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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委員希望了解之問題

（1）和解時，本票簽訂

（2）如何書寫和解書?

（3）選擇調解地點，盡量避開夜間，調解地點
（私人地點），保護自己，或其他。

（4）法律關係（民，刑事）

（5）查詢法規的工具

（6）加強保險關係及侵權行為的關係。

（7）遇到車禍的SOP作法。死亡車禍要如何解
決法律關係，及肇事者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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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糾紛解決方法

➢協商（Negotiation）、調解（Mediation）：瘦的
和解，勝過肥的判決

➢仲裁（Arbitration ）、裁決（adjudication）

➢訴訟（Litigation）

•非訟化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依司法院釋字第591號解釋意旨，人民既為私法上之
權利主體，於程序上亦應居於主體地位，俾其享有
程序處分權及程序選擇權，於無礙公益之一定範圍
內，得以合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法定之非訴訟程序
處理爭議。



糾紛之解決程序

糾紛

私人之間

民事糾紛
（民法）

刑事犯罪
（刑法）

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

國家關係

破壞秩序
（犯罪）

公法爭議

不服決定

行政訴訟

強制執行

監獄行刑

行政執行

國家賠償

民事訴訟

強制執行



我國民事訴訟程序

發生爭執 起訴
（起訴狀）

其他解決方法

和解
調解
仲裁
非訟

通常程序
簡易程序
（50萬）
小額程序
（10萬）

請求權
基礎

（民法）
、
證據

法院受理
（分案）

形式審查
命補正

要件欠缺
裁定駁回

抗告
（終結）

實質審理

判決駁回
訴無理由

上訴程序

審理程序

交換書狀
（爭點整理）

集中審理
（言詞辯論）

和解
撤回

（終結）

判決

上訴審
二三審起訴

第三人撤
銷訴訟

再審之訴



非訟的ADR程序

發生爭執 司法型

忍耐

道德
（積德）
宗教

（輪迴）

法院調解

民訴§414
起訴前

行政型

鄉鎮調解

鄉鎮市調解條例

特定調解

勞資爭議
消費爭議

民間型

仲裁

仲裁法

法院和解

民訴§377
隨時為之

確定
判決
效力

確定
判決
效力

確定
判決
效力

勞資爭議調解
經法院裁定後
可強制執行

確定
判決
效力

消費爭議
調解具有
確定判決
效力



非訟程序之解決

非訟

仲裁

調解

和解
民法和解契約（民法§736）

訴訟和解（民訴法§377）

鄉鎮市調解（條例）

消費爭議調解（消保法）

民事爭議仲裁（仲裁法）

勞資爭議調解（勞爭法）

評議
決定

金融消費爭議（金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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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委員會調解之效力

• 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

訴。

• 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

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

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鄉鎮市調解條例

第27條）

• 民事事件已繫屬於法院，在判決確定前，調解成立，並經法院

核定者，訴訟終結。原告得於送達法院核定調解書之日起三個

月內，向法院聲請退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二。

•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

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法院核定者，

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8條）



以聲請調解取代告訴

•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31 條

•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有告訴權之人聲請
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鎮、市公
所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
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
調解時已經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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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外調解

• 調解可分為：一般調解、調解委員會調解與司法調解

1. 一般調解：由兩造當事人會同警察、地方仕紳、
民意代表等公正人士進行磋商，尋求雙方共同
接受的解決方案。
 法律效力薄弱（如有爭議仍可提起民刑訴訟）

2. 調解委員會調解：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聲請調解。
 民事賠償及刑事告訴乃論案件，均可聲請調解。

 調解成立所製作的調解書經法院核定後，與確定
判決有相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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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調解

3.司法調解：依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
第7款規定，醫療糾紛於提起民事訴訟前，
應先經法院調解，由法官與調解委員於
法院調解其紛爭。

法定的強制調解

調解的效力與確定判決相同

僅適用於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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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外和解之意義及效力

• 民法第 736 條 （和解之定義）

• 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
止爭執發生之契約。

• 民法第 737 條 （和解之效力）

• 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
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

• 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620號判例

• 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
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
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
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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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撤銷訴訟外和解？

