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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規則§27④、§81）。故共有人之一人或數人訴請命對造協同辦理分割登

記部分係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法院於判准為原物分割時，應將該部分之訴予以

駁回，其一併訴請對造交付分得之土地者，因依強執§131亦得逕行聲請強制執

行，故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應駁回之。違反而更行起訴者，依民訴§249Ⅰ⑦，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Q4. 裁判分割共有物判決確定後，其他共有人得否以不同之分割方法再行起訴？

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共有物分割請求權為訴訟標的，法院認原告請求分

割共有物為有理由，即應依法定其分割方法，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共有人主

張之拘束。基此，倘當事人就其他共有人已起訴請求分割之同一共有物，另提

起新訴請求判決分割，其前後兩訴之當事人、訴訟標的、聲明均相同，縱當事

人請求法院判決所定之分割方法不同，仍屬同一事件49。

Q5. 裁判分割共有物欠缺當事人適格，但法院仍為本案判決，其效力為何？應

如何救濟？

【EX】乙、丙、丁於甲死後繼承其所有之A地，經裁判分割判決確定後，

戊自稱有受被繼承人甲撫育之事實，亦為適格之繼承人，並主張分割遺產，法

院應如何處理？

一、 誤認當事人適格無欠缺而為本案判決為「無效判決50」

1 所謂無效判決，是指判決合法成立且具備判決成立之基本要件，得終結該
審級，發生訴訟費用請求權，亦得發生羈束力及形式確定力，但不發生判

決內容之效力（既判力、執行力、形成力）者。

2 通說認為，對於不適格之當事人所為之本案判決即係一種無效判決51，雖

得終結該審級或發生形式確定力，但仍不具既判力、執行力、形成力（對

世效力）。

49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024號裁定。
50 有關無效判決之說明可參呂太郎，民事訴訟法，2019年2月，頁358-359；許士宦，民事訴
訟法(下)，2019年1月，頁416-418；駱永家，新民事訴訟法Ⅱ，2011年11月，頁59-60。

51 實務同此見解者可參最高法院67年度台抗字第480號裁定：「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
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必須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其當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如未以
該共同訴訟人之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而法院誤為適格之當事人，對之就訴訟標的為實體
之裁判，該裁判縱經確定，對於應參與訴訟之共同訴訟人全體均無若何效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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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本例中，A地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民法§1151），依民法§830Ⅱ
準用§824Ⅱ提起分割遺產之訴，須以全體當事人一同起訴、被訴，當事
人始適格；本件戊亦為繼承人，但其未於裁判分割時同為訴訟當事人，故

本件訴訟當事人不適格，法院本應以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但法院卻逕為本

案判決，則該判決即有瑕疵而屬無效判決，對全體繼承人不生任何判決內

容之效力。

二、 區別不同時點而為不同救濟52

1 判決瑕疵仍在上訴期間
 若該無效判決在發生形式確定力前，當事人得上訴爭執，上級審法院如認
判決為無效時應廢棄之。

2 判決瑕疵已為確定
 有認為無效判決雖不具判決效力，但仍有判決之形式存在，因此得以再審
之方式除去該無效判決；亦有認為對於不生既判力之無效判決，當事人自

得另行起訴以求救濟，而不會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自無提起再審之訴主

張該判決無效之必要。

 考題實戰 ．100年司法官4節錄53

甲、乙、丙共有土地一筆，甲以乙、丙為被告，起訴請求分割該共有起訴請求分割該共有

土地土地。試問：

1 甲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1.系爭土地應按A案所示方法分割應按A案所示方法分割，2.被告應被告應

協同原告辦理分割登記並交付原告分得部分之協同原告辦理分割登記並交付原告分得部分之土地土地。」法院審理結果，認

系爭土地應依如B案所示方法分割，應為如何之判決？

2 法院審理時，發現乙於訴訟繫屬前即已死亡乙於訴訟繫屬前即已死亡，其繼承人為甲、丁二人，於

訴訟有何影響？如乙係在訴訟進行中死亡乙係在訴訟進行中死亡，有何不同？

52 駱永家，新民事訴訟法Ⅱ，2011年11月，頁61。
53 相關考題：96政大4第2小題、98司法官3、101律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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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HERE
題目說明本題涉及有關裁判分割共有物之訴，此時幾個關鍵字需要先

