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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訴訟 
─評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1487號判決 

 

本案事實 

原告（上訴人）甲○○等 11 人主張坐落臺北縣板橋市○○段 436 號

土地，為其祭祀公業派下員公同共有土地，該公業於未辦理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前，以乙○○等 15 人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系爭土地之

管理使用收益，均由該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管理人丙○○等 7 人共同為

之。嗣丙○○等 7 人先後辭世，上訴人甲○○等 11 人分別為丙○○等 7

人之男系繼承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乙○○中丁○○過世後，由其

繼承人戊○○（被告、被上訴人）於 2005 年 9 月 7 日辦妥繼承登記後，

旋於同年月 22 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1/60，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

記予被上訴人己有限公司（被告、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間上開移轉所有

權之登記，違反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物權編 2009 年修法後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之規定，應屬無效。求為壹、確認被上訴人間於 2005 年 9 月

22 日以買賣為原因，就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1/60 所為土地所有權之

移轉登記無效。貳、被上訴人己有限公司應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登記予以

塗銷之判決。 
 

判決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重上字第 61 號判決，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

敗訴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其主要理由為，契約為法律關係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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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非即法律關係之本身，契約之有效與否，本屬一種法律問題，不

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惟以自己之所有物，經無處分權人與人訂立所有

權移轉契約為原因，提起確認之訴時，雖其訴之聲明係求確認物權移轉

契約為無效，而其真意實係以物權移轉契約無效為理由，求為確認自己

之所有權仍屬存在之判決，其訴訟標的仍為法律關係，而非契約之無

效。上訴人在第一審訴之聲明第 1 項請求確認土地所有權之移轉登記無

效，非屬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亦非確認證書真偽。上訴人係以

己有限公司於 2005 年 9 月 22 日登記取得所有權之基礎事實，而該基礎

事實之法律上效力如何，為上訴人請求己有限公司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

登記予以塗銷訴訟中所應判斷，足見上訴人非不得提起他訴訟，以達到

確認被上訴人間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物權移轉登記行為是否無效之事

實，其對於被上訴人二人提起如第一審訴之聲明第 1 項所示之確認訴

訟，顯違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2 項之規定，其訴核與確認之訴要件不

合。 

反之，最高法院認為臺灣高等法院先則認以自己之所有物，經無處

分權人與人訂立所有權移轉契約為原因，提起確認之訴時，雖其訴之聲

明係求確認物權移轉契約為無效，而其真意實係以物權移轉契約無效為

理由，求為確認自己之所有權仍屬存在之判決，其訴訟標的仍為法律關

係，而非契約之無效。本件上訴人於第一審起訴時已陳明：「本件原告

（即上訴人）確認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權之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利益」。顯見其真意乃係以物權移轉行為無效為理由，求為確認系爭土地

所有權歸上訴人及其他派下員公同共有之判決，則其訴訟標的應仍屬法

律關係之確認，並非契約無效。乃原審竟又認上訴人所為確認者，僅為

己有限公司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基礎事實，並進而認該基礎事實之法

律效果，應為上訴人請求己有限公司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訴中得為判

斷，非不得以他訴訟達到確認被上訴人間所為之物權移轉登記行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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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故認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違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2 項

