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訴訟客體概論（二）：
訴訟標的相對論及相關程序法理

Chapter 7



本章節係專門說明邱聯恭老師倡導之「訴訟標的相對論」及與其相關之程序

法理，諸如「平衡追求實體與程序利益」、「爭點整理程序」及「審理集中化」

所衍生之題型。訴訟標的相對論係指原告得選擇以「紛爭單位型」（亦即以原因

事實特定訴訟標的，類似於新訴訟標的理論，但是較採新訴訟標的理論之訴訟標

的更為明確特定）或「權利單位型」（亦即舊訴訟標的理論）訴訟標的起訴，而

以此兩種類型訴訟標的起訴，法院、當事人、甚至律師皆有相應之行為義務及爭

點整理方式。本章之題目，即環繞訴訟標的相對論之肯認及應用，以及訴訟標的

相對論與爭點整理程序、審理集中化等等程序法理如何相連接之問題。

邱老師之題目有其特殊性，必須對於向來訴訟標的理論之爭有所了解後，才

能領略其學說之梗概，雖然國家考試出題者未有定數且時常變更，但是準備邱老

師學說的題型，不但可免於遭到突襲，亦得對整體民事訴訟法學說有更完整的理

解。邱老師尚有其他相關學說之題型，與其他章節相容性較高者，則與其他章節

一併學習，此處僅就跟訴訟標的相對論有密切關聯之題目加以說明。

從「判斷標準及法理依據」之字眼及一連串相關問題的出題方式，可以判斷

是否為邱聯恭老師的手筆，邱老師的題目有時候乍看之下會覺得好像每個問號的

答案都基於相似的理由，其實邱老師題目的每個問號之間本來就具有某種連貫

性，體現他學說上很多名詞都具有上下位階而非互斥的關係。

觀察邱老師的題目可以發現，他先問比較「下位」的具體個案處理方式，最

後才又問說前面這些個案處理方式究竟是體現哪些上位的訴訟法原理原則。所以

解答邱老師的題目，和解答其他題目略有不同，可先依序回答題目所提的個案處

理，但是在此盡量只作「下位法理」的論述及涵攝，最後一段則回應題目的最後

一個問號，總結整題而歸結於某些跟本題相關的「上位法理」及「法尋求說」。

最後補充說明，除非已經確定為邱老師的題目才能這樣回答，否則很容易答

錯方向，而痛失分數！

題型破解7-2 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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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標的相對論

第
一
節

題型7-1-1　 訴訟標的之特定＆審理集中化

【86司法官第3題】 

甲列乙為被告，起訴聲明求為判決：「乙應賠償四十萬元予甲。」陳稱：

「乙駕駛計程車，承諾在一小時以內將甲載抵台北松山飛機場，以便趕乘前往

高雄之預定班機。不料，乙竟迂迴繞行遠路，致使甲延誤上機時刻，未能及時

處理商務，損失多金；而且乙因對甲之抗議心生不滿，竟猛關車門夾住甲之手

掌，造成甲受傷骨折，支付鉅額醫療費。為此提起本訴。」云云。試說明判斷

標準及法理根據，回答下列問題：

1 設乙於八十六年九月一日（第一次辯論期日），聲明求為判決駁回甲之訴，

辯稱：甲所據以起訴之訴訟標的及事實主張尚不清楚，乙無從進一步答辯等

語。問：此時受訴法院應如何審理，始符訴訟法上基本要求？其審理所應遵

循之主義為何？（12分）
2 設乙為上開答辯以後，受訴法院即延展期日至同月八日（第二次辯論期日） 
續行審理，並命兩造屆時各應提出準備書狀。至該期日，法院使到庭之兩造

交換準備書狀後，即再延展期日至同月十五日。問：受訴法院所採審理方式

有無可議之處？應否有所改進？此事與訴訟法上何項基本要求或審理原則相

關？（13分）

題 型 分 析

第1小題中，乙之答辯即已點出題目的爭點：甲縱使未主張具體之實體法上

請求權，仍得以原因事實特定訴訟標的，惟甲陳述之原因事實是否已得特定訴訟

標的，必須進一步加以分析。須注意者，主張債權關係時，其原因事實通常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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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係「何時」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受訴法院應闡明當事人為適當之陳述，以

