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4 條  

 

255 

1. 多數學說 
有關於既判力是否及於訴訟標的物之繼受人，我國學說有認為，確定判決所認定

者，如係以對世權之物權為訴訟標的者，既判力原則上應及於受讓權利標的物之第三

人，惟該受讓人係信賴登記或即時取得者，因受土地法第 43 條及民法第 801 條、第 886
條規定之保護，既判力自例外不及於該受讓人，以免以訴訟法上之規定，變更實體法上

之權利義務關係。而第三人在訴訟繫屬中，因善意受讓訟爭之不動產者，其買賣契約原

屬有效，不因原告之起訴而影響其權利。而移轉行為，在第三人因信賴土地登記而受讓

該不動產者，並已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由應受絕對之保障。如認
既判力得及於因善意受讓訟爭不動產之第三人，幾與以既判力剝奪第三人合法取得之權

利無異，寧非與民事訴訟法保護私權之目的背道而馳！若謂第三人受讓不動產時，除信

賴土地登記之公示力外，並須向法院查明該不動產以前有無訴訟之繫屬或確定判決，則

土地登記制度之效用盡失，亦有礙交易安全。他如第三人因善意即時取得動產所有權或

質權者，均應受法律之保障，不受既判力之拘束。（王甲乙、呂太郎、吳明軒、吳從周、

范光群，民事訴訟研究會第 108 次研討會之發言及書面意見，法學叢刊，第 55 卷第 4
期，2010年 10月，頁 202、209、210、217、219） 

2.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抗字第 47 號裁定亦謂：「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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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權義關係規定相左，為確保交

易安全，倘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第三人，係信賴不動產登記或善意取得動產者，因受土

地法第四十三條及民法第八百零一條、第八百八十六條、第九百四十八條規定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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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民事訴訟保護私

權之本旨相悖，此參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特於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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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第一項所定既判力繼受人之主觀範圍自

明。」另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1526號判決亦有類似見解。 

3. 雙重善意說 
民事訴訟法於 2000 年修正時增訂第 254 條第 5 項規定：「第一項為訴訟標的之權

利，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起訴後，受訴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

請發給已起訴之證明，由當事人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訴

訟終結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發給證明，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塗銷該項

登記。」其立法目的就是在避免受讓人以不知訴訟繫屬為由，主張善意取得（該條項立

法理由謂：「第一項為訴訟標的之權利，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如

能於起訴後將訴訟繫屬之事實登記於登記簿冊上，使欲受讓該權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

訟繫屬之機會，將可避免其遭受不利益。又受讓人於知有訴訟繫屬之情形，而仍受讓該

權利者，可減少因其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爭；如其未承當訴訟或參加訴訟者，亦可推

定其有委由移轉人續行本訴訟之意思，而應受本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故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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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造當事人及受讓人之權益，防止紛爭擴大，並期能避免採當事人恆定主義所生之弊，

爰參酌美國加州民事訴訟法第四○九條之規定，增訂本條第五項前段。又訴訟終結後，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如受讓人）得聲請法院發給證明，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塗銷該

項登記，以免該登記久懸而未能處理，致影響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爰於同項後

段明定之。」）。有學者乃主張雙重善意說者，其主張應具「權利與訴訟繫屬之雙重善

意」，亦即關於訴訟繫屬中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受讓人是否能善意取得，指除善意不知

處分人無權利外，亦須善意不知其有訴訟繫屬或有既判力而言。繼受人僅於同時具備此

種「雙重善意」（doppelte Gutgläubigkeit），始能自無權利人實質地取得權利；欠缺其一，
即不能發生實體法上之善意取得，亦不能主張非為判決效力所及者。 