之規定，難謂無前後矛盾之嫌。本件上訴有理由。 
 

爭 點 

基礎事實可否作為確認之對象？確認訴訟補充性是否應加以承認？

確認前提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與個別給付訴訟之間有無所謂確認訴訟

補充性適用之問題？ 
 

評 析 

壹、確認訴訟之目的 

確認訴訟之目的，在於確認某一特定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藉此

以排除兩造當事人間關於特定法律狀況之不確定性（Ungewissheit）。透

過法院之確認判決，可使兩造當事人尊重其判決並依此獲得滿足，且可

依此確保法的和平（Rechtsfrieden）與排除法的不安全性。確認判決根據

其效力程度，為三種訴訟類型中最薄弱之權利保護形式，其無法作為主

要事件中強制執行之基礎，其亦無法改變或形成特定之法律關係。於給

付訴訟與形成訴訟中，原告本案請求敗訴之判決，亦均包含確認之作用

（Feststellungswirkung）。然給付訴訟與形成訴訟，原告本案請求勝訴之

判決，不僅包含確認訴訟所可達到之確認作用，尚另外包含執行力與形

成力
1
。然而於訴訟上有不少之情形即使具提起給付訴訟或形成訴訟之可

能性，為保護原告之權利，應承認其可提起確認訴訟。基此，於判斷確

認訴訟合法性之問題時，應考量在法治國之下完整及有效權利保護（der 

                                                      
1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56 R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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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ktive Rechtsschutz）之必要性，以及應避免原告提起之確認訴訟，違

反訴訟經濟之要求，造成被告及法院甚大之不利益。 

貳、確認訴訟之合法性要件 

一、確認能力（Feststellungsfähigkeit） 

依據德國民訴法第 256 條第 1 項之規定，確認訴訟之對象原則上僅

限於特定之法律關係（Rechtsverhältnise），例外情形尚包含確認屬於事實

之證書真偽。確認訴訟之對象如為特定之法律問題（Rechtsfrage），或非

確認證書真偽之特定事實（Tatsachen），依德國民訴法第 256 條第 1 項規

定之法條文義，則不得成為確認訴訟之對象。如以之為確認訴訟之對

象，其起訴即屬不合法。所謂法律關係，乃特定人與特定人之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或特定人對於特定物間之法律關係，如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

之間之關係。不論係絕對或相對之主觀權利均包含在內。債權本身雖具

確認能力，但由於債權本身主要之權能即為請求權，故通常提起給付訴

訟比提起確認訴訟，更能有效與終局的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就此則涉

及確認利益判斷之問題。就屬於絕對權之物權而言，確認所有權存在之

訴訟與所有物返還請求之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不同，二者所欲達成之功

能與目的亦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在確認原告對該標的物是否享有所有

權，可謂係對一般性與基礎性法律關係之確認
2
。所有權人可於所有物上

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所有物返還請求訴訟為給付訴

訟，主要之目的在請求無權占有之人返還所有物。確認所有權存在之訴

訟，無法代替個別所有物返還之訴之功能。所有物返還請求之訴訟，亦

無法代替確認所有權訴訟之功能。再者，就某項法律關係其屬於何種法

                                                      
2 Vgl. 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 13 Rn. 4. 



確認訴訟 

 
 
 
 
 
 
 
 
 
 

 