特定訴訟標的。受訴法院之闡明，其目的即在於協同當事人探尋實體利益與程序

利益平衡點上之法。

第2小題則在考言詞及直接審理空洞化之情形，民事訴訟法新法增訂「書狀

先行之爭點整理程序」，以便達成「審理集中化」之目標。

擬答  本題字數約1269字

1 受訴法院應闡明使甲特定訴訟標的，所依循之審理主義為法協同探尋主義，試

分述如下：

1. 按原告負有特定訴訟上請求，即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之義務（民訴

§244Ⅰ②），其機能在於凸顯兩造攻擊防禦之目標以保障被告之防禦權，

同時劃定起訴範圍而使起訴效力所及者明確化。而訴訟標的是否特定，應以

原告所表明者，是否已發揮訴訟標的之機能而定，不以表明具體請求權為必

要，原告得選擇以「紛爭單位型」或「權利單位型」訴訟標的起訴，亦即應

採「訴訟標的相對論」之觀點，以保障當事人之訴訟權。

2. 依題示，在訴訟標的相對論之觀點下，甲表明訴訟標的，不以表明具體實體

法上請求權為必要，甲亦得以原因事實特定訴訟標的，蓋原因事實之表明已

得凸顯兩造所爭執者究係何一紛爭，則兩造攻擊防禦之目標與法院之審理範

圍亦已具體明確。惟甲之陳述，並未具體表明此一紛爭，究係「何時」發

生，蓋甲所請求者並非給付特定物，在一般債權債務關係中，甲可能多次搭

乘乙之計程車，若不表明何時發生者，不足以特定其訴訟標的於系爭之某次

紛爭。

3. 故受訴法院此時不應逕以甲起訴欠缺合法要件即駁回甲之起訴，而應闡明使

甲特定訴訟標的係於何時發生之紛爭，協助甲妥適行使其對訴訟標的之處分

權，如此乙方得針對該紛爭所涉事證為攻擊防禦，並防止對當事人產生促進

訴訟之突襲。

4. 而受訴法院何以須向甲為訴訟標的特定之闡明，有加以分析之必要。蓋向來

學說皆以實體法上私法自治原則為由，而認為訴訟法上亦相應有所謂「處分

權主義」，亦即訴訟之開始、審判對象範圍及訴訟之終結，係由當事人主導

之主義。惟憲法既平衡保障當事人系爭實體權利及系爭外之程序利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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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即具程序主體之地位，不應使當事人因訴訟程序之進行而導致過度之

程序不利益，故應認為處分權主義之內涵，亦包括使當事人享有「程序處分

權」，而法院之審理亦應平衡兼顧當事人系爭中及系爭外之財產、自由、生

存、平等及訴訟權，而以充分之闡明協同當事人尋求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平

衡點上之法。

2 受訴法院之審理使言詞審理主義及直接審理主義空洞化，有違集中審理主義，

試分析如下：

1. 按民事訴訟新法改採「適時提出主義」、「擴大闡明權」並增設四種爭點整

理程序，分別係「準備性言詞辯論程序」、「準備書狀先行程序」、「準備

程序」及「爭點簡化協議程序」，使法院得依事件性質選用或併用以整理爭

點。足見新法致力於使審理集中化，使當事人得平衡追求實體利益與程序利

益，並防止突襲性裁判之發生。

2. 惟依題示，受訴法院前後開兩次言詞辯論庭，但其進度僅使當事人交換書

狀，而未進行爭點整理，如此不但使當事人無法及時在訴訟程序中就爭點為

辯論及攻防，而使言詞審理主義及直接審理主義空洞化，更浪費當事人系爭

外之勞力、時間、費用等程序利益，律師亦淪為在法庭上遞送書狀之信差，

實有違當事人之程序主體權，無法追求當事人信賴之真實。

3. 關此，新法增訂「書狀先行」之爭點整理程序（民訴§§267、268等），就

較複雜或專業性案件，受訴法院得定相當期日命兩造先行交換書狀並作成

「爭點整理摘要書狀」，以迅速整理爭點而順利進行訴訟，如此始符合「集

中審理主義」，並藉此防止發生促進訴訟之突襲。

題型7-1-2　 訴訟標的之特定與當事人之促進訴訟義務＆心證公開原則

【87司法官第3題】

甲列乙為被告，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向該管法院起訴，聲明求為判

決命乙賠償五十萬元，陳稱：「乙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一日駕車追撞甲乘坐之

機車，致機車受損，並造成甲之右手臂及大腿骨折，支用修理費及醫療費。乙

之行為有過失，且與甲之受害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基於損害賠償請求權起

訴，併請求賠付精神慰藉金二十萬元。」云云。對此，乙聲明求為判決駁回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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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辯稱：「乙未有過失加害行為，不願賠償。」等語。試說明判斷標準