4. 本書見解 
本書認為民法上善意取得有其促進交易之立法政策及價值決定，程序法上制度設計

及解釋適用，不應動輒凌駕或架空實體法之價值預設。因而方向上仍應往善意取得可阻

斷既判力為基本立場，但若受讓人知悉「無權利」或「訴訟繫屬中」者，應無受保護之

必要，則仍使既判力及之，應不致過苛。值得建議者係權利人應儘量利用訴訟繫屬之登

記制度，以在訴訟中對於善意推翻之舉證上取得較優勢之地位。 

五、當事人所為訴訟行為對於特定繼受人之效力 
訴訟繫屬中系爭權利義務關係雖移轉讓與第三人，原當事人之訴訟實施權依當事人

恆定原則，並不受影響，其仍為當事人，並不喪失訴訟當事人適格，判決未確定前，特

定繼受人不得就同一訴訟標的之權利義務，再行提起新訴訟。訴訟中，對造當事人得執

其自己對特定繼受人之法律關係所生實體權利義務，對於讓與人為權利之防禦。例如，

對造得對讓與人主張已對特定繼受人為抵銷、清償等。法院於判決時應審理對造所主張

對特定繼受人之實體法關係，不得因特定繼受人非屬訴訟當事人而不加審酌。 
有疑義者，被繼受人於訴訟上能否就該訴訟為訴訟和解、撤回起訴、撤回上訴、提

起反訴、訴之變更或追加、就訴訟標的為捨棄或認諾？學者或有認為，在當事人恆定原

則之下，原訴訟當事人於讓與移轉系爭權利義務關係之後，於訴訟上僅成為形式上之當

事人，其受移轉之第三人成為實質上之當事人，為保護受移轉之第三人之權益，原當事

人得為之訴訟行為應有限制，其基於處分權主義之行為，或不得為之，或須經受移轉人

同意後始得為之。從而認為，形式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上為訴之變更、追加、提起反訴、

捨棄、認諾、訴訟和解、撤回起訴、撤回上訴等之訴訟行為時，應受相同限制。但此一

見解是否合理，可能有爭議。 
 

第 254 條 修法、實務 

第 254條（當事人恆定原則） 

Ⅰ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

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 

Ⅱ前項但書情形，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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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當訴訟。 

Ⅲ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Ⅳ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移轉者，應即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第三人。 

Ⅴ第一項為訴訟標的之權利，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起訴後，

受訴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發給已起訴之證明，由當事人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

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訴訟終結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發給證明，持

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塗銷該項登記。 

【修正理由】 

一、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時，如採當事人恆定主義，固可安

定訴訟程序，並與判決效力之主觀範圍及於特定繼受人之規定相配合，惟如為移轉

之當事人擅為訴訟標的之捨棄、認諾或與對造當事人成立訴訟上和解，將可能使受

讓人之權益遭受不利，故日本民事訴訟法於明治三十六年修正草案雖曾仿德國民事

訴訟法原則上採當事人恆定主義，然嗣於日本大正十年所擬草案及現行民事訴訟法

又改採訴訟承繼主義。我國原條文係採當事人恆定主義，明示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

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其目的固在求訴訟程序安定並保

護對造當事人，惟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既已移轉，與為移轉之當事人之利害關係已

漸淡薄，如能由受讓人承當訴訟，其訴訟之結果更能直接解決紛爭。故將原條文第

二項前段規定修正增列為第一項但書規定：「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

承當訴訟。」又該第三人亦可依第五十四條規定，提起主參加訴訟，而不必得當事

人之同意，自無須於此再加規定，故刪除原條文第二項後段之規定。 
二、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後，在讓與人與受讓人間已無爭執，僅他造當事

人不同意第三人承當訴訟時，於第二項規定，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

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 
三、為保障他造當事人之權益，於第三項規定，對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四、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移轉時，該受讓之第三人或不知有訴訟繫屬情形，為避免其

遭受不利益，應有使其知悉之機會，特於第四項增列如法院知悉有移轉之情形時，

即應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第三人。第三人因受通知而參加訴訟者，應適用

第六十二條之規定。 
五、第一項為訴訟標的之權利，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如能於起

