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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民事訴訟法實例題之研習為主，共包含六

十一則實例題之演練。其乃著重民事訴訟法上相關重

要課題之實例研習，如處分權主義與訴訟標的理論、

修正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民事訴訟第一審程序充實

與集中原則、一貫性審查與重要性審查、第二審新攻

擊與防禦方法提出之容許範圍、當事人能力、訴訟能

力、訴訟代理、權利繼受、訴訟系爭物之繼受與既判

力主觀範圍之擴張、訴訟繫屬登記與善意取得、重複

起訴之禁止、客觀訴之合併、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

當事人變更與追加、連帶債務共同訴訟之型態、上訴

與撤回上訴之效力其判決之效力、裁判分割共有物訴

訟、準公同共有債權之共同訴訟型態、輔助參加、訴

訟告知與法院依職權通知之效力、主參加訴訟、訴訟

上自認、否認與擬制自認、舉證責任之分配、舉證責

任轉換之舉證減輕與舉證責任未轉換舉證減輕、摸索

證明禁止原則、個別證據程序、既判力、爭點效以及

第三人撤銷訴訟。本書先闡述各實例之基本概念、重

要實務及學說見解之爭議，其後進行案例之解說，並

於適當處加上重要之圖表，以助益讀者將各案例與學

說及實務見解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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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版序  

本次實例研習書改版新增「一貫性審查與重要性審查」、「連

帶債務共同訴訟人上訴與撤回上訴效力」、「醫師用藥瑕疵與藥師

調劑瑕疵舉證責任問題」三則新的重要實例。此外，尚增加關於爭

點整理、重複起訴禁止、訴訟繫屬登記、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四種

案例類型、當事人變更與追加四種案例類型、反對抵銷、訴之合併

四階層論、共同訴訟類型（尤其準公同共有債權共同訴訟型態之劃

定問題）、上訴審程序之新圖表。於原先內文之部分則新增民訴法

第199條之1闡明義務範圍界限之實例、舉證責任分配與舉證減輕三

階層論、關於公害舉證責任分配與舉證減輕部分之實務見解與本書

之分析，且更新了關於最新實務上關於爭點效之要件以及本書之評

析部分。 

關於此次改版須誠摯感謝陳冠諭、林曉琪與蔡沂縉同學於圖表

與實務見解收集方面之協助。對於最聰明與最美麗小兔兔Steffi長期

以來的鼓勵與之支持，Jimbobo須致上無比感謝之意。最後對於我的

父母一直以來的支持須致上萬分感謝之意。 

 

 

劉明生（Ming Sheng Liu）謹誌 
於台中日月千禧 202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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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二○○一年民事訴訟改革法（das Zivilprozessreformgesetz 
2001）之修正，美國二○○六年E-Discovery之改革法案，日本平成
八年與十五年民事訴訟法之修法，以及我國二○○○年、二○○三

