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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客體論涉及當事人訴訟請求的方式，包含：訴之合併、變更追加與反訴。

關於訴之客觀合併（Q1 ～ Q9），法院應尊重當事人程序處分權，由當事人自由擇定

排列順序，上訴法院亦應於當事人聲明範圍內裁判，不得逾越當事人之處分權（Q4）。

為保護對造之防禦權與達成紛爭一次解決，當事人於訴訟繫屬後，訴之變更追加非毫

無界限（Q10～Q13）；基於武器平等原則，被告亦得於訴訟繫屬中提起反訴（Q14）。

複數標的

在同一程序
訴之合併 變更追加 反訴

提出主體 原告 原告 被告

提出時點 起訴時 訴狀送達後

要件寬嚴 最寬鬆 最嚴格 普普

相同之處
不違反專屬管轄

得行同種訴訟程序

Issues i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民事訴訟法‧爭點整理



Chapter 6

訴訟客體論

6-3

壹．訴之客觀合併

Q1.	 何謂訴之客觀合併？

訴之客觀合併類型

單純合併

Q2.	 何謂單純合併？

預備合併

Q3.	 何謂預備合併？

Q4.	 如何審理預備合併之上訴？

選擇合併

Q5.	 何謂選擇合併？相互排斥的請求可

否為選擇合併？

競合合併

Q6.	 何謂競合合併（實務稱之：重疊合

併）？	

重疊合併

Q7.	 何謂重疊合併？

其他案例

Q8.	 代償請求如何為客觀合併？

Q9.	 選擇之債可否構成客觀合併？

貳．訴之變更追加

要件

Q10.	 民訴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5款：

「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如何認定？

Q11.	 民訴法第255第1項但書第5款：

「當事人追加」之適用情形？

要件之欠缺

Q12.	 欠缺變更追加之要件，法院應如何

處理？

Q13.	 變更訴訟標的後，舊訴應如何處理？

參．反訴

反訴

Q14.	 何謂反訴？反訴的要件為何？

【專題研究】強制反訴

肆．撤回訴訟

撤回訴訟

Q15.	 訴之撤回與上訴撤回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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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訴之客觀合併

0 1  何謂訴之客觀合併？

一、	訴之客觀合併

 民訴法第 248條：「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者外，得

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但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者，

不在此限。」係指訴訟開始即存在複數訴訟上請求（訴訟標的＋訴之聲明）。

在處分權主義下，是否提起訴訟由起訴之原告決定，而民訴法第 388條應

包含請求之審理順序，法院應尊重原告之程序選擇 1。

二、	訴之客觀合併標的價額計算

 依民訴法第 77條之 2第 1項本文，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價額合併計算；

第 1項但書，原告主張為競合合併或選擇合併，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計

算訴訟標的價額。預備合併之訴訟價額，實務認為亦依民事訴訟法第 77條

之 2第 1項但書規定，應選擇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

02  何謂單純合併？

一、	概說

 單純合併係指原告對被告提起兩個以上訴訟（兩個以上聲明或訴訟標的），

不附條件請求法院審理。又單純合併可分為：①無關聯性的單純合併、②

1	 許士宦，《口述講義民事訴訟法（上）》，2016 年 9 月，頁 37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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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關聯性的單純合併 2。

二、	單純合併之審理

 無關聯性之單純合併，因二者無訴訟或證據資料共通，法院就其中一訴達

可裁判之程度，得先為一部終局判決（民訴法第 382條）；具關聯性的單

純合併，包含：法律上相關連（例如：確認租賃關係存在＋給付租金）、

事實上相關連（例如：同份文書成立兩個買賣契約），不宜分別辯論與分

別裁判 3。

03  何謂預備合併？

一、	概說

 預備合併係指原告就複數請求定審判順序，先位請求有理由時，法院無須

審理備位請求；先位請求無理由時，法院即應審理備位請求 4。（文言文：

以先位請求有理由為後位請求裁判之解除條件；以先位請求無理由為後位

請求裁判之停止條件。）

二、	傳統的預備合併（不能併存之二訴）

 過去實務見解認為預備合併僅限於不能併存之二訴（事實無法同時存

在）5，例如：系爭買賣契約存在，請求被告交付標的物；倘系爭買賣契約

不存在，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之價金。

 如果是以單一聲明達成數同一目的之訴訟請求，應屬重疊之合併（邱派稱：

競合合併），請求權規範競合即屬之，例如：先位請求為依民法第 184條

2	 許士宦，《口述講義民事訴訟法（上）》，2016 年 9 月，頁 385-387。

3	 沈冠伶，〈訴客觀合併之類型論─基於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觀點〉，《月旦法學雜誌》第254期，

頁 24-25。

4	 許士宦，《口述講義民事訴訟法（上）》，2016 年 9 月，頁 387。

5	 楊建華，《民事訴訟法問題研析1》，1994 年 10 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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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前段（侵權行為）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ＯＯ元；備位請求為

