說

（肯定說），既禁止同一事件再訴，以被禁止再訴之訴訟標的為前提之後訴，

亦應肯定再訴禁止效； 有力說（否定說），再訴禁止效乃規律原告自身之訴

訟行為，即應以限定訴訟標的之同一性，始有再訴禁止效之適用。 

民訴法第 401 條既判力主觀範圍擴張之特定繼受人，應否類推適用？換言

之，原告之特定繼受人有無再訴禁止效之適用？有三說： 傾向依文義為反對

解釋者，持否定說， 傾向貫徹同一事件制度之目的及再訴禁止效者，則持肯

定說， 另有力說者則認為，應視該特定之繼受人是否知情而定，若不知情即

不受到限制，反之，則仍須受民訴法第 263 條第 2 項之限制。 

 擬制之撤回起訴 

原告雖無撤回起訴之意思，因有法定事由，可認為兩造當事人已無積極進

行訴訟之意願時，視同與原告撤回起訴之同一效果者，謂之「擬制之撤回起訴」。 

擬制撤回起訴之法定事由，直接明文規定者，民訴法第 191 條「當事人兩

造無正當理由遲誤言詞辯論期日者，除別有規定外，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如於四個月內不續行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第 1 項）前項訴訟程序停

止間，法院於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續行訴訟，如無正當理由兩造仍遲誤不到

者，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第 2 項）」，惟依民訴法第 387 條之視同不到場規定，

如兩造有視同不到場或一造不到而他造視同不到場時，仍適用民訴法第 191 條

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32 院 2503 解釋）。 

又，訴訟程序之合意停止，雖有明示合意停止與擬制合意停止之分，但訴

訟程序停止後，為免訴訟事件長久懸擱於法院，當事人如於四個月內不續行訴

訟者，即應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初不因其為明示合意停止或擬制合意停止而

異，解釋始符合民訴法第 191 條之立法意旨（87 台抗 563 裁定）。 

因此，由民訴法第 190 條、第 191 條、第 387 條觀，擬制撤回起訴須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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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 前行要件－合意停止訴訟， 後續要件－於四個月內不續行訴訟或仍

遲誤言詞辯論期日。此種擬制撤回起訴之效果，即使經言詞辯論，亦無另須經

被告同意。扣除實際上難以發生之「因兩造均視同不到場而視為合意停止訴訟

程序、視為撤回」之情形，「擬制之撤回起訴」之情形，如下圖。 

圖 8-14 合意停止與視為撤回  

陳明合意停止
（第190條）

① 於4個月內不續行訴訟
（第190條）

仍遲誤言詞
辯論期日

兩造仍遲誤言
詞辯論期日

兩造遲誤言
詞辯論期日

（第191條第2項）（第191條第1項）

（第191條第2項）

一造遲誤言詞辯論
期日，他造不為辯
論（視同不到場）
（第387條）

一造遲誤言詞辯論
期日，他造不為辯
論（視同不到場）
（第387條）

擬制合意停止
（第191條）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合 
意 
停 
止 
訴 
訟 
程 
序

 

民訴法第 191 條之「言詞辯論期日」應否擴張解釋及於「準備程序期日」，

固有爭論，惟通說及實務基於「立法明信」之原則，採否定說（59 年 2 月 23

日決議）。 

符合擬制撤回起訴之法定要件時，除視為原告有撤回起訴之意思，縱被告

前曾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亦同視為其同意原告撤回起訴，民訴法第  262 條第

１項但書無適用餘地，蓋兩造前已因未積極為訴訟程序而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

序，復續有因未積極為訴訟程序，已難認就訴訟為爭執之勢，均已無受勝訴判

決之正當利益，自無須附以被告同意之條件。 

二  捨棄、認諾 

  意義 

捨棄，是「（原告）請求之捨棄」（或稱「訴訟標的之捨棄」）之簡稱，指

原告於訴訟上否定自己關於其訴訟上之請求，亦即訴訟標的之權利或法律關係

之否定之陳述。原告明白表示放棄其訴訟標的之主張、承認其訴無理由之陳述、

與原來請求意旨相反之陳述，都是捨棄。 

例如，原告以基於某年某月某日與被告成立之消費借貸契約，而起訴請求

被告返還消費借貸，然於言詞辯論期日時，不作辯解，承認其上述權利不存在、

放棄所主張之消費借貸返還請求權、被告實際上未曾向原告借錢等之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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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之陳述，皆是捨棄。 