• 民法第 738 條 （和解之撤銷－和解與錯誤之關係）
• 和解不得以錯誤為理由撤銷之。但有左列事項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和解所依據之文件，事後發見為偽造或變造，而和
解當事人若知其為偽造或變造，即不為和解者。

二、和解事件，經法院確定判決，而為當事人雙方或一
方於和解當時所不知者。

三、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當事人之資格或對於重要
之爭點有錯誤，而為和解者。

• 第 90 條 （錯誤表示撤銷之除斥期間）
• 前二條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一年而消滅。
• 為何要用存證信函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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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撤銷訴訟和解或訴訟調解？

• 民事訴訟法第380條（和解效力與繼續審判之請求）

• 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 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

• 第五百條至第五百零二條及第五百零六條之規定，於前項
情形準用之。 （即須於30日請求）。

• 民訴法第416條 （調解之效力與調解無效或撤銷）

• 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
同一之效力。

• 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法院提起宣
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亦須於30日請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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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撤銷調解會之調解書？

•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 條

• 因當事人聲請而成立之民事調解，經法院核定後
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
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

• 法院移付而成立之民事調解，經核定後，有無效
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續行訴訟程序。

• 前二項規定，當事人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
後30日內為之。



16

紛爭解決方法

➢訴訟（Litigation）

➢民事：三級三審（四級三審?）

➢刑事：偵查 + 三級三審（公訴 vs.

自訴）

➢行政：訴願、行政訴訟（三級二審制
）



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

• 訴訟事件：民事訴訟法
一、判決：實體事項（須經言詞辯論）
二、裁定：程序事項（不強制須經言詞辯論，但有例外：

如消債條例）
• 非訟事件：非訟事件法、破產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等（一率以裁定行之）
一、夫妻財產及法人登記事件
二、家事非訟事件（失蹤人財產管理事件、婚姻及親權事

件、收養事件、監護事件、繼承事件、親屬會議事件
）

三、商事非訟事件（公司解散、清算、重整等事件、海商
事件、本票裁定、抵押物裁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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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之審判機關

➢行政訴訟原屬行政權範疇，自司法權審理範圍擴
大及司法審查的功能受到重視後，演變成權力分
立制衡機制。

➢制度設計：

一元主義:亦稱合併主義，或司法一元制或英
美制，即將行政訴訟之審理交由普通法院掌管，
而不另設行政訴訟裁判機關。

二元主義:我國體制自民初「平政院」以來，
即採用二元主義，以公法與私法必須區分作為
出發點，另立行政法院以從事行政訴訟案件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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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民事、刑事）

最高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

普
通
法
院

院長
副院長
大法官

台灣司法二元制之體例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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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花費之時間及成本

➢時間：約三年至五年，可能更久

➢裁判費用：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第一審免裁判費

➢地院第一審：1.1% （百萬元以上按比例扣減）

➢高院第二審：1.65％（百萬元以上按比例扣減）

➢最高法院第三審：1.65%（民事第三審律師費
可由敗訴之他造當事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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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流程
法院進
行調解

視為自聲請調
解時已經起訴

進行訴訟
之辯論

10萬元以下為小
額訴訟程序（地
院簡易庭）

超過10萬元~50
萬元以下為簡易訴
訟程序（地院簡易
庭）

超過50萬元為
通常訴訟程序

判決

半
年
到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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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流程（二審）

提起上訴 通常程序為高等法院審理。
簡易、小額程序為地院合
議庭

法院審理

判決

半年至
一年可
能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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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流程（三審）
第二審判決

提起上訴

最高法院
原則書面
審理

駁回上訴 發回二審

通常程序須超過
150萬元始得上訴
第三審

簡易程序上訴第三
審條件：

1.超過150萬元；

2.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

3.第二審法院許可

一
年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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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與和解

（一）法院言詞辯論前之調解與言詞辯論後之和解

（二）訴訟外之和解契約與和解、調解程序筆錄

（三）善用非訟程序之支付命令或本票裁定（另有拍
賣抵押物之程序）

（四）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調解、仲裁及裁決 VS.消保
法之申訴、調解及團體訴訟

（五）民事第三審（訴訟標的金額須超過150萬元或
非財產權訴訟）之律師強制主義

（六）聲請鄉鎮市（區）公所調解會調解 vs.勞資爭議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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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之型態及種類