年、二○○七年與二○○九年民事訴訟法之修法，均顯示民事訴訟

法不斷在演進與改革中。對於民事訴訟最新立法、學說與實務見解

之掌握，皆有作更加體系化與細緻化說明之必要。民事訴訟本身即

在解決實際案例之糾紛，故能否正確與有效解答民事訴訟相關之實

例則扮演重要之角色。而民事訴訟主要之目的，乃在以最有效之方

式保障當事人實體法上之權利。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彼此之間

之關聯性如何，何種情形應優先考量民事訴訟法之觀點，何種情形

應優先考量民事實體法之觀點，何種情形應同時並重兩項觀點，均

成為現今研習民事訴訟法實例題時必須一併留意之處。 

基此，本書以民事訴訟實例之研習為主，共包含二十五則民事

訴訟實例題與六則綜合實例題之演練。本書先探討民事訴訟實例解

析之要點、民事訴訟之概念與構造，其後解析具體之實例，其乃著

重民事訴訟上相關重要課題之實例研習，如處分權主義與訴訟標的

理論、訴之聲明之表明、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法院闡明義務之體

系、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當事人變更與追加、客觀訴之合併、訴

訟實施權與訴訟擔當、共同訴訟、訴訟參加及既判力之客觀效力範

圍與主觀效力範圍等主題。而解答民事訴訟實例題時，宜先掌握與

該實例相關之爭點、立法與修法、學說與實務見解，始能使讀者充

分與完整解答相關之實例。民事訴訟實例之研習，仍無法脫離民事

訴訟立法、學說與理論之發展，民事訴訟法相關學說與理論之建

構，仍有從比較法之觀點持續進行之必要，故本書先闡述與該實例

相關之基本概念，重要學說與實務見解，次殿以該項實例之解說。

本書主要之目的，乃在使讀者充分理解與民事訴訟相關之基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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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構造、爭點及與該爭點相關之學說和實務見解，並將其與該案

例事實相結合作更進一步推論與解釋之工作，藉此培養其解答民事

訴訟實際案例之能力。於文獻參考方面，本書參酌國內關於民事訴

訟重要之學說與實務見解，並於適當處參考德國之立法與學說。此

外，為利於讀者理解，本書尚於適當處加入比較性與說明性之表格

與圖表。透過如此民事訴訟實例之研習，可使讀者更加明瞭民事訴

訟相關立法與學說如何於實際案例中運用，並可能依此尋求與驗證

各立法與學說之實用性。 

本書之完成，必須特別真誠感謝恩師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駱永家博士，於撰寫碩士論文時期之啟蒙與教導，以及博士爸爸  
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教授Peter Gottwald博士，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
之指導與愛護。此外，尚須由衷感謝元照出版公司之協助，及童綿、 
安若、孟哲、建廷、勤淵、怡潔諸學隸於本書編排上之建議與協

助。最後，對我最摯愛的父母雙親尤須獻上內心無盡感激之意，感

謝其長期以來對我的支持與愛護。 

 

 

劉明生 謹誌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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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論 

環觀21世紀初，不論外國與我國之民事訴訟法，皆試圖進行大幅度

的修正，以此建立一嶄新容貌之民事訴訟法，諸如德國公元2001年之民

事訴訟改革法（das Zivilprozessreformgesetz 2001），美國公元2006年之

E-Discovery改革法案，日本平成8年與15年之民事訴訟修法，我國2000
年、2003年、2007年、2009年、2013年、2015年與2017年民事訴訟之修

法、2018年民事訴訟法修法草案。凡此均說明民事訴訟法不斷在演進與

改革中。對於民事訴訟最新立法、學說與實務見解之掌握，皆有作更加

體系化與細緻化說明之必要。民事訴訟本身即在解決實際案例之糾紛，

通過司法官國家考試審理具體民事訴訟事件之法官，須能充分掌握案例

事實，釐清當事人間之爭點，就此等爭點作出合理的事實認定，並妥當

解釋、適用相關之法規範，就當事人間之訴訟紛爭作出正確與適時之判

斷。而代表當事人進行訴訟之律師亦須充分掌握案例事實與相關之法

律，提出有利之攻擊方法或防禦方法，整理當事人間之爭點，試圖有效

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由此可知，關於民事訴訟實例解析能力之訓練，

對於培養法律專業人士扮演重要之角色。而民事訴訟主要之目的，乃在

於以最有效之方式保障當事人實體法上之權利。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

法彼此之間之關聯性如何，則成為現今研習民事訴訟實例時亦須一併留

意之處。 

基此，本文以民事訴訟實例之研習為主，共包含民事訴訟實例題與

綜合實例題之演練。其先探討民事訴訟實例解析之要點、民事訴訟之概

念與構造，其後解析具體之實例，乃著重民事訴訟上相關重要課題之實

例研習，如處分權主義與訴訟標的理論、訴之聲明之表明、辯論主義與

協同主義、法院闡明義務之體系、民事訴訟第一審程序充實與集中原

則、管轄權、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訴訟代理、當事人適格、重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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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 