依民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ＯＯ元。

實務
見解

最高法院 64 年台上字第 82 號民事判決（原判例）

訴之預備之合併（或稱假定之合併），係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此一訴訟無

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併存之他訴，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後位之

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例如以惡意遺棄為理由，請求離婚，

預防該離婚之訴，難獲勝訴之判決，而合併提起同居之訴是。

三、	類似的預備合併 6（不真正的預備合併 7）以及主張的預備合併

1 類似的預備合併（單一聲明＋複數訴訟標的）

 縱於請求權規範競合時，原告仍有提起預備合併之實益，例如原告認為

就不當得利掌握較多事證，足以證立不當得利請求權，應准許原告為預

備合併，且民訴法並無明文規定限於相互排斥者始可提起預備合併 8，近

期實務亦採取此見解。

實務
見解

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1741 號民事判決

本件上訴人追加先位訴訟標的，其聲明縱與備位之聲明相同，不符合一般所

謂之訴之預備合併，惟本於當事人處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此學說上稱為類

似的預備訴之合併，亦必待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

實務
見解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抗字第 911 號民事裁定

民事訴訟法關於客觀的訴之合併，並未限制其型態及種類，則基於民事訴

訟採處分權主義之原則，自應尊重當事人有關行使程序處分權之意思，對

其所提起之訴的客觀合併型態、方式及內容，儘量予以承認，以符合現行

民事訴訟法賦予訴訟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精神。

　note
若採取新訴訟標的理論（姜世明教授），且認為僅有複數訴訟標的才能構成訴

之合併者，因請求權規範競合係屬不同的攻防方法、法律觀點，並非訴訟標的，縱

使當事人加以排列，亦不構成訴之客觀合併。

6	 楊淑文，《消保法與民法之分與合》，2013 年 8 月，頁 286。

7	 楊建華，《民事訴訟法問題研析3》，1994 年 10 月，頁 266。

8	 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2》，2017 年筆記版，頁 204-205；相同見

解：許士宦，〈訴客觀預備合併之兩種類型—民事訴訟法修正後審判實務上訴客觀合併型態之重

構2〉，《台灣法學雜誌》第 145 期，2010 年 2 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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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張的預備合併 9（複數攻防方法排列順序）

 為貫徹辯論主義之意旨，肯認當事人就攻擊防禦方法亦得排列先後順序，

其雖非訴之客觀合併，惟基於公正程序請求權之法理，法院訴訟指揮權

（民訴法第 198條）應受限制，依當事人所排列之順序審理。

04  如何審理預備合併之上訴？

一、	預備合併上訴之指導原則（選擇合併、競合合併亦同）

1 上訴不可分（移審效）

 因當事人得於第二審為附帶上訴（民訴第 460條）或擴張上訴（民訴第

473條第 1項反面解釋），因此任一當事人提起上訴，阻礙全部判決確

定（民訴法第 398條），亦稱為上訴不可分，全部發生移審效力（縱使

先位有理由而未判後位請求，備位請求亦隨同移審）10。

 另有否定見解認為，為維護備位之訴審級利益，應認備位之訴雖未確定

（且認為我國未明文上訴不可分原則，應稱之一部上訴阻斷判決全部

確定效 11），仍應繫屬於第一審法院，僅於上訴法院就先位之訴為無理

由判決，廢棄原判決時，備位之訴停止條件即達成而第一審法院始能審

理 12。

實務
見解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41 號民訴判決（上訴不可分）

按客觀訴之合併，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就備位之訴部分無庸為審理裁判，且

僅被告有上訴不服利益，其經被告上訴者，依上訴不可分原則，備位之訴雖

未經第一審裁判，仍同生移審效果，俾第二審於認被告上訴有理由，即原告

9	 邱聯恭，在民事訴訟法第 49 次研討會〈再審之基本構造與訴訟標的〉之會後補註，《民事訴訟法

之研討5》，1993 年 9 月，頁 70。

10	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2》，2017 年筆記版，頁 216。

11	吳從周，〈所謂「上訴不可分原則」─上訴效力溯源德國文獻初探〉，《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86 期，2006 年 9 月，頁 154。

12	吳從周，〈訴之客觀預備合併第二審法院之審理裁判〉，《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1 期，2005 年

6 月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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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原告有機會請求第二審就備位之訴為審判，法院亦應

為與此相關之闡明。

2 附隨一體性

 附隨一體性係指備位請求非完全獨立之個別請求，係附隨於先位請求成

為一體之存在，故備位移審於第二審時，仍維持預備合併之型態，法院

仍得就備位請求，作為審判對象（註：法院可以審不代表必然可以判，

參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13。

3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依民訴法第 450條，上訴法院之審判範圍應以當事人聲明不服之範圍為