表 8-9 訴之撤回與捨棄之異同  

 訴之撤回 訴之捨棄 

共通點 原告為使訴訟終了之單方意思表示  

根本差異→紛爭解決基準 未確立 確立 

相

異

點 

被告之同意 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時，要  不要 

訴訟標的之適法性  不要 必要 

當事人對訴訟標的之處分權限 不要 必要 

訴訟要件 不要 有爭論 

認諾，是「（被告）對（原告）請求之認諾」（或稱「訴訟標的之認諾」）

之簡稱，指被告就原告之請求（亦即原告之權利主張），於訴訟上為承認原告請

求有理由之陳述。被告於言詞辯論時，無論是明白表示承認原告訴訟標的之主

張，或是直接承認原告之訴有理由之陳述，都是認諾。 

例如，原告以基於某年某月某日與被告成立之消費借貸契約，而起訴請求

被告返還消費借貸，被告言詞辯論期日時，不作辯解，明白表示原告上述權利

存在、直接承認被告對原告之消費借貸之給付義務（債務）存在，皆是認諾。 

被告對於不利益於己之原告請求或主張為承認，依其承認重點對象、不利

益結果，可分三種： 自認、 權利自認、 認諾。認諾因被告之認諾行為而

成立，無立場上之互換性，自認及權利自認則無論原告或被告，均得因承認不

利於己之對造主張之事實、權利而成立，且未必受敗訴判決之結果（第 6 章

貳二 ）。  

圖 8-15 認諾．權利自認．自認之意義及效果 

  應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民訴第384條

請求之內容＝訴訟標的 請求之認諾承認 =

（構成訴訟標的前提之）權利主張

事實主張

《原告之提示》

承認

承認
不爭執

權利自認

自認
擬制自認

=

=

原告無庸舉證據"民訴第279條第1項
第280條第1項

直接認定權利存在"民訴第279條第１項？

《被告之承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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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0 認諾、自認、權利自認之基本比較 

 認諾 自認 權利自認 

意義 被告向法院為承認原

告請求有理由之意思

表示 

當事人承認他造所主

張不利於己之事實之

陳述 

對於構成訴訟標的權利關係

前 提 之 權 利 關 係 或 法 律 關

係，為承認之陳述  

旨趣 當事人意思之尊重 當事人意思之尊重＋法院適

用法律之職責 （處分權主義）  （辯論主義） 

共通點 均為對他造主張內容為承認之陳述  

效果 關於當事人所承認之事項內容，法院不能為實

質的判斷。 

有爭論 

對象 訴訟標的 事實 構成訴訟標的權利關係前提

之權利、法律關係  

廣義言，原告、被告就訴訟標的為捨棄或認諾時，法院應本於原告之捨棄

或被告之認諾，為原告或被告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訴第 384 條）。因原告捨棄

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稱為捨棄判決；因被告認諾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稱為

認諾判決。 

捨棄判決、認諾判決，雖係由法院以判決終了訴訟，但實際上出於當事人

之意思（處分權主義），合法發生捨棄、認諾之效力，而為之判決。又，由於認

諾是被告對於原告之權利主張無條件之承認，所以被告如有以有反對債權為訴

訟上之抵銷抗辯，或者以有同時履行抗辯權為由，行對待給付之抗辯（同時履

行抗辯），皆不能解為認諾(32 上 4784 判例)。再者，從捨棄、認諾都是就對造

主張為無條件承認言，與訴訟上之和解，是以兩造當事人間就彼此之主張相互

調整（讓步），作為確定紛爭處理（解決）之基準，有所不同。 

不適用認諾與捨棄之效力之訴訟，法有明文規定者，如人事訴訟多不適用

之；基於學理上之解釋者，如撤銷股東會決議訴訟等公司訴訟，亦應限制認諾、

捨棄效力規定之適用，蓋涉及社會和其他股東之利益也。（以下 1） 

  要件 

捨棄、認諾之要件，有三： 

 須為適於捨棄、認諾之事件 

除了必須性質上為當事人所得自由處分之請求外，尚須該事件適於捨棄、

認諾，此為處分權主義應有其妥當領域之當然解釋。 

例如，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就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