5

律關係不確定時，亦可提起確認訴訟，例如究其屬於何種契約關係（究

屬委任契約關係或承攬契約關係）有疑義時，亦可提起確認訴訟。惟部

分有力之學說認為就某一法律關係之前提問題（Vorfrage）或單純要素，

如法律行為之有效、無效，個別意思表示之有效、無效，某項行為之不

法性、過失之存在、單純之要件事實，均不具備確認對象適格。就受領

遲延，除有德國民訴法第 756 或 765 條規定之情形外，則因欠缺確認對

象適格，不得提起確認訴訟
3
。 

反之，於學說上有主張為充分及有效保障原告之權利，應放寬確認

訴訟對象適格之範圍，就此而言應採取寬認容許之見解。而對於過度擴

張確認對象適格之危險，可透過確認利益之欠缺予以阻止。申言之，判

斷是否具確認對象適格要件之界限在於，該確認判決可否排除當事人間

具體存在之紛爭，以及法律上之不明確性為主要判斷之基準
4
。如不承認

其具確認能力將呈現權利保護上之漏洞。且包含個別權利與義務而具確

認能力之獨立法律關係，與成為一項法律關係而不具確認能力之單純要

素（前提問題）於實際訴訟中往往甚難區辨，如此之不明確性而產生之

不利益不能歸於原告負擔，為保護原告之訴訟權，宜認為就特定請求權

之前提問題（Vorfrage），只要其與具體法律效果有關，即具確認對象適

格。例如可導致具體法律效果變化之債務人給付遲延、給付不能或受領

遲延
5
。就法律行為之有效、無效不明確時，仍可成為確認之對象。尤其

就買賣契約之有效，其雖為請求支付價金之前提問題，但就此仍可提起

確認訴訟。又意思表示的有效或無效亦可成為確認訴訟之對象，例如終

止租賃契約意思表示之有效性，其雖為租賃關係不存在之前提問題，但

仍可成為確認之對象，於此種情形法院無須闡明使原告提起之確認訴訟

                                                      
3 Musielak/Foerste, § 256 Rn. 2; Baumbach/Lauterbach/Hartmann, § 256 Rn. 6. 
4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56 Rn. 11; Stein/Jonas /Roth, § 256 Rn. 27 a. 
5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56 Rn. 25; Stein/Jonas /Roth, § 256 Rn. 2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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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
6
。更進一步言之，就與法律關係有關之個人

法律性質，如是否具行為能力，某一標的物之性質，如某一買賣標的物

是否具有瑕疵，過失行為或行為不法性之存在，均可成為確認之對象
7
。

然主張此說之學者中，仍有認為上述關於行為能力或物之瑕疵是否存在

之確認，將有可能因可提起給付訴訟，導致欠缺提起確認訴訟之確認利

益
8
。 

我國民訴法於 2000 年修法時，除將民訴法第 247 條原有「確認法律

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用語，修正為「確認法律關係」外，另於第 247

條第 1 項後段新增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亦可成為確認之對象。就基礎

事實之解釋於學說上則存有不同之立場。部分學者主張法律行為之有效

或無效並非基礎事實，其僅為一種法的評價
9
。另有學者主張法律行為所

生之法律效果不發生，乃屬法律關係之確認，而非單純事實之確認
10
。此

外，部分學者主張契約是否有訂立之事實乃屬本條項所稱之基礎事實
11
。

另有學者認為基礎事實乃指法律行為成立要件與生效要件之相關事實
12
。 

法律行為本身僅為可發生法律效力之一種行為事實，其本身並非法

律關係，毋寧係透過該法律行為（如買賣契約）始產生廣義債之關係

（全部的債之關係）。法律行為可謂係產生該法律關係之基礎。當法律行

                                                      
6 Stein/Jonas/Roth, § 256 Rn 28, 29, 31;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56 Rn. 

11. 
7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56 Rn. 25; Stein/Jonas/Roth, § 256 Rn 27 a, 28, 

31. 
8 Stein/Jonas/Roth, § 256 Rn 27 a. 
9 呂太郎，於「確認訴訟實務問題之研究」第 64 次民訴研討會之發言，收錄於：民

事訴訟法之研討（八），58 頁。 
10 許士宦，於「確認訴訟實務問題之研究」第 64 次民訴研討會之發言，收錄於：民

事訴訟法之研討（八），69 頁。 
11 邱聯恭，於「確認訴訟實務問題之研究」第 64 次民訴研討會之發言，收錄於：民

事訴訟法之研討（八），75 頁。 
12 張特生，於「確認訴訟實務問題之研究」第 64 次民訴研討會之發言，收錄於：民

事訴訟法之研討（八），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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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時，可產生該法律關係，此時該法律關係存在；當法律行為無效