及法理根據，回答下列問題：

1 兩造之陳述，是否盡符訴訟法之規定？受訴法院應如何開始審理？其審理應

致力滿足何項訴訟法上基本要求？（13分）
2 設受訴法院經調查甲所聲明之證據以後，形成心證認為：甲所主張之請求權

已罹於消滅時效，且就車禍之發生，甲亦與有過失等旨。此時，受訴法院可

否逕以此項心證為基礎，判決本案請求之一部或全部為無理由？其應依循之

審理原則為何？（12分）

題 型 分 析

第1小題既然問到「兩造」之陳述，所以兩造之陳述一定各有值得分析之

處，甲僅主張基於「損害賠償請求權」起訴，未進一步表明係依何種損害賠償請

求權起訴，在訴訟標的相對論及「法官知法原則」之觀點下，甲仍得以「紛爭單

位型」訴訟標的起訴，亦即以「狹義原因事實（民訴§244Ⅰ②）」特定訴訟標

的。此部分考點實與題型7-1-1第1小題相似。

惟邱聯恭老師之題目往往有許多小陷阱，如果不加仔細分析而僅一味背書，

將會被識破而無法得到高分，例如此處，應注意到兩造僅泛言有無「過失」行

為，卻未進一步表明有「如何之過失」，及相關事證為何等等（廣義原因事實，

民訴§266Ⅰ①、②），故法院尚須行使「闡明權」，使當事人之表明義務具體

化、行為責任明確化，協同當事人整理爭點以盡其促進訴訟義務。

第2小題在考辯論主義之問題，消滅時效抗辯部分，必須由被告加以主張，

法院僅得依被告之陳述程度決定是否行使闡明權；至於與有過失部分，不待當事

人之主張，法院即得採為裁判基礎，惟仍須向當事人公開心證，以防止突襲性裁

判，故法院應公開心證、表明法律見解。

擬答  本題字數約1505字

1 兩造之陳述尚未盡其表明義務，法院應闡明當事人為進一步陳述，並使兩造為

具體事項之認否以整理爭點，集中審理以防止突襲性裁判，試分析如下：

1. 訴訟標的之機能在於凸顯兩造攻擊防禦之目標以保障被告之防禦權，同時

劃定起訴範圍而使起訴效力所及者明確化。而訴訟標的是否特定，應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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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表明者，是否已發揮訴訟標的之機能而定，不以表明具體請求權為必

要，原告得選擇以「紛爭單位型」或「權利單位型」訴訟標的起訴，亦即應

採「訴訟標的相對論」之觀點，以保障當事人之訴訟權。依題示，甲已具體

表明係何時所發生之損害事件，即以「狹義原因事實」特定訴訟標的（民訴

§244Ⅰ②），甲、乙及法院得以針對該具體紛爭為攻防及審理，縱甲未表

明係依何項損害賠償請求權起訴，依訴訟標的相對論與「法官知法原則」，

甲亦已以「紛爭單位型」訴訟標的起訴，合先敘明。

2. 次按民國89年民事訴訟法修正後，規定法院於調查證據前，須先向當事人

曉諭爭點（民訴§296-1Ⅰ），亦即法院必須對案件為爭點整理，以凸顯兩

造攻擊防禦目標，法院亦得集中審理，此足見修法之方向採納「集中審理主

義」，其重要手段即為踐行爭點整理程序。

3.  甲雖已以狹義原因事實特定其訴訟標的，惟甲尚未具體表明足以使法院判斷

本案有無理由之「廣義原因事實」（民訴§266Ⅰ①），亦即甲尚未具體表

明乙之行為具有如何之過失，及其與甲之受傷間如何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此

時受訴法院應進行「事實型爭點整理程序」（配合紛爭單位型訴訟標的），

亦即行使闡明權，向甲表明其所主張者，應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並依該權利發生之要件，闡明使甲就已陳述之主要事實（權利發生之要件事

實）提出更進一步之間接事實（用以證明主要事實存在之事實）及相關證

據，並使乙對甲之陳述一一為「認否」之表示。即透過行使闡明權，使當事

人之表明義務具體化、行為責任明確化，以便受訴法院集中於爭點使兩造為

攻擊防禦而為審理，並防止發現真實之突襲或促進訴訟之突襲。

2 就消滅時效部分，須視乙之陳述而決定是否行使闡明權；就與有過失部分，法

院應公開心證，故我國法之辯論主義宜改為「協同主義」，試分析如下：

1. 按以往通說認為，「認事用法」為法院之職責，審判長行使闡明權只在獲

得形成心證之資料，當事人的法律見解及對徹底解決紛爭之需求，對裁判

結果並非要事，法院亦不須公開心證，以防當事人操縱訴訟，導致兩造的不

公平。惟當事人亦為訴訟程序之主體，具有當事者應享之證明權、辯論權

等，法院若不公開心證，當事人既無法知悉法院對於法律關係及相關事證的

見解，則亦無法為適當完全之辯論與攻防，故法院應可在辯論終結前公開心

證，表明審理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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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題示，向來學說皆認為消滅時效之抗辯係權利排除之抗辯，法院應視乙之