訴後將訴訟繫屬之事實登記於登記簿冊上，使欲受讓該權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訟

繫屬之機會，將可避免其遭受不利益。又受讓人於知有訴訟繫屬之情形，而仍受讓

該權利者，可減少因其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爭；如其未承當訴訟或參加訴訟者，

亦可推定其有委由移轉人續行本訴訟之意思，而應受本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

故為保障他造當事人及受讓人之權益，防止紛爭擴大，並期能避免採取當事人恆定

主義所生之弊，爰參酌美國加州民事訴訟法第四○九條之規定，增訂本條第五項前

段。又訴訟終結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如受讓人）得聲請法院發給證明，持向

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塗銷該項登記，以免該登記久懸而未能處理，致影響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之權益，爰於同項後段明定之。（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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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第二百五十四條（24年） 
Ⅰ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 

Ⅱ第三人如經訴訟之他造同意，得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或依第五十四條之規定起訴。 

【立法理由】 
△查民訴律第九十四條理由謂第三人接受訴訟後，則審判衙門應據被告之申

述，使之脫卸訴訟，此際就被告言之，其訴訟由此終結。故以終局判決許其

脫卸，並使原告負擔訴訟費用，嗣後原告若對於第三人受勝訴之判決，可將

該費用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向第三人索取。但本案之判決，對於業經脫卸

之被告，亦有效力，以免更有起訴之事。（原立法理由） 

《判例》 

44年台上字第 1039號 
系爭房屋被上訴人於起訴後，訴訟繫屬中，以其所有權移轉於訴外人某公司，固為

被上訴人所不爭執，第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

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所謂於訴訟無影響，係指

原告或被告不因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而影響關於為訴訟標的之法

律關係之要件而言。是被上訴人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將為訴訟標的之系爭房屋所有

權移轉於訴外人某公司，而其關於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仍不得因是而指

為有欠缺。 

《裁判》 

101年度台上字第 86號 
又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

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定有

明文。所謂承當訴訟，即由該第三人接替為移轉當事人之地位，按當時訴訟進行之

程度續行訴訟之謂。原當事人前此所為之訴訟行為固仍然有效，並溯及於行為時對

於該第三人發生效力，惟原當事人亦因而脫離訴訟，嗣後本案之判決對於脫離訴訟

當事人不生效力。 

99年度台上字第 1057號 
按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亦有效力，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謂繼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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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因此，在給付

之訴，訴訟標的即係指當事人就實體法上基於對人或對物所生之請求權。其中對物

之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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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繼受人，凡受讓標的物之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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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內（本院六十一年台再字第一八六號判例、三十三年上字第一五六七號判

例、七十一年台抗字第八號判例參照）。……則被上訴人之前手楊○佑等五人前既本

於所有權即對物之關係起訴請求上訴人謝○志、黃○豪拆屋交還系爭土地，嗣於判

決確定後，被上訴人輾轉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揆諸上揭說明，能否謂被上訴人

非屬於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所稱之繼受人，而為該確定判決之效力所不

及，即非無再加斟酌之餘地。且本件被上訴人係依據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之規定請

求，為其所陳明，與楊○佑等五人在前案中所主張之訴訟標的，似無不同，原審未

遑詳求，遽謂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尚有不同，被上訴人仍得本於所有權請求，而為

上訴人謝○志、黃○豪不利之判決，亦有可議。 

98年度台上字第 1657號 
按承受訴訟係指訴訟程序因當事人權利能力、訴訟能力或代理權等之欠缺而當然停

止，由其他有權利為訴訟行為之人續行訴訟而言；而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謂承當

訴訟，則指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時，該第三人如經兩造

同意，得接替為移轉當事人之地位續行訴訟之謂，二者不同。查被上訴人陳○煌受

讓嘉○公司上開建號二六四之建物及基地，並於九十二年九月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完畢，為原審所確定，則陳○煌受讓嘉○公司此部分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似係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定是否准予承當訴訟之問題，原審未遑查明兩造有無

