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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證據調查程序 

 
甲有一棟違章建築，出租給乙，約定作為營業店面之用，租期五

年。甲將房屋交付予乙之後，乙請求甲配合提供房屋相關文件資料，以

便向主管機關申請營利事業登記，卻遭甲以各種理由推辭，以致乙遲遲

未能辦妥營利事業登記手續，店面無法開張。乙乃就其無法如期營業所

生損失，起訴請求甲賠償損害。 
針對乙之請求，甲提出如下抗辯：第一，違章建築依法不得交易，

雙方租賃契約自始標的不能，並且違反法律禁止規定，應屬無效；第

二，甲已交付房屋予乙，房屋本身並無任何不能使用之瑕疵，雙方亦未

約定甲有配合辦理營利事業登記之義務，乙應自行設法解決，與甲無

關；第三，退一步言，房屋既能使用，乙即便未能辦妥營利事業登記手

續，依然可以如期開張營業，毫無損失可言。 
另，甲、乙損害賠償訴訟進行中，乙一直任令該房屋處棄置狀態，

沒有任何利用規劃，乙之友人丙於是趁機占用該房屋，出資裝潢後，經

營餐飲業務，惟生意慘澹，顧客稀少，乙明知丙占用房屋之事，一開始

仍不聞不問，執意靜待其與甲間損害賠償訴訟結果。二年後，乙才決定

以丙為被告，起訴請求丙返還一筆相當於房屋租金之不當得利。 
針對乙之請求，丙提出如下抗辯：第一，其占用房屋，營業業績不

佳，虧損連連，又為房屋支出裝潢費用，不但未受有利益，反而尚有損

失；第二，乙任意棄置房屋，全無規劃利用，並未因其占用行為受有損

害；第三，乙明知其占用房屋之事，二年期間內均不聞不問，不得再行

使權利；第四，退一步言，房屋屬甲所有，丙縱有不當得利，亦應由甲

出面請求返還利益，與房屋承租人乙無關。 
乙、丙二人不當得利訴訟中，何人應就丙是否無權占用房屋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 （改編自100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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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第三階段】 

 流 程 圖  

 
 

 

 觀念解析  

第一節 「證據調查程序」之體系位置 
先來整理一下您目前所在「位置」，您可以一邊看著前面的【流程

圖】，一邊讀著本段的說明，就不會迷失方向囉。 

一、爭點整理程序vs.證據調查程序 

爭點整理先於證據調查 
在原告提起訴訟而開啟了民事訴訟程序後，為了達成「爭點集中審

理主義」的理想，法院應將審理程序分成「爭點整理」及「調查證據」

兩個階段；這是筆者從第三章開始即不斷反覆提到的觀念。 
為了進行「爭點整理」，法院從言詞辯論前的先行程序（即第三章

所論述的「書狀先行程序」、「準備程序」、「準備性言詞辯論期日」

等）開始進行爭點整理，包括事實上及證據上的爭點。「爭點整理」不

是在上開程序完結後，任務就終了了，即便進入「言詞辯論程序」，法

院仍應時時地善用訴訟指揮權，尤其是闡明義務，進行爭點整理。 

證據方法＋證據能力 
 

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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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證據調查程序 

 

集中調查以促進訴訟 
那什麼時候該啟動證據調查程序呢？「證據調查程序」其實是廣義

的言詞辯論程序的一部分。依民訴法第296條之1第1項規定：「法院於

調查證據前，應將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依此，在調查證據之

前，法院應先命兩造當事人為真實完全且具體的陳述，以釐清爭點；找

出爭點之後，即可開始進行證據的調查。 
進入調查證據程序後，依民訴法第296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訊

問證人及當事人本人，應集中為之。」所謂「集中為之」，意指就同一

爭點，應儘量於同一期日調查，以利審理的集中化。同時，為了落實對

當事人之聽審請求權的保障，民訴法第297條第1項乃規定：「調查證據

之結果，應曉諭當事人為辯論。」 

二、「證據調查程序」之體系總覽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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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二冊） 

【第一講 第三階段】 

承前所述，法院和當事人通力合作，就爭點整理至一定程度之後，

法院即可開啟證據調查程序。「證據學」是門相當精密、抽象又複雜的

科學，在正式進入「證據學」的領域並一探究竟之前，實有必要先介紹

整個證據調查的流程，給各位一個鳥瞰式的說明。再次提醒各位的是，

在閱讀以下說明時，務必時時參照前面的【流程圖】，才能真正了解各

個法律概念應有的位置。 
有鑑於證據學的抽象難懂，筆者以為，不拿個具體事例來說明，以

下的解說只會流於抽象名詞的排列組合而已。第三章在說明爭點整理

時，曾舉了個由買賣價金轉為消費借貸的例子，這個例子雖不複雜，卻

足以說明在甲、乙你來我往的言詞辯論過程中，誰說的哪些話、誰聲明

的哪些證據，在證據學上應如何評價。所以，接下來的說明，就繼續繞

著這個故事轉吧！ 
 

甲以乙為被告，起訴請求乙給付新臺幣（下同）750萬元及自

民國（下同）100年8月15日按年利率5%計付利息。 
甲起訴主張之事實略為：甲於100年2月15日於乙訂立買賣契約

出售自有之A地予乙，價金為1,500萬元。雙方並約定於乙支付價金

半數後，甲即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其餘半數，乙應於100
年8月15日前付清，甲並應於乙付清價金的同時，交付A地予乙。

乙依約於100年2月15日給付750萬元，甲亦已將A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乙，惟遲至起訴日止，乙均未給付其餘半數價金，因而提起本

件訴訟。 
乙則辯稱：乙確有向甲購買A地，甲所述上情亦屬實，惟乙曾

於100年8月15日與甲商量，因無力支付其餘半數價金，可否緩一

緩，算是向甲借的，以後有錢必定立刻還錢，而且還附加利息。甲

點頭表示同意。所以乙並無返還750萬元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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