處分之事項，為捨棄或認諾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法院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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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家事第 46 條第 1 項前段），故家事訴訟事件原告若就

不得處分之事項為捨棄者，即不生捨棄之效力，依法視回撤回其請求，但當事

人合併為其他請求，而以捨棄之請求是否成立為前提者，不在此限（家事第 46

條第 3 項）。並且，離婚或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有其捨棄或認諾未經當事人本人到

場陳明、當事人合併為其他請求，而未能為合併或無矛盾之裁判、其捨棄或認

諾有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之虞，而未能就其利益保護事項為合併裁判者，亦

不生捨棄或認諾之效力，法院不得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家

事第 46 條第 1 項但書）。 

又，公司訴訟（如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或不存在之

訴等），如原告勝訴，具有對世效，解釋上被告認諾，應適用民訴法第 384 條，

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反之，原告捨棄，則無民訴法第 384 條之適用，不得因原

告捨棄而為原告敗訴之判決。 

  須訴訟要件具備 

原告捨棄或被告認諾，法院應為原告或被告敗訴之本案判決，而訴訟要件

為本案判決之要件，故通說認為，仍須具備訴訟要件（26 上 876 判例）。但學

說另有不同說： 不要說，蓋乃以當事人自主的紛爭解決之意思表示為基礎，

無本案判決之要件，須具備訴訟要件之必要。 個別說，依個別訴訟要件決定

是否必須具備，復有種種不同說，如有認為雖管轄錯誤、訴之利益欠缺，仍不

妨為捨棄或認諾；有認為應以當事人存在及不違反專屬管轄為前提，即為已足；

有認為應以當事人存在及訴訟能力等為前提要件。 

  須為法律所允許，且不違反公序良俗 

得發生捨棄、認諾效力者，須原告之請求為現行法體系所承認之權利關係

外，並不得違反公序良俗；例如，法定以外之物權，或者有關妾、情婦契約之

確認或履行之請求，超過法定最高限制利率之利息請求，即使被告認諾，亦不

得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又如，賭債之給付請求，原告請求有不法之原因，即使

被告認諾，亦不得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但是，有學說認為，只要被告認諾，由

於法院應本於不能就原告請求之當否及其理由之法律判斷皆不能為之原則，原

告請求之理由是否違反強行法規，非法院所得干預事項；我國實務傾向，則為

「被告認諾，法院應不調查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是否存在，即應為被告敗訴之判

決」（45 台上 31 判例、新竹地院 55 年元月份司法座談會、桃園地院 65 年 4 至

6 月份司法座談會）。 

三  訴訟上之和解 

  意義 

訴訟上之和解，乃當事人（原告）提起訴訟之後，於訴訟繫屬狀態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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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當事人（原告、被告）在法院（法官）面前，達成和解，並將內容記載於和