同意，逕以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條准為承受訴訟，卻於當事人欄載列陳○煌為嘉○公

司之承當訴訟人，亦有可議。 

98年度台抗字第 757號 
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

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定有

明文。準此，訴訟繫屬中，第三人受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

訟，經兩造同意者，第三人即因承當訴訟成為當事人，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原

當事人則脫離訴訟。 

98年度台簡抗字第 13號 
查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

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前項但書情形，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

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否認之

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 

97年度台上字第 1842號 
按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亦有效力，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所謂繼受人，如確定判決之訴訟標的為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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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該項

規範之目的，並非在創設或變更實體法上之權利義務，故讓與人因一己事由受不利

益之確定判決，而該事由於實體法上受讓人並不受其拘束時，原確定判決之效力即

不及於該受讓人，以避免因訴訟法上之規定，變更實體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查系

爭房地之讓與人廖○來前雖曾本於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起訴請求上訴人遷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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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系爭房屋，經法院認定上訴人係經訴外人楊○珍指示占有系爭房屋，楊○珍則

係基於與廖○來間債之關係而占有系爭房屋，上訴人非屬無權占有等情，而判決廖

○來敗訴確定；惟債之關係僅在特定當事人間發生效力，於實體法上既無拘束被上

訴人之效力，依上說明，該確定判決之效力即不及於被上訴人。 

97年度台抗字第 339號 
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

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移轉者，應即以書

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第三人；第一項為訴訟標的之權利，其取得、設定、喪失

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起訴後，受訴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發給已起訴之證

明，由當事人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訴訟終結後，當

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發給證明，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塗銷該項登記。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固定有明文。惟此等規定，旨在

保護第三人，為避免其遭受不利益，使其有知悉之機會，並促其是否徵求兩造同

意，或聲請法院許其承當訴訟。又於原告起訴後，當事人縱依上開第五項規定聲請

主管機關為登記，亦僅使欲受讓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之第三人知悉訴訟繫

屬於法院之事實，以此據為是否善意受讓之重要參考資料，並無禁止移轉之效力。

此與假處分制度，旨在保全強制執行及禁止債務人為移轉處分之規範目的及法律效

果均有所不同，故債權人就請求標的聲請對債務人為假處分，縱令於起訴後，祇要

符合假處分要件之相關規定，法院即應准許，初無因有上述訴訟繫屬事實登記規

定，得認為無假處分必要，而不予准許之理。次按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而未

將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除外，是債權人就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為保全強制執

行，不聲請假扣押而聲請假處分，自為上開條項之所許（本院四十二年台抗字第三

八號判例參照）。 

97年度台上字第 195號 
按所謂承當訴訟，係指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時，第三人

得經兩造之同意，聲請法院准許其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如僅他造不同意第三人承當

訴訟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即明；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亦定有明文，足見承當訴

訟與承受訴訟之意義迥然不同。又民法繼承編所定因被繼承人死亡而生之繼承，民

事訴訟法設有上揭規定，應生訴訟程序當然停止之效力，自無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

十四條關於承當訴訟規定適用之餘地。蓋當事人於訴訟繫屬中死亡，依法即應由其

繼承人承受訴訟，而成為訴訟之當事人，屬於兩造中之一造，並非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移轉之第三人，自無嗣以第三人身分承當訴訟之可言。矧當事人既已死亡，而無

權利能力及意思能力，自無從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謂同意承當訴訟之意

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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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台抗字第 42號 
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

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前項但書情形，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

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項定有明文。因此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

者，該第三人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原則上應經兩造之同意，若一造同意一造不

同意者，僅有在本造即讓與人同意而他造不同意之情況下，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

始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本件再抗告人並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損害賠