陳述是否已顯露其有主張消滅時效抗辯之意思，才能闡明乙得主張消滅時效

之抗辯，否則即對他造不公平。惟若不加以闡明，則當事人在上訴審程序中

再加以主張時，即對當事人造成「促進訴訟之突襲」，且民國89年新法修正

後，擴大法院之闡明義務，然消滅時效仍須當事人加以主張，法院才能採為

判決基礎，故法院應得對乙為時效抗辯之闡明。至於就與有過失部分，係法

院本於損益相抵之公平法理而得依職權加以斟酌之事項，不待當事人主張，

法院即得採為裁判基礎（85台上1756例）；惟受訴法院仍應向當事人公開心

證，使甲有機會再次提出事證或再為必要之辯論以說服法官動搖其心證，以

防止對當事人產生認事用法之突襲。

3. 綜上而論，當事人既具有程序主體地位，則訴訟法上基本要求即為「防止發

生突襲性裁判」，藉由法院向當事人公開心證、表明法律見解之審理原則，

防止促進訴訟之突襲、發現真實之突襲或認事用法之過程對當事人造成突

襲，法院即係以闡明義務，協同當事人尋求兩造信賴之法。

答題參考

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要旨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

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

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

題型7-1-3　 訴訟標的特定與防止突襲性裁判

【106司法官第2題】

甲起訴將乙銀行及其理財專員丙列為共同被告，起訴請求法院判決命乙、

丙連帶賠償甲新臺幣（下同）1 千萬元。其主張之事實及理由為：甲為退休公
務員，無投資經驗，丙向甲推銷乙銀行之 A 項投資商品時，未告知及說明該
商品風險，且誇大產品之投資報酬率，以致於甲相信為百分之百保本商品，而

決定提供資金投資該商品，結果損失 1 千萬元，丙應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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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規定，對甲負損害賠償責任；乙則應依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與丙
連帶負賠償責任。乙、丙則抗辯：甲、乙曾簽訂指定用途信託資金契約，乙係

依甲之指示，運用信託資金投資 A 項投資商品，乙已注意商品對甲之適合度，
並揭示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且由丙對甲充分說明相關交易條件及產品相

關風險後，經甲於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證物一）上親自簽名蓋章，而難

認丙有何未盡之義務或故意、過失；乙亦已盡善良管理人之說明及風險告知義

務，且對丙已盡選任及監督管理之責，甲請求乙連帶賠償損害，亦非有據等

語，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甲雖不爭執其曾於證物一之上開書面簽名，但主

張該書面字體甚小，內容複雜而難以瞭解，丙並未對其予以解說。試問：

2 法院應如何特定訴訟標的、分配舉證責任而為裁判？ 
3 受訴法院如以乙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 10 條規定，依據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規定，判決甲勝訴，是否構成訴
外裁判或突襲性裁判？ 

參考法條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民國 105 年 12 月 28 日修正】
第 9 條：「（第 1 項）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

費者之適合度。（第 2 項）前項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適合度應
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第 1 項）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

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 2 項）前項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者，
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權利，以及拒絕同意可能之不利

益；金融服務業辦理授信業務，應同時審酌借款戶、資金用途、還款來源、

債權保障及授信展望等授信原則，不得僅因金融消費者拒絕授權向經營金融機

構間信用資料之服務事業查詢信用資料，作為不同意授信之唯一理由。（第 3 
項）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

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

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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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定之。（第 4 項）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商品屬第十一條之二第二項所定之
複雜性高風險商品者，前項之說明及揭露，除以非臨櫃之自動化通路交易或金

融消費者不予同意之情形外，應錄音或錄影。」

第 11 條：「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

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

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

題 型 分 析

本題爭點在數項法律關係之訴訟標的如何特定，以及法律適用與訴訟標的之

區別。關於舊訴訟標的理論，係以實體法上請求權為訴訟標的，如信託契約之契

約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關於實體法上的請求權，通說認為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所保護的客體是絕對權(權利)，甲所受損害係純粹經濟上損害，應為民

法第184條後段所保護的利益。此為本題第一小題的實體法考題，本題型解答不另

作解答）、民法第184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均構成不同之訴訟標

的。而新訴訟標的理論係以主張之原因事實為訴訟標的，各請求權僅為法律適用

之基礎，法院依法官知法原則應依職權探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依民事訴

訟法第199條之1，在當事人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

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以避免突襲性裁判。

擬答  本題字數約1125字

2 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闡明，使甲補充說明是否一併主張信託契約關

係、民法第184條第2項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以特定訴訟標的；另得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適當調整舉證責任，並適時闡明當事人之舉證責

任分配

1. 關於訴訟標的理論，實務向採舊訴訟標的理論，以實體法上請求權為訴訟標

的，而學說有採新訴訟標的理論者，其係以原告所主張受給付之地位為訴訟

標的。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起訴應標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

事實，其立法目的在於調和新舊訴訟標的理論之差異，亦即原告須以原因事

實來特定訴訟標的，使起訴範圍明確化，便利兩造之攻防及法院之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