訴之禁止、當事人恆定原則、善意取得與既判力主觀範圍擴張之問題、

訴訟繫屬登記容許要件、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解約、損害賠償與客觀

訴之變更、追加、當事人變更與追加、客觀訴之合併、訴訟實施權與訴

訟擔當、連帶債務共同訴訟、共有物返還請求權與共有物返還訴訟、確

認共有物所有權存在訴訟、判決分割共有物訴訟、準公同共有債權共同

訴訟、訴訟參加、訴訟告知、法院依職權通知、證據法之基本理論、舉

證責任之分配、轉換與減輕、摸索證明禁止原則、個別證據程序、既判

力之客觀範圍、爭點效與既判力主觀效力範圍及其擴張，以及再審訴訟

與第三人撤銷訴訟等主題。另基因於民事訴訟實例之研習，仍無法脫離

民事訴訟立法、學說與理論之發展，民事訴訟法相關學說與理論之建

構，仍有從比較法之觀點持續進行之必要，故本文先闡述與該實例相關

之基本概念，重要之學說與實務見解，次殿以該項實例之解說。衷心期

盼透過如此民事訴訟實例之研習，更加助益讀者明瞭民事訴訟相關立法

與學說於實際案例中運用之狀況，並可能依此尋求與驗證各立法與學說

之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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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事訴訟實例解析之要點 

壹、各項民事訴訟實例題考試之取向 

各項國家考試大體上（並非必然）有其側重之考題方向。律師考試

則著重與律師或當事人有關之問題。例如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律師

強制代理與否，當事人適格，當事人之權能、責任與義務、律師可為代

理之範圍。司法官考試則偏重於法院審查起訴是否合法、應如何進行審

理、如何判決之問題。例如法院審判權與管轄權，法院之權限（民訴法

第67條之1法院得依職權通知）與法院之義務（民訴法第199條與第199
條之1法院之闡明義務），法院之審理方式，法院應如何處理回應當事

人提出之聲請，其是否受當事人陳述之拘束。於三合一之考試，則須法

院與律師角色兩者兼顧。 

貳、解答實例題之時間有限性 

各項考試所欲解答之實例題，皆設有一定時間之限制，故應養成平

時即應依「體系之觀點」，整理爭點之習慣，就重要爭議問題直接相關

之學說上與實務上見解之精華，亦即最重要之部分（關鍵字與關鍵詞）

記載於一大張之圖紙上，將每個重要爭議問題與直接相結合之學說與實

務見解精華一併記載，並特別注意各爭議問題之間之連結性，將各項相

關問題連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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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事訴訟實例解析之有效方法 

一、尋求解答實例題之中心思想 

每一實例考題皆有其欲測驗考生之中心思想，切忌偏離考題的主軸

與中心思想作答。於回答實例題時應先判斷該實例題所涉及之主題為

何，出題者所擬測驗考生於民事訴訟法何方面問題解決之能力。此種

「測驗主題」之找尋，主要應從出題者所提出之問題判斷之。 

二、掌握案例事實之重點 
其次，應於上述主題設定之範圍內，根據出題者所提出之問題，尋

求出重要之案例事實，除去不重要之案例事實。就不重要之案例事實，

於解答題目時無須回答，必須直接針對出題者所提出之問題切入，無須

撰寫一大堆無關緊要之定義性或概念性之回答。於此階段應審查何種案

例事實為重要，何種案例事實為不重要，此等重要事實發現之過程，可

能同時發現各項不同之爭議點。 

三、尋求與重要之案例事實直接相關之法條規定 

於過濾掉不重要之案例事實後，應針對重要之案例事實，尋求與其

直接相關之重要法條規定。倘若於考試時找不到重要之法條，將大大影

響解答之成果。 
※準備方向：平時即應熟記各法條規定之構成要件與效果，以及各

法條規定間之連結與關聯性，將彼此相關之法條連結在一起。 

四、發掘重要爭議點之所在 
於回答所提之問題時，應明確指出學說上相關之爭論點為何，於案

例事實非常長之情況，切勿驚慌，以致於未充分尋求出重要爭議點。惟

通常每一實例題均有三至五個重要爭議點，倘若未正確與充分找出爭議

點，將大大影響作答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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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效與明確鋪陳相關之見解與論證 
於充分掌握爭點後，即須撰寫此等爭點學說上與實務上處理之方