償債權移轉之事實，且縱認再抗告人所稱本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已於訴訟繫屬

中移轉於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為真，惟基於當事人恒定原則之適用，再抗告人如欲

為訴訟，僅能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經兩造同意，聲

請代○○縣○○鄉農會承當訴訟；若一造同意一造不同意者，亦僅有在本造即讓與

人同意而他造不同意之情況下，再抗告人始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其承當訴訟，或提

起第五十四條之主參加訴訟。 

96年度台上字第 1526號 
按民事訴訟法第 401 條第 1 項有關程序法上規定之『既判力之主觀範圍』，並非在創
設或變更實體法上規定之權義關係，為確保交易安全，倘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第三

人，係信賴不動產登記或善意取得動產者，因受土地法第四十三條及民法第八百零

一條、第八百八十六條、第九百四十八條規定之保護，基於各該實體法上之規定，

固例外不及於該受讓訴訟標的物之善意第三人，惟必以該實體法上所規定『善意受

讓之第三人』為限。原審就如附圖所示 B、C、D、E 部分，雖以『訴訟法上之既判
力，不得變更實體法上善意受讓之原則』，認定本件前案判決之既判力不及於被上訴

人，但原審既認定被上訴人係於九十三年四月六日，前案訴訟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之同年二月六日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且兩造為兄弟，前案訴訟乃其父

林○益與上訴人間涉訟，則能否逕認被上訴人受讓林○益系爭土地為屬善意受讓，

即非無再進一步推求之必要。原審未說明其為善意受讓人所憑以認定之依據，徒以

上述既判力例外不及於被上訴人，進而為上訴人此部分不利之判決，尤嫌速斷。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不能認為無理由。 

96年度台上字第 1222號 
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一

百六十八條定有明文。又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如僅他造不同

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同法第二百五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亦有明文。是如當事人死亡，其繼承人未承受其訴訟前，將

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因訴訟程序當然停止，自無由為聲請承當訴

訟或聲請法院裁定許承當訴訟之行為；該第三人既非繼承人，更無可由其聲明承受

訴訟而為訴訟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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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台上字第 1308號 
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

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前項但書情形，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

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中○銀行於原審訴訟中，已於九十三年六

月十日將其對上訴人之債權及其擔保與其他從屬權利移轉予被上訴人，並依法登報

公告通知債務人在案。被上訴人雖具狀聲請代中○銀行承當訴訟，原審亦依承當訴

訟程序處理，惟其承當訴訟是否經兩造同意，原審未遑調查審認，遽准被上訴人承

當訴訟，並為實體判決，於法非無可議。 

95年度台聲字第 263號 
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

關係，移轉於第三人，而他造當事人不同意由第三人承當訴訟者，移轉之當事人或

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又所謂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移轉，係

指訴訟標的所由生之實體法上權利義務之移轉而言。 

91年度台上字第 636號 
又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謂承當訴訟，係指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

係移轉於第三人時，該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接替為移轉當事人之地位，續行訴

訟而言。而承受訴訟，觀之同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則指訴訟

程序因當事人權利能力、訴訟能力或代理權等之欠缺而當然停止，由其他有權利為

訴訟行為之人續行訴訟之謂。 

85年度台上字第 380號 
查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為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所明定。此所謂移轉，祇問有移轉事實，不問移轉之原因

究係基於法律行為抑法律規定，且無論權利移轉或義務移轉或請求標的物之占有移

轉，均包括在內。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際，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而於訴

訟繫屬中將系爭房屋交付莊○翰，無異於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

第三人，此不因莊○翰前此與上訴人就系爭房屋訂有租賃契約而有何不同，依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訴訟無影響，被上訴人自仍得本於無權占有

之法律關係對上訴人為請求，上訴人不得藉詞其已非現在占有該房屋之人而脫免責

任。 

84年度台抗字第 458號 
按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所謂繼承人，係指依繼承法規定繼承被繼承人財產上

之一切權利義務之一般繼承人而言，不包括訴訟標的之特定繼受人在內。該特定繼

受人僅得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經訴訟之他造同意而代當事人

承當訴訟或依同法第五十四條之規定起訴，尚不得援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

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以繼承人之身分承受訴訟。 

83年度台上字第 1085號 
惟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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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所謂於訴訟無影響，係指原告或被告不因為