浮現出來：「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聲明之非拘束性」等。

1 聲明1.涉及的是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之性質，參Q2。雖然原告於聲明內主
張要求法院依其所指定之A方案分割，但因形式之形成訴訟具有聲明之非
拘束性，故法院得不受甲聲明之A分割方案之拘束，而認定系爭土地應以
B方案分割，但此時法院應給予當事人陳述觀點之機會，以避免突襲性裁
判。而聲明2.則是關於有無一併聲明命對造協同辦理分割登記及交付分得
土地之必要，請讀者自行參照Q3說明。

2 此小題分成兩個子題，就第一小題而言，因本題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因
乙於訴訟前死亡，其應有部分由甲、丁繼承之，故甲應以丙、丁為被告，

始符當事人適格之要求。今甲之起訴固然以已死之人為被告，顯不具該訴

當事人適格之要求，法院應予以駁回，惟此際為免再開訴訟造成被告程序

利益及公益上訴訟經濟之浪費，法院應闡明原告補正，逾期不補正始駁回

之。針對第二小題則應注意民訴§168，於甲、丁承受訴訟前，訴訟當然
停止，而依民訴§56Ⅰ③，此當然停止之效力亦及於丙。

爭點2

請求履行分割協議之共同訴訟類型

Q1. 請求履行分割協議之共同訴訟類型為何？

共有物或權利之協議分割，以消滅共有人就共有物或權利之共有關係為目

的，因協議分割契約應由全體共有人參與協議訂立始能有效成立，且因該契約

所訂分割方法性質上為不可分，須全體共有人均依協議分割履行始得消滅共

有，故共有人之一人或數人應以其他共有人全體為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

缺。又為免就分割協議之判斷發生裁判歧異，其訴訟標的對於共有人全體必須

合一確定，故性質上屬於固有必要共同訴訟54。

54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557號判決；學說見解可參劉明生，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2019
年10月，頁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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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訴之聲明應如何表明？

因共有人起訴之目的在請求他共有人履行分割協議，故所為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應為「命各共有人（包括原告及被告全體）依協議分割契約所訂分割

方法協同辦理分割登記」，不得僅命被告就原告自己分得部分協同辦理分割登

記55。

【EX】X、Y共有一筆200平方公尺之土地，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經協議

分割為：分成附圖所示A、B二筆土地，每筆土地各為100平方公尺，X、Y依序

取得A、B部分土地。嗣後因Y拒絕辦理分割登記，原告X乃以Y為被告，請求履

行分割契約，其聲明應為：

（第一項）	被告應協同原告將坐落某地段某地號土地辦理分割如附圖所示A、B

兩筆土地，面積各100平方公尺。

（第二項）	被告應將如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應有部分二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

告所有。

（第三項）	原告應將如附圖所示B部分土地應有部分二分之一，移轉登記予被

告所有。

Q3. 法院是否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

請求履行分割共有物協議訴訟與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不同，並非形式的形

成訴訟，而係給付之訴，故仍有民訴§388聲明拘束性之適用，若法院認定分割

協議不存在，不可為當事人另行訂立分割方法56。

 考題實戰 ．105律師2節錄

甲將乙列為被告，於民國（下同）105年5月1日起訴，向該管法院請

求判決命乙將甲所分得部分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並陳稱：甲、乙、丙

三人就A地各有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因擬不再維持共有關係，已於104年9

月1日協議分割，惟僅乙迄今一再推託，不依照分割協議履行，以致於遲遲

55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557號判決、最高法院90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56 劉明生，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2019年10月，頁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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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辦妥分割登記；丙願意協同甲辦理分割登記，但無意進行訴訟，為此，

本於分割協議履行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本於分割協議履行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乙則辯稱：甲已將其應有部