式，以各種重要見解採取之理由「精華」，亦即理由構成之最重要部分

為基礎，於答案中彰顯各該重要之關鍵字與關鍵詞，使其成為完整且推

論一貫之見解與理由的鋪陳，並將該等學說與實務見解套用於本案例之

事實，進行解釋與推論，基此導出不同之結果（此部分非常重要，因如

此之回答始符合解決「實例題」之要求），最後並可適度表達個人之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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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事訴訟實例解析之訓練方式 

壹、概 說 

除上述民事訴訟實例解析之有效方法外，尚應特別著重民事訴訟實

例解析之訓練方式。其方式共可分為：一、特定主題引導與連結之訓練

方式。二、不同主題相連結之實例解析方式。三、不同實例與訴訟狀況

變化之解答。四、著重民事訴訟法新法修正後之實例解析，並重視與社

會 新時事結合之實例解析。五、著重複雜訴訟型態之實例解析。六、

民事訴訟法與民法相結合之案例解析方式。 

貳、特定主題、新法修正、考古題、時事案例 
相互結合之實例解析訓練方式 

民事訴訟法之核心條文即為第244條第1項。依該條項之規定，可知

民事訴訟之構成要素，主觀要素有當事人，客觀要素有訴訟標的與訴之

聲明。解答民事訴訟實例問題時，必須明確區分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的

不同，並從事以主觀要素或客觀要素為主軸之連結性思考。 

一、主觀方面之連結性思考 

以【當事人】為核心主題 

簡單訴訟型態 
當事人能力（參民訴法第40條第1項與第3項）  
兩造當事人皆須有當事人能力。應特別留意民訴法第40條第3項關

於非法人團體之解釋問題，尤其關於合夥、祭祀公業、分公司相關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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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力認定及其既判力是否擴張之問題。 
訴訟能力（參民訴法第45條）  
不論原告或被告皆必須具備訴訟能力。於此應特別留意受輔助宣告

之人於實體法與訴訟法上之地位（參民訴法第45條之1）。 
自己為訴訟行為之能力 

自己為訴訟行為之能力，乃指當事人可以自己獨自為訴訟行為之能

力。不論原告或被告皆必須具備可由自己，無須委由他人為訴訟行為之

能力，此乃兩造當事人，不論原告或被告皆須具備之能力。就第一審與

第二審程序而言，於我國舊法之下乃採取當事人本人訴訟主義，新法修

正後則採取所謂的律師獨占主義（或可稱為任意律師代理主義），但仍

未採取律師強制代理主義。「倘若」原告或被告委任訴訟代理人實施訴

訟時，於我國新法修正後，原則上應以律師為限，以非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應獲法院許可（民訴法第68條）。但民訴法第68條第1項，並未強制

訴訟代理人代替當事人進行訴訟，當事人仍可不委任訴訟代理人代其進

行訴訟，而由自己本人進行訴訟。相對於此，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僅於

第三審上訴程序採行律師強制代理（Anwaltszwang）主義（參民訴法第

466條之1）。任意律師代理主義與律師強制代理主義之差異，在於當事

人本人可否選擇自行進行訴訟。於前者之情形，當事人本人可自為訴訟

行為，即使未委任律師為訴訟行為，其所為的訴訟行為仍為有效。於後

者之情形則必須委任律師代為訴訟行為，如未委任律師，其訴訟行為無

效。茲將我國新法與就舊法所採用之模式圖示如下（2018年民事訴訟法

草案關於律師強制代理之新修正，請參訴訟代理之案例）： 
 
第一審與第二審  92年新法修正前：當事人本人訴訟主義 
                  

92年新法修正後：改採律師獨占主義 
 

第三審      89年新法修正前：當事人本人訴訟主義 
                                  

89年新法修正後：改採律師強制代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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