解筆錄（民訴第 377 條）。訴訟上之和解一旦成立，訴訟因此終結，所成立之訴

訟上和解，與民事確定（本案）判決有同一效力（民訴第 380 條第 1 項），可以

說是具有高度積極評價之紛爭解決方式。在現代之訴訟上之和解理論中，已經

被認為是一種「能夠超越實定法界限，作出與紛爭實際狀況相對應處理」之終

結訴訟之方式。 

  要件 

  須於訴訟繫屬中 

此要件可從訴訟上之和解之「訴訟上」得知，第三審如行言詞辯論（民訴

第 474 條第 1 項），亦得行訴訟上之和解。不過，是否限於「期日」？有爭論，

依通說，民訴法第 377 條第 1 項既規定「法院…得隨時試行和解」，即不必限於

「期日」始得試行和解，不拘何時（隨時），均得試行和解。 

  系爭利益，須當事人得自由處分 

是否得為訴訟上和解之對象，在於系爭利益是否當事人得自由處分，與訴

訟之類型無關。例如債權人起訴請求返還消費借貸，本得與被告即債務人，就

原告給付請求權之有無、給付之範圍為訴訟上和解，同理，債務人訴請確認消

費借貸債務不存在，亦得與被告即債權人，就雙方債務之存否及其範圍，成立

訴訟上之和解；至於形成之訴之系爭利益，為當事人得自由處分者，如分割共

有物訴訟，亦得成立訴訟上之和解，惟應注意，在一般之形成訴訟，如僅能由

法院判決主文創設者，如債務人異議之訴（強執第 14 條），依通說其訴訟標的

為異議權，不能為以「被告不許依本院民國○年○月○日○○年度○字第○號

判決之執行名義對原告強制執行」為內容之訴訟上之和解，惟非不得就當事人

所得處分之實體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為訴訟上之和解，如「被告願撤回本於

○○執行名義所為本院○○年○字第○號強制執行之聲請」、「被告願於今後不

再本於○○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之訴訟上和解，自無不可。 

又，2009 年 4 月增訂民法第 1052 條之 1 前，通說認為離婚訴訟之離婚請

求權之有無，非訴訟當事人得自由互為讓步決定之權利，故離婚訴訟當事人不

得就離婚請求權進行訴訟上之和解。至於得否以形式上之訴訟和解，達到書面

離婚協議（此時，性質上並不是訴訟上之和解，乃屬其他性質之行為），學說上

向有爭議，日本通說持肯定說；通說、實務則持否定說。現依民法第 1052 條之

1 規定：「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立者，婚姻關係消滅。法院應依職權通

知該管戶政機關。」，即明文規定屬當事人得自由處分之系爭利益，且成立之訴

訟上和解或調解之筆錄，性質上非訴訟外協議離婚之書面，不待離婚登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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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即生婚姻關係消滅之效力。家事法第 45 條復規定「當事人就離婚、終止

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得為訴訟上和解。但離婚或終止收養

關係之和解，須經當事人本人表明合意，始得成立。」（第 1 項）、「前項和解成

立者，於作成和解筆錄時，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第 2 項）、「因和解

成立有關身分之事項，依法應辦理登記者，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

（第 3 項）。 

系爭利益，是否限於成為訴訟標的之權利關係？如採嚴格解釋，訴訟標的

外之訴訟上和解，應為無效。不過，如果與訴訟標的主要的權利關係，有密切

關聯之其他權利關係，例如訴訟標的為有關契約上之債權為訴訟，就基於同一

契約上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為訴訟上之和解，亦無違法。蓋訴訟上

和解之內容，在原主要的權利關係，加入與之具有關聯性之其他權利關係內容，

從常識而言，和解本來就是互相讓步之基礎上成立，當事人就與訴訟標的有密

接關聯之權利關係，一併處分即一併加入為相互讓步之對象，常常無法避免，

並非無法預測，基於處分權主義之精神，應承認就此所為之訴訟上和解成立。

惟我國實務可能多數採違法說。 

 和解內容（條款）須法律允許存在之權利，且不得違反公序良俗 

此要件說明，與捨棄及認諾之要件 3 同（本章貳二 3）。 

 須行訴訟上和解之人，具備訴訟能力 

當事人如無訴訟能力（第 4 章貳四），由有訴訟能力之法定代理人行之；

由訴訟代理人行之者，以有本人之特別委任為必要（民訴第 70 條）；依民訴法

第 51 條第 1、2 項選任之特別代理人，則不得和解（民訴第 51 條第 4 項但書）。

（第 4 章柒） 

 須互相讓步（通說） 

由於民法第 736 條對於和解之定義，有「互相讓步」（下稱「互讓」）之要

件，為訴訟外之和解，應須「互讓」，始能成立；若為訴訟上之和解，解釋是否

應具備「互讓」之要件，訴訟法學者間有爭論，惟現在之有力說認為，所謂「互

讓」，無論其讓步程度為何，均可成立訴訟上之和解，即使與在訴訟標的上作全

面性的承認對造之權利主張，只要在其他請求或於訴訟費用對造有讓步，仍可

成立訴訟上之和解。 

  效力 

訴訟上之和解成立，和解筆錄製作完成後，與民事確定（本案）判決有同

一效力（民訴第 380 條第 1 項）。換言之，和解筆錄之完成，意味著訴訟終了，

如係給付合意，和解之內容有執行力。惟就訴訟上之和解，是否有如既判力之

拘束力？乃長期以來之爭議，我國主要對立二說： 肯定說，此說主要依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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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訴法第 380 條第 1 項之明文規定，依我國通說及實務見解（如 17 上 4 判例、

