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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訴訟程序原係存在於對立兩造之間，在保障其相互攻防

機會後，使兩造當事人受判決結果拘束。但於若干情形，第

三人對於判決結果存在利害關係，例如其可能受判決效力所

及，或可能因此遭到求償等類情形，因而現有兩造或第三人

可能有主動進入或被動被引入訴訟之需要。 

就第三人程序參與而言
1
，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上可區分為

程序中參與及程序後參與。依其程序參與之密度，在程序中

者可區分為：一、使第三人納入當事人，亦即使其成為共同

原告或共同被告，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56 條之 1 強制追加原告

之情形或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5 款追加當事人。另

對於合一確定第三人提起反訴等亦同。二、使第三人成為獨

立原告，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54 條之主參加訴訟。三、與當事

人對訴訟標的法律關係需合一確定者參加訴訟，參加人可獲

得較高程序上權限。四、以獨立性較低之訴訟參加模式為訴

訟參與。五、當事人以告知訴訟或由法院職權通知方式使第

三人得進入訴訟為訴訟參加。在程序後參與則為第三人撤銷

訴訟制度。另依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主張自己非執行

力所及者得提起異議之訴。以此構成我國第三人程序參與之

                                                           

1 訴訟參加之制度可溯及羅馬法時代，雖羅馬法時代及中古時期並未對於訴

訟參加一詞加以確認，但第三人協助一造當事人之制度則早有之。

Walsmann, Die streitgenoessidche Nebenintervention, 1905, S.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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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圖像
2
。至於是否亦應承認得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撤銷詐

欺訴訟之判決，或以再審方式為之，亦乃理論上可得討論

者。 

在立法例上，對於第三人程序參與各有不同制度設計，

在德國亦有共同訴訟、主參加、從參加、告知訴訟、家事事

件中之職權通知（舊民事訴訟法第 640 條 e 及第 666 條第 3

項第 1 句）等。在美國，有共同訴訟、訴訟參加、Impleader

及 Interpleader 等制度
3
。 

然而，第三人為何有程序參與之必要？係為當事人另主

張權利所預先籌劃？係為使第三人受充分程序保障，使判決

效力擴張取得正當性？係為擴大紛爭一次解決？係為判決效

力擴大，為第三人撤銷之訴取得擴大適用基礎？如何制度建

構思維，將導出不同對於制度之理解及想像。亦即，傳統上

對於訴訟參加制度之設計，乃著重在對於利害關係人之合法

聽審權保障，因其將因被參加人勝訴而受影響，有程序保障

之必要。但若係基於有效訴訟促進，以程序上公益（例如訴

訟經濟）為考量點，則對於制度設計上，即可能有不同面

向
4
。 

在此，略就訴訟參加及告知訴訟制度為解析及說明，對

於其他第三人之參與程序，僅為問題提示
5
。 

                                                           

2 另外反訴或在訴訟上和解等程序，第三人亦有參與機制。 
3 Vgl. Lüke, Die Beteiligung Dritter im Zivilprozess, 1993, S. 40 ff. 
4 Vgl. Lüke, a.a.O., S. 40 ff., 234 ff. 
5 相關制度說明可參閱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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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訴訟參加、告知訴訟 

一、基本要件及程序 

我國訴訟參加、告知訴訟及獨立參加等制度分別規定在

第 58 條至第 67 條之 1、第 54 條等。規範類型包括從參加、

獨立輔助參加、告知訴訟、職權通知及主參加訴訟等。此等

程序，僅主參加訴訟中之第三參與人係以當事人身分進入訴

訟，而與第 56 條之 1 及第 25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類似，其

餘則係以參加人角色或效果準用方式規範，主體定性上乃與

當事人者並不相同。無論係從參加、獨立輔助參加均僅係參

加人，性質上並非當事人，即使獨立輔助參加，某程度上有

被參加人之共同訴訟性質，但仍非屬當事人
6
。亦即，參加人

僅係訴訟協助者，非共同訴訟人，亦非當事人本身。參加人

得為證人，但不能作當事人訊問
7
。如此，即使所謂共同訴訟

參加人之性質，亦不能認為可等同於共同訴訟當事人本身。 

訴訟參加之要件，在德國法上，要求主程序繫屬中及具

備參加之原因。不僅判決程序屬之，即證據保全、督促程

序、假扣押及假處分程序亦均得為訴訟參加
8
。參加原因乃須

對於被參加人之勝訴具備法律上利益，所謂法律上利益係指

參加人對於當事人或系爭程序標的，存在其私法或公法之法

                                                           