• 給付之訴：請求被告為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如
給付借款、工資或職災補償及損害賠償等）：以
請求權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

• 確認之訴：請求確認法律關係或其基礎事實存否
或證書真偽（如確認婚姻關係存在等）

• 形成之訴︰請求法院以判決形成或消滅某種法律
關係及其效果（如離婚、分割共有物或撤銷之訴
等） ：以形成權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

• 注意各種訴訟之舉證責任：由其是消極確認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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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基礎

• 一般侵權行為：民法第184條：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
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
限。（中間責任之規定）

• 特殊侵權行為：民法第185條~第191-3條、
民法第28、149、150條等



中間責任之民法規定（舉證責任之倒置）

• 民法第 191-2條 （動力車輛駕駛人之責任）

•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 民法第 191-3條 （一般危險之責任）

• 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
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
對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
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 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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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之財產上損害賠償

• 民法第 192 條 （侵害生命權之損害賠償）

•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
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 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 第193條第2項之規定，於前項損害賠償適用之。

• 民法第 193 條 （侵害身體健康之財產上損害賠償）

•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
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 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期金。但
須命加害人提出擔保。

• 民法第 196 條 （物之毀損之賠償方法）

• 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
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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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 民法第 194 條 （侵害生命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 民法第 195 條（侵害身體健康名譽等之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
•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例如登報道歉
等)。

•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
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一身專屬權)

•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
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實務問題研討

• 車禍受害人死亡，遺有父親、子女2個及配偶(共四人)；加
害人有投保強制險及任意險300萬元。

• 加害人委由保險公司跟受害人遺屬(配偶及子女)協商達成
和解，並簽立和解書，和解金額為「新台幣500萬元(含強
制險)」。

• 任意險的保險公司理賠300萬元予遺屬(配偶及子女)，另強
制險亦給付200萬元予受害人之遺屬(父親、配偶及子女)，
此部分是每人均分50萬元。

• 因為強制險理賠的遺屬順序與民法規定不同，導致實際理
賠與談妥之和解金有落差！

• 配偶認為她及其子女全部只拿到450萬元，與當初簽訂之
和解金500萬元有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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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問題解析

• 請問：配偶及子女是否可以再向加害人請求50萬
元的差額呢？(ps：因為媳婦與公公不合)

• 擬答 :

1. 保險公司當初簽和解書的時候，應該要納入被害
人的父親，因為有包含強制險的部分，而且父親
也是民法第194條規定有權請求慰撫金的人

2. 本案現在的情況反而是父親可以再請求，而媳婦
不能再請求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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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執行名義（強制執行法第4條）

一、確定之終局判決

二、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
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如支付命令）

三、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

四、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

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
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

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如
鄉鎮市區公所調解會之調解書）



金錢債權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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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法第 13 條之公證書
• 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

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

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

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

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
交還者。

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
時應交還土地者。

• 前項公證書，除當事人外，對於公證書作成後，就該法律行為，
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
亦有效力。

• 債務人、繼受人或占有人，主張第一項之公證書有不得強制執行
之事由提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得因必要情形，命停止執行，但聲
請人陳明願供擔保者，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命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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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法關於本票裁定之修正

• 新修正之票據法規定，將限縮得聲請本票執行的本票範圍，
限於發票人委託金融業者或短期票券集中保管結算機構為「
擔當付款人」的本票；或「執票人」為銀行業、農業金融機
構、證券期貨業、保險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2億元以上
，且已加入同業公會並聲明遵循同業公會自律規範的融資性
租賃業，始得為之。

• 許多地政士或業者非常擔憂，因為在不動產交易過程中，多
數買方需要辦理銀行貸款，故在全部價款尚未付清之前，會
先將不動產過戶於買方名下，才能讓銀行設定抵押完成支付
尾款，為了擔保買方必須支付尾款，在移轉登記前會請買方
對於未付尾款簽立本票執管，待其付清尾款後始歸還本票，
藉以確保交易安全。若修法後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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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張本票有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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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法之規定與實務見解