77 台上 1468 判決），即採肯定說。 否定說，此說之主要論據，在於依民訴法

第 380 條第 2 項明定當事人得請求繼審判，可知訴訟之和解，無既判力。 

訴訟上之和解成立，有無形成力？有二說： 否定說，形成判決所生之形成

力，無由以訴訟上調解或和解之方式代之。例如，即使成立分割共有物之訴上之

和解或調解，僅生協議分割之效力，非經辦妥分割登記，不喪失共有權及取得單

獨所有權之效力（58 台上 1502 判例），即其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上和解成立，不

生形成力；又如收養關係事件，成立終止收養之訴訟上和解，所生生收養關係消

滅之形成力，乃因當事人私法上合意終止收養之效力所致，非由於訴訟上和解之

訴訟行為所生。 肯定說，訴訟上和解之內容適法，並依法即生權利或法律關係

得喪變更之效果時，即因該訴訟上和解而生與民事確定判決同一之形成力，不能

以成立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上和解不生形成力之一例，否定其他因訴訟上和解之成

立而生形成力之可能性，例如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立者，不待離婚登

記，即生婚姻關係消滅之形成力（民法第 1052 條之 1）。又，成立終止收養之訴

訟上和解，亦即生收養關係消滅之形成力（通說，持否定說者，有謂此形成力非

因訴訟上和解之訴訟行為所生，而係所競合私法上合意終止收養之效力所致）。 

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民訴第 380 條第

2 項），其不變期間為三十日（民訴第 380 條第 4 項準用第 500 條）。謂「請求

繼續審判」，指請求原（狹義的）法院就原有之訴續為審判。繼續審判之請求，

如認確有繼續審判之無效或得得撤銷之原因者，應就原有之訴進行審判，或以

中間判決諭知訴訟未因訴訟上和解而終結（民訴第 483 條），或於終局判決之理

由中諭知其旨（民訴第 226 條第 3 項）；其請求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民訴第 380 條第 4 項準用第 502 條第１項）；如其請求顯無理由者，得不經言

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訴第 380 條第 4 項準用民訴第 502 條第 2 項），雖非顯

無理由，經言詞辯論後認確無理由者，亦應以判決駁回之（民訴第 221 條第 1

項）（但是，有反對說認為，由於繼續審判之「請求」，實係「聲請」，並非「訴」，

故即使請求為無理由，仍無以「判決」駁回之餘地，準用民訴第 502 條第 2 項

時，應以「裁定」駁回之，始合法理）；無論係不合法或無理由，其駁回之裁判

主文應為「請求駁回」（35 院解 3225 解釋）。 

訴訟上之和解性質有四說： 純私法行為說、 純訴訟行為說、 併存說、

兩性說。日本通說採併存說，即謂訴訟上之和解乃私法上之和解契約及使訴

訟終了之訴訟行為併存，各別相關實體法及訴訟法規定，均得適用之。我國實

務認為，訴訟上之和解，為私法上之法律行為，同時亦為公法上之訴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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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面以就私法上之法律關係止息爭執為目的，而生私法上效果之法律行為，

一面又以終結訴訟或訴訟之某爭點為目的，而生訴訟法上效果之訴訟行為，兩

者之間，實有合一不可分離之關係（43台上1075判例、92台上934判決），學說

上有解為傾向併存說，亦有解為兩性說，若以實務見解明示「兩者之間，實有

合一不可分離之關係」，應係採兩性說。不過，無論從任何一說出發，經相當

修正後，均可導出相同結論，關於其性質論，只是於理論上說明之技巧性的爭

論而已，實質意義不大。 

圖8-16 訴訟上和解之法的性質各說之概念圖示  

私法行為

（純）私法行為說 併存說

私法行為

訴訟行為
訴訟行為

私法行為

兩性說 （純）訴訟行為說

訴訟行為訴訟上

私法上

 