分所有權移轉給訴外人丁，應無權請求分割，且分割協議係在甲脅迫下所

締結，應為無效，而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云云。問：

1 本件訴訟之當事人適格當事人適格及訴之聲明是否無誤，有無應修正之處？如有，

應如何修正？

2 ⋯⋯（前略）如甲已具當事人適格，而受訴法院經審理後認為分割協議

不存在時，應否逕以無理由駁回原告之訴？

破解HERE
第一小題在測驗考生是否知道請求履行分割協議訴訟應如何起訴始滿

足當事人適格之要求，以及原告應如何為訴之聲明始為適法。就前者而

言，因此訴訟須全體共有人均依分割協議履行，始得消滅共有關係，故須

以全體共有人為原告、被告，當事人始適格，性質上為固有必要共同訴

訟。依題示，甲僅以乙為被告，不符合當事人適格之要求，法院應闡明甲

得依民訴§56-1Ⅰ追加丙為原告，參Q1；就後者而言，因請求履行分割協

議須全體共有人相互移轉各自應有部分，故應為命各共有人（包括原告及

被告全體）依協議分割契約所訂分割方法協同辦理分割登記，不得僅命被

告就原告自己分得部分協同辦理分割登記，參Q2。

第二小題涉及此訴訟之性質為何，通說認為係屬給付之訴，故法院應

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倘法院認定分割協議不存在，不可為當事人另行訂

立分割方法。不過為使紛爭得一次解決，就有關之消滅共有關係事實已呈

現於訴訟上時，法院應依民訴§199-1闡明原告得追加或變更訴訟標的為裁

判分割共有物訴訟。



4-26 爭點 HERE 民事訴訟法

 考題實戰 ．110四等書記官1

甲以乙為被告，向管轄法院起訴，主張：兩造共有A地，並已協議分割已協議分割

A地（下稱系爭分割協議），惟乙拒不履行該協議，爰依系爭分割協議之法依系爭分割協議之法

律關係，請求判決命乙依系爭分割協議之內容辦理A地之分割登記律關係，請求判決命乙依系爭分割協議之內容辦理A地之分割登記。乙則提乙則提

起反訴起反訴，主張：兩造就A地並未達成任何分割協議兩造就A地並未達成任何分割協議，惟兩造均不願繼續維持惟兩造均不願繼續維持

共有關係，爰請求法院判決將A地變價分割共有關係，爰請求法院判決將A地變價分割。試問：法院就A地之分割方法院就A地之分割方
法，應否受甲、乙所為訴之聲明之拘束？法，應否受甲、乙所為訴之聲明之拘束？

破解HERE
一、 本題涉及協議分割共有物以及裁判分割共有物之區別，就甲之本訴而

言，因其係請求乙履行分割協議，性質為給付之訴，故仍有民訴§388
「聲明拘束性」之適用，若法院認為分割協議不存在，不得為當事人另

定分割方法。

二、 至於乙所提之反訴，因係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屬形式之形成訴訟，故
具有「聲明之非拘束性」，縱使乙主張特定之分割方法，亦無拘束法院

之效力；然而可以附帶思考的係，本題是否會因反訴提起之合法性與否

而影響結論。蓋依民法§824Ⅱ之規定，裁判分割共有物之前提，以分
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為限，故乙之反訴是否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而得提起反訴可能必須

考慮以下三種情境：

1 分割協議存在且未罹於時效或分割協議存在但已罹於時效
 倘若法院認為分割協議存在且未罹於時效，則雙方仍受該協議之拘
束，此際反訴因不符合訴請裁判分割之要件，而欠缺權利保護之必

要，不得提起之，因此法院仍受甲所提本訴之分割方法限制；然若

該協議已罹於時效，則協議既已無從履行，其分割之目的亦無法達

成，故為利於共有物之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自應認乙所提裁判分

割之訴有其實益，此際本訴之協議雖罹於時效而必須為甲敗訴之判

決，但關於乙之反訴法院仍應依職權裁量決定分割方法，不受其聲

明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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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提出或商議過分割協議但並未達成共識
 不能協議分割，或因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共識，或因共有人根本不願分
割而對分割之請求置之不理，是以若共有人即甲、乙間有上開情形