• 票據法第 12 條（不生票據上效力之記載）

• 票據上記載本法所不規定之事項者，不生票據上之效
力。

• 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163號民事裁判

• 按票據上記載票據法所未規定之事項者，僅不生票據
上之效力，而非絕對不生通常法律上之效力 (本院50
年台上字第1372號判例參照) 。鄭安吉本於上訴人授
與之代理權，承諾為系爭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而在系
爭用以借款之支票上代填「連帶保證」字樣，依上說
明，雖不生票據上之效力，但仍生通常法律上之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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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見解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5年度士簡字第837號民事裁判

• 按本票為發票人簽發一定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
己無條件支付護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是本票不得附
條件，如記載條件，即與票據之本質不符而牴觸法律之
規定，使票據全歸無效。經查，系爭本票上記載「本票
僅供投標用途，若未得標自動作廢」字樣，顯係限該本
票作投標使用，且得以得標與否為條件，該事項學者稱
以「記載有害事項」，一經記載，則票據歸於無效，要
與票據法第12條之記載不生票據上效力之「記載無益事
項」不同。是本件系爭構票既為無效票據，其票據債權
自無從衍生而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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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各種執行名義之不同時效

• 支票：支付命令1年，確定判決變5年

• 本票：本票裁定及支付命令均3年，確定判
決變5年

• 借款：不論支付命令或確定判決均15年

• 侵權行為：支付命令2年，確定判決變5年

• 民法第126條所定之各種請求權

• 債權憑證應於多久換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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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時效之起算及中斷

• 民法第 128 條 （消滅時效之起算）
•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

權，自為行為時起算。
• 民法第 129 條 （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

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
一、請求。
二、承認。
三、起訴。
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
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
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
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
四、告知訴訟。
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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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完成之效力

• 民法第 144 條 （時效完成之效力－發生抗辯權）

•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
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
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

• 民法第 145 條（附有擔保物權之請求權時效完成之效力）

• 以抵押權、質權或留置權擔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
滅，債權人仍得就其抵押物、質物或留置物取償。

• 前項規定，於利息及其他定期給付之各期給付請求權，
經時效消滅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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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完成後之債務承認
可認係拋棄時效利益

• 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353號民事判例

• 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所為之承認，固無中斷時效
之可言，惟民法第147條僅就時效利益之預先拋
棄加以禁止，則於時效完成後拋棄時效之利益，
顯非法之所禁。債務人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為承
認者，其承認自可認為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
表示，時效完成之利益一經拋棄，即回復時效完
成前之狀態，債務人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
給付。

•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10號民事裁判同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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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完成後仍可行使抵押權

• 民法第 880 條 （時效完成後抵押權之實行）
• 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
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
權者，其抵押權消滅。

• 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1391號民事判例
• 請求權時效期間為15年，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
其規定 (民法第125條) ，故時效期間僅有較15年為短
者，而無超過15年者，至於民法第145條第1項，係就
請求權罹於時效消滅後，債權人仍得就其抵押物、質
物或留置物取償而為規定，同法第880條，係抵押權
因除斥期間而消滅之規定，均非謂有抵押權擔保之請
求權，其時效期間較15年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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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880條之期間係除斥期間

•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46號民事裁判
• 消滅時效有中斷或不完成之問題，除斥期間則否，即權利

人若未在除斥期間未經過前行使其權利，俟期間經過，權
利即歸消滅。民法第880條之五年期間，係除斥期間，如
抵押權人於起訴後，未行使其抵押權，其除斥期間仍在繼
續進行中，不因已起訴或案件仍在法院審理中而中斷進行。

•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476號民事裁判
• 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

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
押權消滅，為民法第880條所明定。故抵押權因其所擔保
債權之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及上開除斥期間之經過即歸
於消滅。縱債務人於其後之訴訟中就業經時效完成之請求
權未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致受敗訴判決確定，對於已因除
斥期間之經過而消滅之抵押權不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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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時效

➢釋字第107號

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
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釋字第164號

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不
在本院釋字第107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
其性質，亦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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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院裁判在我國認可之要件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 （法
院裁定認可）

• 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
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
法院裁定認可。

• 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裁判或判斷，以給付為內
容者，得為執行名義。

• 前二項規定，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
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或
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互惠平等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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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命令已讀不回 財產將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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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支付命令之要件及限制