準，法院之判決不得逾越上訴聲明範圍，而使得原判決（未上訴請求部

分）變得對當事人更為有利或不利（∵上訴最不利為上訴駁回）14。

 預備合併某些情形（例如：原告先位敗訴、後位勝訴，原告就先位提起

上訴且被告未上訴與附帶上訴，第二審法院仍認為先位無理由時，不得

就備位為審理，否則不利上訴人＝有利被上訴人），縱使預備合併於第

二審維持預備合併之型態，法院仍不得任意就未為上訴聲明部分為判決。

　note
通常考題如果提到【僅】有一造提起上訴，經常是考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此

時因為其他請求非上訴聲明之範圍，法院不得為判決。

即時
演練 	93 年律師，民事訴訟法第三題

甲夫以其妻乙為被告，起訴主張乙惡意遺棄，先位聲明請求判決兩造離婚，備位聲

明請求判決被告應與原告同居，第一審法院認甲先位聲明離婚之訴無理由，而備位

聲明同居之訴為有理由，判決被告應與原告同居，並駁回甲先位之訴，如僅甲對先

位之訴部分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應如何審理裁判？（25 分）

13	駱永家，《民事法研究Ⅱ》，1999 年 3 月，頁 94。

14	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2》，2017 年筆記版，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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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類情形之處理（？：有爭議、：勝訴、：敗訴）

1 原告先位勝訴【＝被告上訴】

先位請求 備位請求

第一審  未審

第二審  ？

1. 第二審法院得審理說：基於附隨一體性，先、備位請求具有密切關聯，

審理先位請求實質上可認為對備位請求有相當之審理，而對審級無妨

礙，法院得於第二審審理備位請求 15。

2. 第二審法院闡明後得審理說：倘第一審就備位請求無實質審理之機

會，依民訴法第 451條之法理（或類推適用 16），法院宜從寬認定可

以發回，同時闡明當事人選擇於第二審審理之機會，闡明是否仍就請

求為預備合併之型態 17。

3. 第二審法院廢棄發回說：此說以否定備位請求移審為前提，倘第二審

法院認為先位請求無理由，應廢棄原判決。此時第一審備位請求的停

止條件成就，由第一審法院審理備位請求。

2 原告先位敗訴，備位勝訴

1. 僅原告就先位請求上訴

先位請求 備位請求

第一審  

第二審
 ？

 ？

 倘原告就先位請求上訴，且上訴法院認為先位請求有理由，除廢棄先

位請求，為避免存有先、備位同時勝訴之判決，法院就原審備位之判

決亦應一併廢棄 18。

15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2019 年 9 月，頁 345。

16	黃國昌，《民事訴訟法教室Ⅰ》，2010 年 9 月，頁 373-374。

17	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2》，2017 年筆記版，頁 218；楊建華，《民

事訴訟法問題研析1》，1994 年 10 月，頁 229。

18	吳從周，〈訴之客觀預備合併第二審法院之審理裁判〉，《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1 期，2005 年

6 月頁 169。



6-10

Issues i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民事訴訟法‧爭點整理

 如果上訴法院認為先位無理由，縱法院亦認為備位無理由，因被告並

未就備位上訴，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法院不得就備位部分為判

決，僅得駁回原告上訴，惟法院應闡明被告是否為附帶上訴。

實務
見解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898 號民事判決

原告於第二審始追加先位之訴，並將第一審之訴改為備位之訴，第二審法院

如認先位之訴為有理由，自應將第一審判決（備位之訴部分）廢棄，否則將

造成原告先位之勝訴及預備之敗（勝）訴併存之情形，與預備之訴之性質相

違背。

2. 僅被告就備位請求上訴

先位請求 備位請求

第一審  

第二審 ？ /

 僅被告就備位請求上訴時，因無人對於先位請求聲明不服，縱然法院認

為先位請求有理由，亦不得為審理（不利益變更禁止）。惟法院應行使

闡明權，詢問原告就先位請求是否為附帶上訴 19。

3 原告先、備位皆敗訴【＝原告上訴】

先位請求 備位請求

第一審  

第二審 ？ ？

 若原告僅就先位請求聲明不服時，而上訴法院仍維持先位請求無理由，

依實務見解（附隨一體性），法院亦應審理備位之訴，此時因備位於第

一審業經實質審理，無審級利益問題，惟法院宜闡明詢問原告是否仍就

備位繼續審理（也許原告只想就先位請求爭執），法院應依原告上訴聲

明不服範圍為審判 20。另有否定說則認為倘法院逕就備位審理，再次就

備位之訴為敗訴判決，可能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21。

19	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2》，2017 年筆記版，頁 219。

20	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2》，2017 年筆記版，頁 220。

21	吳從周，〈訴之客觀預備合併第二審法院之審理裁判〉，《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1 期，2005 年

6 月頁 169-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