者，乙反訴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具權利保護之必要，得提起反訴。

準此，甲所提本訴之協議雖不存在而必須為甲敗訴之判決，但關於乙

之反訴法院仍應依職權裁量決定分割方法，不受其聲明之拘束。

3 未曾商議過分割方法
 依民法§824Ⅱ之文義，原則上必須共有人不能協議分割時始得訴
請法院裁判分割，而不得未經協議，遽行起訴。然學說57及實務見

解58認為，共有人未經協議分割，逕行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者，若被

告（即其餘共有人）於訴訟中對分割與否或方法有所爭執時，即應

認原告起訴有權利保護利益，其訴應屬合法，法院尚不得以未經協

 議分割而駁回原告之請求。查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甲、乙既就協
議之存否及應如何分割系爭土地，存有相當之歧異，則兩造不能協

議決定分割之方法，已甚明顯，是乙依民法§824Ⅱ規定反訴訴請
分割，尚非法所不許。綜上，甲所提本訴之協議雖不存在而必須為

甲敗訴之判決，但關於乙之反訴，法院仍應依職權裁量決定分割方

法，不受其聲明之拘束。

爭點3

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否之訴之共同訴訟類型

Q. 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否之訴是否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第三人如欲提起形成之訴變動他人間之法律關係，原則上須以該法律關係

主體之複數當事人為共同被告，當事人始為適格，該複數被告之共同訴訟型態

57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2014年9月，頁402-403。同結論者，陳計男，分割共有物之訴
之審理及其裁判之效力，民事訴訟法之研討2，1987年9月，頁521-522。

58 原最高法院29 年渝上字第472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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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59；惟由第三人提起確認他人法律關係存否之訴，是否必須

以該法律關係歸屬主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始適格？即有爭議，如下說明：

一、 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肯定說60

1 有認為數人在實體法上共享有同一權利（如同一權利之共有人）或當事人
間存在同一法律關係（如同一債之關係）而為共同訴訟人時，不能為歧異

不同之判決結果，有法律上合一確定之必要，因此為確保法律效果適用之

一致性，應以雙方為共同被告。確認他人法律關係之訴中，一方一時不否

認原告之權利，固無對其提起確認之訴之利益，但若他造嗣後再爭執時，

即無法確保就同一法律關係有一致之判決結果，因此為確保雙方皆受既判

力之規制，而使確認之訴之法律關係儘速安定，在此衝突之情況下仍應優

先適用民訴§56，以雙方當事人為共同被告。
2 實務見解可參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17號判決：「起訴請求確認他人
之某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須以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為共同被告一

同起訴，始為當事人適格。若僅以其中一方當事人為被告，即非適格之當

事人。倘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受敗訴之判決，而僅其中一方當事人提

起上訴，因該法律關係之存否對該雙方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不得歧異，

故其上訴之效力及於另一當事人。61」

二、 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否定說62

1 有認為確認之訴之本旨在於明確當事人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原則上若一
方當事人對於特定法律關係並無爭執，實無強令其成為共同被告之必要，

否則無疑擴大紛爭之範圍，且加諸無爭執之人無謂之應訴負擔，故僅須就

有爭執之一造提起確認之訴，當事人即為適格63。

59 黃國昌，民事訴訟法教室Ⅰ，2010年9月，頁267。
60 楊淑文，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與類似必要共同訴訟，月旦法學教室第126期，2013年4月，頁

19-20。
61 同此見解可參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61號判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93號判
決、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19號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判決、最高法
院89年度台上字第1047號判決、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70號判決、最高法院77年度台
上字第1418號判決。

62 黃國昌，確認他人法律關係存否之訴之當事人適格，月旦法學教室第39期，2006年1月，
頁19；同此結論者可參呂太郎，民事訴訟之基本理論1，2009年5月，頁137-147。

63 黃老師認為一般財產訴訟中倘他造未爭執，固無以雙方為被告之必要，但若係確認他人間
身分關係之存否，由於身分關係具有統一確定之強烈需求，且該確定判決原則上具有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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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務見解可參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987號判決：「確認法律關係成立
或不成立之訴，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