• 民事訴訟法第 508 條 （聲請支付命令之要件）
• 債權人之請求，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
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發
支付命令。

• 支付命令之聲請與處理，得視電腦或其他科技設備
發展狀況，使用其設備為之。其辦法，由司法院定
之。

• 民事訴訟法第 509 條 （聲請支付命令之限制）
• 督促程序，如聲請人應為對待給付尚未履行，或支
付命令之送達應於外國為之，或依公示送達為之者
，不得行之。

• 民事訴訟法第 515 條 發支付命令後，三個月內不
能送達於債務人者，其命令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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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送達與寄存送達
• 民事訴訟法第 137 條 （補充送達）
• 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
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
。

• 如同居人或受僱人為他造當事人者，不適用前項之規
定。

• 民事訴訟法第 138 條 （寄存送達）
• 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
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
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
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
以為送達。

• 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十日發生效力。
• 寄存之文書自寄存之日起，寄存機關應保存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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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支付命令之程式無須舉證

• 舊民事訴訟法第 511 條 （聲請支付命令之程式）
• 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
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
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
五、法院。
• 第 512 條 （法院之裁定）
• 法院應不訊問債務人，就支付命令之聲請為裁定。
• 第 516 條第 1 項（提出異議之程式）
•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之全部或一部，得於送達後二十日

之不變期間內，不附理由向發命令之法院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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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支付命令無須舉證

• 最高法院61年台抗字第407號判例

• 支付命令之聲請，除應表明當事人及法院外，衹
須表明請求之標的並其數量及請求之原因、事實
，以及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511條之規定自明。因債務人依同法第516條對支
付命令得不附理由提出異議，故債權人在督促程
序就其所主張之事實毋庸舉證，其債權憑證之有
無，與應否許可發支付命令無關。再抗告人以債
權憑證有偽造情事為理由，對於依督促程序而發
之支付命令及假執行裁定聲請再審，核與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之規定尚有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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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命令之異議及確定

• 民事訴訟法第 518 條 （逾期異議之駁回）
• 債務人於支付命令送達後，逾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始
提出異議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 民事訴訟法第 519 條 （異議之效力）
•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
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
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

• 前項情形，督促程序費用，應作為訴訟費用或調解程
序費用之一部。

• 舊民事訴訟法第 521 條 （支付命令之效力）
•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
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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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院三讀
支付命令無確定判決效力

• 2015年06月15日11:14 蘋果日報
• 日前高雄有間土雞城老闆，收到支付命令未理會，成為

有心人利用法院審查寬鬆的漏洞，導致土雞城遭法拍還
債，為修補疏失，立法院院會今三讀通過《民事訴訟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明定未來債權人的請求應釋明；同
時未來支付命令確定後僅有執行力，沒有確定判決效力
。

• 在立院未修法前，支付命令具有既判力，未於期限內提
出異議等同確定判決。修法後，支付命令僅具執行力，
若債務人未於期限內提出異議，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的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若民眾收到支
付命令後，未在20天內提出異議，但主張無債務，可提
出確認訴訟，並透過一定擔保來停止強制執行支付命令
。（黃信維／台北報導）



且與民事確定判決
具有相同效力

但不具有與民事確定
判決相同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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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104.6.15三讀通過
修正「民事訴訟法」

• 民事訴訟法第 511 條
• 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
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

情形。
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
五、法院。
• 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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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104.6.15三讀通過
修正「民事訴訟法」

• 民事訴訟法第 514 條

• 支付命令，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第511條第1款至第3款及第5款所定事項。

二、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其請求並賠償程序費用，否
則應於支付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發命令
之法院提出異議。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
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 第511條第3款所定事項之記載，得以聲請書狀作為附
件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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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104.6.15三讀通過
修正「民事訴訟法」

• 民事訴訟法第 521 條

•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
出異議者，支付命令得為執行名義。

• 前項情形，為裁定之法院應付與裁定確定
證明書。

• 債務人主張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不存在而
提起確認之訴者，法院依債務人聲請，得
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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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亦或
債務人異議之訴比較好？