時，法律關係則無法產生，此時該法律關係不存在。但已產生之法律關

係仍可能因事後特定之原因（如期間屆滿，或因有效之契約終止）而消

滅，此時該法律關係不存在。當原告提起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情形，

該法律行為無效或契約終止之法律行為有效，僅係屬判斷該法律關係是

否存在之前提問題（Vorfrage）而已，其本身並非法律關係。如原告請求

確認租賃契約無效，並不等同於確認租賃關係不存在，因該租賃契約終

止之法律行為有效亦可導致租賃關係不存在之結果。申言之，倘若承認

原告可提起租賃契約無效之確認之訴的話，如其獲敗訴之判決，其可再

提起確認終止契約之法律行為有效之訴。就同一租賃法律關係之存在與

否，而須進行兩次訴訟，實對被告甚為不利，亦有使法院審理二次之訴

訟不經濟。在確認法律行為有效之訴訟亦同，將造成原告可先提起確認

租賃契約有效之訴訟，再提起終止租賃契約無效確認訴訟之結果。因

此，法律行為之有效或無效，應認其非等同於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

確認，其並非民訴法第 247 條第 1 項前段所稱法律關係之確認。另一方

面，法律行為有效或無效為一種具體法律效果之確認，而非一種基礎事

實之確認。倘如將其解釋為基礎事實之確認，將對被告造成重大之不利

益，亦有使法院審理二次之訴訟不經濟現象。是故，就法律行為之有效

或無效應不能提起確認訴訟實為妥當。而某一法律行為是否成立可謂係

一種基礎事實之確認，但如原告提起某一法律行為成立之訴，其仍不等

同於確認該法律關係存在，因該法律行為有可能有無效之事由存在，如

原告就法律行為成立之訴獲勝訴判決，其尚須提起確認該法律關係存在

之訴，始能使其請求權或其他權利產生，藉此方能達其目的。如此過度

細分化訴訟標的，將對被告造成重大之不利益，亦有使法院審理二次之

訴訟不經濟現象。 

尤有進者，我國 2000 年之修法將產生何種事實屬於基礎事實界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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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困難，易使人將其誤解為於所有訴訟之狀況就個別構成要件之事

實，均可成為確認之對象。倘若認所有個別之構成要件事實均可提起確

認訴訟，將對被告及法院造成嚴重不利之結果。倘若被告僅積欠原告一

筆債務，卻因訴訟標的被過度切割與細分化，導致當事人間之紛爭以部

分性之方式解決，無法以一次訴訟完整的獲得解決，且就如此切割部分

所作成之確認判決對當事人之法律上重要性亦有所欠缺。例如就消費借

貸契約而言，倘若原告可分好幾次進行訴訟，就要約存在、承諾存在、

金錢已交付之事實、當事人具有行為能力、意思表示健全、標的適法、

可能之事實提起數個確認訴訟，將導致被告就同一筆借貸債務至少須應

訴六次，因即使法院確認有要約之事實存在，仍無法徹底解決當事人間

之紛爭，原告尚可能再提起確認承諾事實存在等其他訴訟，以解決紛

爭。而法院就同一筆借貸債務則須審理六次，甚有違訴訟經濟之要求。

有效權利保護固然甚為重要，但倘若無限制擴大確認訴訟之確認對象適

格，將造成更多濫訴之危險
13
。 

固然就廣義債之關係或基礎之法律關係之存在或不存在，應承認其

可成為確認之對象，其有助未來債務人或給付義務人不再就個別之給付

請求權，提起消極確認之訴，或債權人不再就個別請求權提起給付之

訴，其具有預防紛爭發生之功能。但此本即屬於我國民訴法第 247條第 1

項前段法律關係所包含之範圍之內。如此基礎法律關係或前提法律關係

（尤其包含廣義債之關係）之確認，不論於德國民訴法第 256 條第 2 項

或我國民訴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6 款均予以承認，僅不過該等條文所規

定者為中間確認之訴而已。然而其均係就法律關係之存在或不存在承認

其可成為確認之對象而已，並非承認就基礎事實或具體法律效果之有無
                                                      
13 就獨立證據程序之適用而言，當有法律上之利益之情形雖可就人的狀態、物的狀態

或價值、人身損害、物之損害原因或物之瑕疵狀況或其所需之費用透過書面鑑定確

認。只要該確認可避免法律爭訟，即可認其具法律上之利益。然該程序並非將事實

之確認列為某一訴訟之訴訟標的，且依正確理解，如此預防紛爭型之獨立證據程序

僅能於起訴前為之，起訴後則不得為之（參德國民訴法第 485 條第 2 項）。 



確認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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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為確認之對象。如當事人誤以為個別構成要件事實、法律行為之成