訴訟上之和解成立後，其和解有私法上之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時，

除得請求繼續審判外，可否主張私法和解無效或撤銷？此問題實與訴訟上之和

解性質有關，然無論採取何說，均可導出「訴訟上之和解雖經法院於期日參與，

仍非法院之判斷，且兼有私人間契約之事實不變，自不得禁止當事人主張私法

上之和解之無效或撤銷，即許另行提起確認訴訟上和解無效之訴或確認和解關

係不存在之訴」之結論，故通說採肯定說。惟亦有論者採否定說，謂訴訟上之

和解，因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既判力，除法定請求繼續審判之救濟方

式外，自不許與既判力矛盾之為無效及撤銷之主張，實務亦傾向否定說（46台

上1439判例、47台上174判決）。所應注意者，實務固持否定說，然亦僅止於不

許與既判力矛盾之為無效及撤銷之主張，在實體上於有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等

私法上解除之原因發生，而合於解除契約要件時，亦得行使其解除權；惟訴訟

上之和解，既同時為公法上之訴訟行為，和解本身不得附條件或作為私權之標

的，該和解之當事人自不能任以契約另行推翻之（92台上934判決）。 

又，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外且非與訴訟標的主要的權利關係，有密切關聯之

其他權利關係，所為之訴訟上和解，雖不生與民事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惟是

否仍得為執行名義，本有爭議，惟依現行民訴法第 380 條之 1，已明定當事人

就未聲明之事項或第三人參加和解成立者，得為執行名義，即已明文採肯定說。 



第８章 訴訟之終了 
 

民訴入門 

8 - 51 

參  其他 

法諺云「對人之訴，隨人死而亡」。訴訟繫屬後，生無對立當事人之可能

時，訴訟視為終結，如： 

一 身分關係之訴訟，原告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除別有規定外，關於本案視

為訴訟終結（家事第 50 條第 1 項）。「視為訴訟終結」，自無庸裁判。 

二 離婚之訴，夫或妻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夫或妻

提起撤銷婚姻之訴者，亦同（家事第 59 條）。然婚姻事件如合併有其他附

帶事件，是否亦因本案程序之終結而終結，應依附帶事件之性質，而為不

同之決定，尚待日後實務及學說之發展而定（參見同條立法理由）。 

三 甲乙二人，因爭產涉訴，乙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後，乙旋死亡。即

是被上訴人甲，此外再無合法繼承之人，則因民事訴訟須有兩造相對立之

當事人，始能存續，當事人之一造既已死亡，其繼承人即他造之當事人，

此外再無合法承繼之人，則乙所提起之上訴，自因無對立之當事人而不能

存續，應即終結，毋庸裁判（大理院 15 統 1977 解釋）。 

四 甲對乙起訴主張乙之父丙早年過繼於甲之子丁為嗣，已於早年廢繼，請求

確認乙無其嗣曾孫之身分，實係以甲所否認之親屬關係為訴訟標的，此項

親屬關係如係存在，本為甲與乙本身之法律關係，當事人之一造死亡時，

非其繼承人所得繼承，縱令該一造之繼承人與他造有無何種親屬關係，應

以該一造與他造所爭之親屬關係是否存在，為先決問題，亦屬別一法律關

係，並非該一造與他造之親屬關係為該一造之繼承人所繼承，乙既於原審

訴訟進行死亡，本件訴訟標的即因之而消滅，自無由乙之繼承人承受訴訟

之餘地（29 渝上 1572 判例）。 

五 當事人一造死亡，使訴訟之目的已確定的不能達成，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無從承受時，如起訴請求被告依約履行個人演唱，被告於訴訟繫屬後死

亡，因演唱債務屬專屬債務，非被告履行無從達到訴訟目的，原告之訴訟

因被告死亡已確定不能達成，且該演唱債務之處分權、訴訟實施權，無從

由其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承受，故解釋上為訴訟非當然停止而視為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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