• 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1號民事判例
• 上訴人係否認曾與被上訴人訂立買賣某號股份之契約
，提起消極確認之訴，按照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
由主張買賣契約存在之被上訴人，就訂立買賣契約之
事實負舉證之責。

•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04號裁判
• 按分配表異議之訴屬形成之訴，其訴訟標的為對分配
表之異議權，倘原告係以被告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
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其本質上即含有消極確認債權
不存在訴訟之性質，如被告主張其債權存在，依舉證
責任分配法則，自應先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
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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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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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乃論之罪應注意之事

• 告訴期間：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
月內為之。（刑訴法第237條）

• 獨立告訴權人：犯罪之被害人、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
或配偶（刑訴法第232條、第233條第1項）

• 被害人已死亡時，才可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
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提出告
訴。 （刑訴法第233條第2項）

•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但撤回告訴之人，不得再行告訴。 （刑訴法
第238條）

• 指定代行告訴人：無得為告訴之人或得為告訴之人不
能行使告訴權者，該管檢察官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
或依職權指定代行告訴人。 （刑訴法第23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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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告訴乃論之追訴權時效
刑法第 80 條 （追訴權之時效期間）

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

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者，30年。

二、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

20年。

三、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

10年。

四、犯最重本刑為一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

者，5年。

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
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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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署偵查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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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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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財產制之種類

• 約定財產制（婚前或婚後夫妻需至法院登
記處辦理登記，否則不得對抗第三人）

1.分別財產制：人結婚，財產不結婚

2.共同財產制：夫妻公同共有

• 法定財產制（無須登記，目前最多夫妻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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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財產制關於夫妻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變革

• 民國74.06.03修正前之情況

• 民國91.06.26修正§1030之1為一身專屬權

• 民國96.05.23修正§1030之1非一身專屬權

• 民國101.12.26又修正§1030之1為一身專屬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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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是否為「非一身專屬權」?

民法第1030條之1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

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二、慰撫金。

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

配額。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

者，不在此限。(96.5.23刪除此項條文，目前已回復)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

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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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財產新制（91.6.26）與舊制比較

比較項目 法定財產制（新制） 聯合財產制（舊制）

財產種類 一、婚前財產
二、婚後財產

一、原有財產。
二、特有財產（法
定及約定）。
三、聯合財產。
（夫及妻之原有財
產之組合）

所有權 各自所有 分別所有

管理權 各自管理 一、聯合財產：原
則由夫管理；例外
得約定由管理。
二、特有財產：各
自管理。

管理費用負擔 各自負擔 一、聯合財產：由
管理權之一方負擔。
二、特有財產：各
自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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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法定財產制（新制）聯合財產制（舊制）

使用及收益權 各自使用、收益 管理權之一方對他方
之原有財產有使用、
收益之權。

處分權 各自處分其財產 管理權之一方經他方
同意，始得處分他方
之原有財產。但管理
上必要之處分，有管
理權之一方可逕行為
之。

債務清償責任 各自對其債務負清
償責任。

依財產種類之不同區
分責任歸屬，關係較
為複雜 。

保全措施 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一
方所為詐害他方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之行為，
他方得聲請法院撤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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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法定財產制（新制） 聯合財產制（舊
制）

剩餘財產分
配請求權

一、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
除債務後，應平均分配。
二、不列入分配之財產：因
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及慰撫金。
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前五年內，夫或妻惡意處
分婚後財產之價額，得追加
計算。
四、夫妻應受分配之一方，
得就不足部分，向特定第三
人請求返還。

一、聯合財產關係
消滅時，夫或妻於
婚姻關係存續中所
取得而現存之原有
財、扣除債務後，
應平均分配。
二、不列入分配之
財產：因繼承或其
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家庭生活費
用負擔

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
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
動或其他情事

夫無支付能力時，
由妻就全部財產負
擔。

自由處分金 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
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
自由處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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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剩餘財產分配之保全措施

• 民法第1020-1條 （婚後剩餘財產分配之保全措施）

• 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就其婚後財產所為之無償行為，有
害及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他方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者，
他方得聲請法院撤銷之。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
與，不在此限。

• 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就其婚後財產所為之有償行為，於
行為時明知有損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他方之剩餘財產分
配請求權者，以受益人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他方得聲
請法院撤銷之。