立或不成立、法律行為之有效或無效，亦可提起確認訴訟。此時就基礎

事實部分，法院即應依民訴法第 247 條第 3 項闡明告知提起確認法律關

係存在或不存在之可能性。於其他之情形法院應依民訴法第 199 條第 2

項之規定，闡明告知原告應將非基礎事實或法律效果之確認轉換成法律

關係之確認，就此法院負有闡明之義務。如此之闡明義務依現行民訴法

第 199 條第 2 項即可導出，為使其更加明確化亦可於我國現行民訴法第

247條第 3項增加如此個別之闡明義務。 

再者，將事實作為確認訴訟之對象，於現行民訴法上並非完全不加

以承認，例如就證書真偽之確認即屬於事實亦可成為確認對象之適例。

然而事實之確認應屬例外之情形，就其確認能力之承認須具有特殊與正

當之理由，且其要件須採個別限定，而非採取一般性承認之立法方式。

例如我國現行就證書之真偽亦可提起確認訴訟，或德國投資人示範訴訟

法，承認於特定情形與特定要件下，就多數人所共通之賦予請求權理由

或請求權排除之構成要件，或法律問題可請求法院確認，此乃基於訴訟

經濟之考量、避免判決發生矛盾以及為達到預防訴訟之功能而承認之情

形，但其就應予以承認之情形與要件均設有具體明確性之規範。 

基於如上之論述，本書於此建議將我國民訴法第 247 條第 1 項後段

「基礎事實部分」刪除，並參照德國民訴法第 256 條之規定，於第 1 項

規定僅就法律關係之「存在或不存在」可提起確認訴訟，使其與確認利

益要件相結合，並於第 2 項規定提起中間確認之訴與反訴之要件。另就

承認事實可成為確認對象之情形，採取個別承認之立法方式。 

於現行之立法下，本件訴訟之原告雖其訴之聲明係求確認物權移轉

契約為無效，而其真意實係以物權移轉契約無效為理由，求為確認自己

之所有權仍屬存在之判決，此種情形最高法院雖正確指出高等法院於推

論上有矛盾之處。申言之，高等法院一方面認原告所提起者為確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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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存在之訴，而非確認基礎事實之訴；另一方面卻又認為原告所提起

之確認基礎事實之訴，可提起其他訴訟（塗銷所有權登記之訴訟），有論

理上之矛盾。然最高法院於其判決中卻認為當原告於訴之聲明請求法院

確認物權移轉契約為無效時，其所請求法院確認者乃為法律關係或權利

存在之確認，然其實際上為一種具體法律效果之確認，非為法律關係或

權利之確認。此時，高等法院即使將其解釋為係「法律關係基礎事實」

之確認，但其卻依民訴法第 247 條第 2 項之規定，認為因可提起其他訴

訟（塗銷所有權登記之訴訟），直接認原告提起之確認訴訟不合法應予以

駁回。如此之處理方式似有所不妥，因原告於此情形雖屬能提起其他訴

訟之情形，故不得提起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在之訴訟，但此種

情形並非因其仍可提起塗銷所有權登記之訴訟，毋寧係因其能提起確認

所有權存在之訴訟。此時法院應依民訴法第 247 條第 3 項之規定，闡明

告知原告提起確認所有權存在之可能性，而非直接駁回原告之訴。倘若

法院未履行此項闡明義務，其所作成之判決違背法令，構成上訴之理

由。 

二、確認利益 

（一）法律上之利益 

提起確認訴訟必須具備法律上之利益，僅具事實上之利益則不可提

起。所謂法律上利益，係指當原告之某項權利或法律狀況面臨現時之危

險或不安全性，且該確認訴訟之確認判決適合於排除該危險而言。原告

不能為了避免受訴訟告知或避免成為證人而受訊問而提起確認訴訟。所

謂危險，一般而言係指被告認真否認原告之權利存在，或被告主張自己

對原告享有權利而言。倘若被告針對原告所主張之權利，保持沉默未作

任何表示，亦屬於原告之權利面臨危險之狀況。就提起確認債權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