間之法律關係，不論為積極或消極確認之訴，固均非不得提起，且第三人第三人

（原告）否認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存在而提起消極確認之訴，如當事人中（原告）否認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存在而提起消極確認之訴，如當事人中

有一方同時否認該法律關係存在者，亦祇須以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他方為有一方同時否認該法律關係存在者，亦祇須以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他方為

被告為已足，無以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為共同被告之必要被告為已足，無以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為共同被告之必要。惟原告倘

係以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為共同被告，起訴請求確認渠等間之法律關

係不存在，並經第一審法院為原告全部勝訴之判決，即見法律關係之雙方

均未承認該法律關係存在，原告確有以其雙方當事人為共同被告之必要，

此時若僅其中一方當事人提起上訴，因該法律關係之存否對該雙方當事人

必須合一確定，其上訴之效力自應及於另一當事人64。」

爭點4

連帶債務之共同訴訟型態

Q1. 連帶債務人之共同訴訟類型？

民法§275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

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因該規定並未明確說明對

他債務人發生何種效力，故學說、實務上對此規定是否為判決效力擴張之規定即

有所爭議，影響所及包含了連帶債務人之共同訴訟型態問題，以下說明之：

一、 實務

1 原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例要旨：「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連帶
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

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

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

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效力，因此必須仍以身分關係之主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始適格。參黃國昌，民事訴訟法
教室Ⅰ，2010年9月，頁267-268。

64 同此見解可參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123號判決、最高法院82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之
研究報告（但該次會議決議為：「依具體個案之類型，按其性質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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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此判例之闡釋，晚近實務見解65有認為連帶債務本質上為多數之債，債

權人依民法§272之規定，對於各連帶債務人各有獨立之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故無合一確定之必要，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

之訴，非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而為普通共同訴訟66。僅於連帶債務人中

之一人為訴訟行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

「有理由」為限，始有民訴§56Ⅰ之適用，其行為效力始及於同造其他連
帶債務人。

二、 學說

1 特殊型態之必要共同訴訟
 此說認為民法§275屬於判決效力擴張之規定，因此在未同為被告之連帶
債務人皆會受判決效力擴張所及之前提下，連帶債務人同為被告時，在訴

訟上即有合一確定之必要。且於同一判決內就同一債務（給付）之基礎事

項為不同判斷自有矛盾，故為免同一債務之認定產生歧異，就其所共通之

「非基於個人關係事項」，應適用民訴§56Ⅰ67。因為連帶債務之共同訴

訟並非就全部事項均適用民訴§56之規定，故有稱此類型係特殊型態之必
要共同訴訟者68。

2 普通共同訴訟

1. 此說認為民法§275之規定，僅為連帶債務人所得援用之「實體法上抗

辯事項」，連帶債務人一人提出非基於個人關係抗辯之有利判決，僅

是有利地反射於其他債務人，並非既判力之擴張69。

2. 訴訟標的是否合一確定，主要係從訴訟中所表明之訴訟標的是否具有

一致性而定，而非依訴訟行為為何而決定70。於連帶債務人共同被訴之

65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058號裁定。
66 應注意的是，若有需要對連帶債務共同訴訟類型的爭點下標者，可使用「本爭點涉及連帶
債務是否有民訴§56之適用」，避免在答題上要對未明白表示之見解下標題（決定為何種
共同訴訟類型）之困難。進一步地，若須就實務見解開標，則以「實務見解與操作手法」
作為標題簡單帶過即可，重點還是在於該判例之描述。

67 楊建華、陳心弘，民事訴訟法1，2010年10月，頁228-232。
68 吳明軒，在第80次民訴法研究會之發言，民事訴訟法之研討q，2003年12月，頁161-

163。
69 呂太郎，連帶債務之判決效力及相關問題，民事訴訟法之研討q，2003年12月，頁134-

138。
70 劉明生，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2019年10月，頁437-438。劉老師認為：訴訟標的具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