• 民法第1020-2條 （婚後剩餘財產分配撤銷權之除斥期間）

• 前條撤銷權，自夫或妻之一方知有撤銷原因時起，六個月間
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一年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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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分別財產制
比較項目 分別財產制（新制） 分別財產制（舊制）

所有權 各自所有 同左。

管理權 各自管理 原則各自管理，例外
妻得將其財產管理權
付與夫。

使用收益及處分權 各自使用、收益及
處分

同左。

債務清償責任 各自對其債務負清
償責任。

依債務種類（結婚前、
結婚後或日常家務代
理所生債務）分別規
定負清責任之人，較
為複雜

家庭生活費用負擔 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
定外，由夫妻各依其
經濟能力、家事勞動
或其他情事分擔之。

夫得請求妻對於家庭
生活費用，為相當之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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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財產制」與「分別財產制」之比較

比較項目 法定財產制 約定分別財產制

財產種類 婚前財產與婚後財
產。

夫妻分別財產。

所有權 各自所有 同左。

管理、使用收益
及處分權

各自為之。 同左。

債務清償責任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
負清償責任。

同左。

保全措施 婚姻關係存續中夫
妻一方所為詐害他
方剩餘財產分配請
求權之行為，他方
得聲請法院撤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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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財產制」與「分別財產制」之比較

比較項目 法定財產制 約定分別財產制

報告義務 夫妻就婚後財產互
負報告之義務。

無。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

夫妻婚後財產剩餘
部分之差額應平均
分配。

無。

家庭生活費用負擔 除法律或契約另有
約定外，由夫妻各
依其經濟能力、家
事勞動或其他情事
分擔之。

同左。

自由處分金 夫妻於家庭生活費
用外，得協議一定
數額之金錢，供夫
或妻自由處分。

無。



遺產繼承懶人包

1. 戶政事務所→除戶登記

2. 國稅局→申報遺產稅(6個月可延長3個月)

3. 監理單位→辦理車輛車籍的過戶

4. 稅捐處或國稅局→辦理查欠繳納

5. 地政事務所→辦理繼承之不動產所有權登

記（6個月內,不可延長）

6. 稅捐處→辦理自用住宅用地及房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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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繼承人及應繼分

配偶與第一順位平
均繼承，特留分為
應繼分之1/2

兒女§1139（親等近者為先）孫子女
(特留分亦
為應繼分之
1/2)

父母1/2
(特留分亦
為1/2)

兄弟姐妹1/2 (特
留分為應繼分之
1/3)

祖父母1/3 (特留
分為應繼分之1/3)

被繼承人死亡：
1、法定繼承人：§1138
2、應繼分：§1144
3、特留分:§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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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繼承人及其順序

民法第 1138 條 （法定繼承人及其順序）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 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 父母。
三 兄弟姊妹。
四 祖父母。

民法第 1139 條 （第一順序繼承人之決定）
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

民法第 1141 條 （同順序繼承人之應繼分）
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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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繼承

民法第 1140 條 （代位繼承）

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
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
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實務上承認同時死亡時亦可代位繼承

➢死者之配偶不可代位繼承

➢代位繼承與再轉繼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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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繼承人之特留分之比例

民法第 1223 條 （特留分之決定)

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 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

之一。

二 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三 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四 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五 祖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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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之種類與債務之清償

• 概括繼承：繼承人須負全部責任

• 拋棄繼承：繼承人通通無須負責

• 限定繼承：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責（即僅負物的
有限責任）

• 概括繼承之限定責任（98.06.12修正實施，最高
法院認繼承人仍負物的有限責任）

• 限定繼承與法定繼承限定責任之不同？

• 新法實施後，繼承人欲主張限定責任，仍須要向
法院呈報遺產清冊嗎？



債務人拋棄繼承債權人能否撤銷之?