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而影響關於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而

言，不得因是而指關於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有欠缺（本院四十四年台上字

第一○三九號判例參照）。 

83年度台上字第 576號 
本件雖因國家之處分而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於原地主，依當事人恒定之原則，

上訴人並不因而喪失訴訟實施權云云。然查本件系爭土地，上訴人係因撤銷徵收而

發還於原所有權人，亦即上訴人係喪失為訴訟標的之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並非為訴

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移轉（即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讓與第三人），自無民事訴訟法第二

百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又上訴人主張其已對臺中縣政府、臺灣省政府此項

違法撤銷徵收之處分，向內政部提起訴願云云，惟此所謂訴願係屬行政救濟程序，

與本件民事訴訟不生影響。為其心證之所由得。因而將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

決廢棄，改判駁回其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80年度台上字第 28號 
按系爭基地並不因上訴人於訴訟繫屬中，將其所有權（包括基地出租之法律關係）

移轉於第三人，而影響關於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

及四十四年台上字第一○三九號判例參照）。從而上訴人起訴前原有兩造爭執之基地

租賃關係，自不因此於訴訟中成為過去或變為不存在，致喪失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附此敘明。 

【裁判評釋】 

壹、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1842號 

主要爭點 

實體法上善意取得之規定對於「既判力主觀範圍」之影響為何？ 

裁判要旨 

按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亦有效力，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所謂繼受人，如確定判決之訴訟標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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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該項規範之目的，並非在創設或變更實體法上之權利義務，故讓與人因一己事

由受不利益之確定判決，而該事由於實體法上受讓人並不受其拘束時，原確定判

決之效力即不及於該受讓人，以避免因訴訟法上之規定，變更實體法上之權利義

務關係。 

相關裁判 

41台上 323判例、98台再 35判決、96台上 1526、96台抗 47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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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釋 

一、實務見解 

實務對於登記賦予絕對效力之解釋 

1. 「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
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故真正權利人祇許在未有第三人取得權利

前，以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為塗銷登記之請求，若至已有第三人本於現

存之登記而為取得權利之新登記以後，則除得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請

求損害賠償外，不得更為塗銷登記之請求，因之真正權利人對於第三人依

此取得之不動產，訴請返還，自無法律上之根據。」（最高法院 41年台上
字第 323號判例） 

2. 「丁就該土地係因向法院承受而取得其權利，在拍賣過程中，執行法院並
未告以其中尚有再審訴訟之提起，一切均按法定程序完成承受手續，而登

記簿上當時又明載所有權人為甲非乙，且並無假處分登記之存在，是丁因

信賴執行法院之拍賣，及本於現存之登記，而為取得權利之新登記，依法

即有絕對效力，不容乙再以真正權利人地位，訴請塗銷及返還。」（最高

法院 53年度第 4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 

部分實務認為繼受人若善意取得即不受前訴訟既判力所及 

1. 「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有關程序法上規定之『既判力之主觀
範圍』，並非在創設或變更實體法上規定之權義關係，為確保交易安全，

倘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第三人，係信賴不動產登記或善意取得動產者，因

受土地法第四十三條及民法第八百零一條、第八百八十六條、第九百四十

八條規定之保護，基於各該實體法上之規定，固例外不及於該受讓訴訟標

的物之善意第三人，惟必以該實體法上所規定『善意受讓之第三人』為

限。」（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1526號判決） 

2.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所稱之繼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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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之重要權義關係規定相左，為確保交易安全，倘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第

三人，係信賴不動產登記或善意取得動產者，因受土地法第四十三條及民

法第八百零一條、第八百八十六條、第九百四十八條規定之保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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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民事訴訟保護私權之本旨相悖，此參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

十五條特於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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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第一項所定既判力繼受人之主觀範圍自明。」（最高法院 96年
度台抗字第 47號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