6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7. Aufl., 2010, S. 262. 
7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S. 262. 
8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S.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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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地位因被參加人敗訴會造成不利之影響之法律關係。若敗

訴並不會對其發生不利益，勝訴卻對其發生利益或對於該人

主張權利時乃與系爭訴訟程序結果無關者，均無法律上利

益。法律上利益之概念雖不須作過於窄化解釋，但若僅因友

誼或親屬間關係發生之事實或經濟上利益者，非屬之
9
。文獻

上有舉如下事例：K 起訴請求連帶債務人 B1 給付某金額，K

取得勝訴後，另訴連帶債務人 B2，此時 B1 可參加 K，因若

K 勝訴，如 B1 已給，其有對 B2 之補償債權
10
。 

我國對此多認為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

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

當事人之一造敗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

雖不及於第三人，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

訴，於法律上或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

不利益者。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抗字第 615 號民事裁定：「按

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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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

參加。』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

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

造敗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

三人，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於法律

上或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而

言（本院 51 年台上字第 3038 號判例參照）。申言之，凡對於

訴訟標的之判斷或判決理由中主要爭點之判斷，有利害關係

                                                           

9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S. 254. 
10 Grunsky/Jacoby, Zivilprozessrecht, 14. Aufl., 2014, Rn.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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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三人，就該訴訟即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得為訴訟參

加。本件台電公司提起本訴訟，請求全體被告連帶賠償其因

氣爆事件所受損害，並主張氣爆事件係全體被告就系爭管線

有設置、管理及維護等欠缺所致。惟為再抗告人及華運公司

所否認，辯稱：氣爆事件係因相對人於 81 年間設置箱涵時未

確實監工驗收，造成箱涵包覆系爭管線，使管線管壁鏽蝕減

薄所致云云，是本訴訟主要爭點為氣爆事件之成因（究為再

抗告人就系爭管線之設置、管理及維護等欠缺及未預防、避

免或防止丙烯繼續外洩所致，或相對人設置箱涵包覆系爭管

線，使管線管壁鏽蝕減薄所致）。本訴訟就此主要爭點所為之

判斷，其判決效力雖不及於相對人，但相對人私法上之地位

（造成台電公司損害之氣爆事件，是否具可歸責事由），因台

電公司勝訴或敗訴，於法律上或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將

受影響（台電公司如獲勝訴判決，則其可免受台電公司追償

之不利益），依上說明，相對人就台電公司與全體被告（含再

抗告人）間之本訴訟，自屬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得

於本訴訟繫屬中為參加，輔助台電公司。」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抗字第 843 號民事裁定：「惟按民事

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

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

加』。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上

之地位，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一造敗訴，將受直接或間接之

不利益而言，如僅有道義上、情感上、經濟上或其他事實上

之利害關係不與焉。又依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本文

及第二項規定，參加人對於其所輔助之當事人，或參加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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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之當事人對於參加人，均不得主張本訴訟之裁判不當；

同法第五百零七條之一本文則規定：『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

三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

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者，得以兩造為共同被告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請求撤銷對其不利部分之

判決』，準此，參加人係藉由輔助一方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從

而達到保護自己法律上利益之目的。苟當事人一造敗訴之結

果，對於第三人之權利不生影響，第三人對於該敗訴之一

造，並無主張該裁判不當之實益，亦不可能依民事訴訟法第

五百零七條之一規定，以兩造為共同被告，對於該判決提起

第三人撤銷訴訟時，應認該第三人就兩造間之訴訟不具法律

上利害關係，而無許其依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參加訴訟之餘地。本件再抗告人主張其為陳○君之債權人，