• 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47號

• 我國民法業已廢止宗祧繼承，改為財產繼承制度，此
就民法第1148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
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觀之自明。故如繼承開
始後拋棄繼承而受不利益時，即屬處分原已取得之財
產上權利，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照民法
第二百四十四條行使其撤銷權。至於債務人將繼承所
得財產上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
割協議，債權人可得訴求撤銷，尤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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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73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一)：採否定說

• 提 案：院長交議：繼承人拋棄繼承，其債權人可否
依民法第244條規定行使撤銷訴權，而撤銷之？茲有
甲、乙二說（本院判決有不同見解）：

• 決議：採甲說：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4條規定行使撤
銷訴權者，以債務人所為非以其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
之財產上之行為為限，繼承權係以人格上之法益為基
礎，且拋棄之效果，不特不承受被繼承人之財產上權
利，亦不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義務，故繼承權之拋
棄，縱有害及債權，仍不許債權人撤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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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6.12施行之法定繼承條文

• 民法第1148條

•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
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
限。

•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
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即負限定責任或
稱有限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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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1148-1與遺贈稅法§ 15之比較

• 民法第1148條之1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
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
值計算。

• 遺贈稅法第15條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下列個
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
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
一、被繼承人之配偶。
二、被繼承人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0條規

定之各順序繼承人。
三、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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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之有限責任

• 民法第1153條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
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公同共有登記：個別繼承人均可辦理

➢應繼分（應有部分）登記：全體繼承人持普通印
章即可辦理

➢遺產協議分割登記：全體繼承人需持印鑑及印鑑
證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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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34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文件外，並應提
出下列文件：
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三、繼承系統表。
四、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五、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繼承開始時在

中華民國74年6月5日以後者，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六、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之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於部分繼承人申請登記為全體繼
承人公同共有時，未能會同之繼承人得以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及
敘明未能檢附之理由書代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
提出。
第一項第三款之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註
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因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繼承登記者，得不提出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

第五款之文件。（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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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

• 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
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
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
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
記。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分
別共有之登記。

•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
知他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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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之種類及遺贈之扣減

民法第 1189 條 （遺囑方式之種類）

遺囑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自書遺囑。

二、公證遺囑。

三、密封遺囑。

四、代筆遺囑。

五、口授遺囑。

民法第 1225 條 （遺贈之扣減）

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
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人
有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債額比例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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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書遺囑及公證遺囑之方式
• 民法第 1190 條 （自書遺囑）
• 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

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
所及字數，另行簽名。

• 民法第 1191 條 （公證遺囑）
• 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在公證人前口

述遺囑意旨，由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
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人及遺囑
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由公證人將其事由
記明，使按指印代之。

• 前項所定公證人之職務，在無公證人之地，得由法院
書記官行之，僑民在中華民國領事駐在地為遺囑時，
得由領事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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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遺囑及其轉換

• 民法第 1192 條 （密封遺囑）
• 密封遺囑，應於遺囑上簽名後，將其密封，於封
縫處簽名，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向公證人提
出，陳述其為自己之遺囑，如非本人自寫，並陳
述繕寫人之姓名、住所，由公證人於封面記明該
遺囑提出之年、月、日及遺囑人所為之陳述，與
遺囑人及見證人同行簽名。

•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 民法第 1193 條 （密封遺囑之轉換）
• 密封遺囑，不具備前條所定之方式，而具備第

1190條所定自書遺囑之方式者，有自書遺囑之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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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筆遺囑

• 民法第 1194 條 （代筆遺囑）

• 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
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
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
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
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
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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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遺囑之方式

• 民法第 1195 條（口授遺囑）

• 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
式為遺囑者，得依左列方式之一為口授遺囑：

一、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授遺囑意
旨，由見證人中之一人，將該遺囑意旨，據實作成
筆記，並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

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述遺囑意
旨、遺囑人姓名及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口述
遺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將錄
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
在封縫處同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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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權之喪失

民法第 1145 條 （繼承權喪失之事由）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繼承權：
一、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
刑之宣告者。

二、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
其撤回或變更之者。

三、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
妨害其撤回或變更之者。

四、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
者。

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
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規定，如經被繼承人宥恕者，其
繼承權不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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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繼承權之表示

•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

• 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
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
承權。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
五款定有明文。所謂虐待，謂予被繼承人
以身體上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且不以積
極行為為限，更包括消極行為在內。又此
表示，除以遺囑為之者外，為不要式行為，
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



繼承

繼承回復請求權時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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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問題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