而對陳○君等人提起前開撤銷法律行為、確認抵押權不存在

及塗銷登記等訴訟。雖相對人主張其亦同為陳○君之債權

人，惟相對人就上開法律行為撤銷權之有無，繫於陳○君等

人之行為是否有害及其權利等要件，與再抗告人之撤銷權間

並無必然關連；而再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及塗

銷登記部分，縱受敗訴判決，其既判力亦不及於相對人。準

此，本件再抗告人如受勝訴判決，因陳○君責任財產增加之

結果，相對人固同蒙其利；惟若再抗告人受敗訴判決，相對

人本於債權人地位所得行使之撤銷權，及提起確認、塗銷登

記等訴訟之權利，均不因此而受影響。於此情形，相對人未

因不得對再抗告人主張本訴訟裁判不當而受有不利益，尤無

就本訴訟確定判決對兩造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之實益，揆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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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說明，自難認其就本件訴訟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從

而相對人依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為輔助再抗

告人而聲請參加本件訴訟，即有未合。」 

在德國，訴訟參加人僅為當事人之協助人，其行為不能

牴觸被參加人，當事人爭執之事實，從參加人不能自認之；

當事人自認之事實，從參加人不能否認之。當事人罹於失權

之攻擊防禦方法，從參加人不能提出之。當事人上訴已屬不

合法者，從參加人亦不能提起之。從參加人不能為訴之減

縮、擴張或變更，其亦不能捨棄或認諾，亦不能成立訴訟上

和解，亦不能撤回或捨棄上訴權以終結程序，亦不能以被參

加人債權對相對人行使實體上抵銷權
11
。 

在德國，訴訟參加後，當事人得聲請駁回之，此乃參加

爭議，此爭議應言詞審理，對其所為決定則為確認判決，駁

回訴訟參加判決確定後，訴訟參加人應退出訴訟，在確定

前，該訴訟參加人仍有權參與訴訟，其所為行為，不會因駁

回訴訟參加判決確定而溯及失效。 

二、訴訟參加之效力 

訴訟參加之效力規定在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68 條，法條規

範邏輯與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63 條類似，乃在於訴訟參加人被

保障於多大範圍內得影響判決作成，於該範圍內承認該判決

對於訴訟參加人之拘束力。僅例外得爭執所參加前案確定判

決效力情形，我國法係規定在第 63 條第 1 項但書。其與德國

                                                           

11 Jauernig, Zivilprozessrecht, 28. Aufl., 2003, S.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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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 68 條後段類似：參加時訴訟狀態或因被參加人

陳述或行為而造成無法提出攻擊防禦方法，或被參加人故意

或重大過失未提出為參加人所不知之攻擊防禦方法者（nur 

insoweit gehört, als er durch die Lage des Rechtsstreits zur Zeit 

seines Beitritts oder durch Erklärungen und Handlungen der 

Hauptpartei verhindert worden ist, Angriffs- oder Verteidigungsmittel 

geltend zu machen, oder als Angriffs- oder Verteidigungsmittel, 

die ihm unbekannt waren, von der Hauptpartei absichtlich oder 

durch grobes Verschulden nicht geltend gemacht sind.）此一原則

上拘束後程序之訴訟參加效力，係以前程序之訴訟參加人有

受充分程序保障之機會為前提。如前程序判決已確定，無論

訴訟參加要件是否具備或該訴訟參加人是否確實進行訴訟，

甚至其毫無作為或撤回訴訟參加，均不影響訴訟參加效力之

發生
12
。 

學者認為訴訟參加效之本質係純程序法上效力，與既判

力之性質乃存在爭議者不同。訴訟參加效有二層面意義：其

一、作為後訴法院之行為規範，亦即後訴法院應受前訴裁判

結果拘束。其二、對於第三者在後訴不同前訴裁判結果之主

張。訴訟參加效乃失權及拘束效力之結合。惟在此之失權乃

跨程序（前、後訴訟）之失權，與其他攻擊防禦方法之失權

係發生在同一程序中之內程序失權者，有所區隔
13
。在發生

拘束力部分，有部分係類於實質判決效力，有稱為確定判決

                                                           

12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S. 259. 但在後訴訟，該訴訟參加人仍

可爭執其於前案中並無當事人能力或訴訟能力。 
13 Ziegert, Die Interventionswirkung, 2003, S.16 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