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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確定判決效力之基本問題 

一、確定判決效力之種類及基本意義 

二、實質確定力（既判力） 

三、反射效 

參、裁定效力之基本問題 

一、概說 

二、羈束力之特殊問題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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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法院之訴訟行為，固包括審理及裁判等，其可能有訴訟

指揮、處分、裁定及判決等，而判決有終局判決、中間判

決，實體判決、訴訟判決之區分，各類訴訟行為或裁判，其

效力並不盡相同。在判決與裁定之效力，是否不同？在訴訟

判決與實體判決間有否不同？確定之實體判決，其效力如

何？在判決效力客體及主體範圍之制度設計，亦可能有不同

之理解。此一議題對於當事人實體與程序之權益影響甚鉅，

自有研究之必要與實益。 

貳、確定判決效力之基本問題 

一般判決之效力有發生所謂羈束力之問題，所謂羈束力

係指法院為判決宣示後，不宣示者經公告後，受自己判決之

羈束。亦即，縱判決內容有誤，除非屬於得裁定更正之範

圍，而以裁定更正之外，原判決法院不得自行撤銷或變更該

判決之內容。此一拘束力乃對於原判決法院之內在拘束力。

在判決宣示或公告後，因已公示於外，為保護當事人利益及

避免危害法院公信，使法院不得任意變更原判決內容。此一

羈束力，無論宣示或傳統之公告，因對外均有公開明示之效

果，法院之意思表示已宣示公開於外（個案當事人之宣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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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特定人可共見之公告），較無可慮。但如以法院裁判查詢

機之主文公告，認亦可發生羈束力，因其頁面需有表明案號

乃得查詢，是否等同對外宣示之效果，似有疑義。就此擬於

第參章裁定中說明。 

除前開自我拘束力外，部分判決亦有對同案他法院之裁

判拘束力問題，但應注意，一般而言，未確定之裁判，其主

文或理由之認定，原則上對於他法院，尤其上級審，不致發

生何等拘束力問題。惟基於審級特性，第三審應受第二審事

實審認定之拘束（民事訴訟法第 476 條第 1 項）
1
。對於最高

法院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 478 條第 4 項規定，其廢棄理由

對於受發回或發交之第二審法院有拘束力。此等乃未確定判

決之對他法院拘束力之例外規定。 

一、確定判決效力之種類及基本意義 

在此，確定判決效力除既判力及反射效之外（另節論

述），尚有下列效力： 

（一）形式確定力 

形式確定力係指確定判決之不得藉由一般上訴途徑不服

以尋求廢棄之效力，法院對於該判決已無上訴途徑，處於不

能廢棄或變更之狀態。亦即，在同一程序中藉由上訴之不得

                                                           

1 然而最高法院對於原審之事實認定，透過認定原審有經驗法則、闡明義務

及職權調查證據之法律違反，甚易介入原審對於事實認定結果之審查，以

致所謂受事實審事實認定之拘束，在實務上並未必獲得完全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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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性。在定性上，在奧地利有學者乃認為前開所論判決之

內在羈束性、判決之生效（送達或宣示後對於上訴期間之起

算等效力）及形式確定力，乃判決要件（事實）之特性，而

非判決效力者
2
，但亦有將之與實質確定力等並列為判決效力

者
3
。 

形式確定力之發生原因包括：1. 上訴期間經過，2. 上訴

之捨棄，3. 撤回上訴，4. 最終審級之裁判
4
。德國法對於判決

形式確定力之發生時點有如下分析：1. 不得上訴事件，在宣

示或部分情形於送達時生效。2. 得上訴之事件，於上訴期間

經過時生效。3. 上訴權捨棄生效時。4. 提起上訴後撤回上訴

者，向後發生效力。5. 提起上訴不合法駁回者，在駁回裁判

確定時生效。在裁定之情形，1. 如不得抗告，在公告時生

效。2. 抗告權捨棄時。3. 提起抗告後撤回抗告者，在撤回抗

告生效時。4. 提起抗告被因不合法駁回者，在駁回裁定確定

時
5
。在德國及奧地利，其判決形式確定力之時點對於當事人

間並不求一致性，依個別當事人情形（例如不同之送達時

點）而定之。 

我國法上，對此，就不得上訴判決亦認為於宣示時確

定，不宣示者，於公告時確定。至於得上訴之判決，未提起

上訴者，於上訴期滿時確定；合法捨棄上訴權者，於捨棄時

                                                           

2 Rechberger/Simotta, Zivilprozessrecht, 6. Aufl., 2003, Rn. 691. 
3 Kodek/Mayr, Zivilprozessrecht, 2. Aufl., 2013, Rn. 914 ff. 
4 Dolinar/Roth/Duursma-Kepplinger, Zivilprozessrecht, 14. Aufl., 2016, S. 105. 

另有二審上訴之登記期限經過作為形式確定力發生時點者，Kodek/Mayr, 
a.a.O., Rn. 916. 

5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7. Aufl., 2010, S. 86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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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在上訴期間屆滿前撤回上訴者，於撤回時確定。在上

訴期間屆滿後始撤回上訴者，有認為溯及上訴期間屆滿時確

定，有認為於撤回上訴生效時確定。對於必要共同訴訟，應

注意民事訴訟法第 459 條第 2 項。上訴不合法者，有認為於

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但有不同見解。有上訴權人為一部上

訴者，其判決全部不確定。如兩造均得上訴時，僅ㄧ造提起

上訴，判決全部不確定
6
。 

（二）爭點效 

依民事訴訟法第 400 條規定觀之，立法者對於判決實質

確定力（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原預設在訴訟標的，特別係主

文中之判斷，而不及於理由中之判斷，僅對於抵銷部分作部

分放寬。但學說上基於禁反言或誠信原則乃引入所謂爭點效

之概念，並於實務上獲得回響。所謂爭點效係指判決理由中

之判斷，在前訴中成為主要爭點，法院就該爭點為實質性審

理及判斷，在後訴中就同一爭點成為主要之先決問題時，當

事人不得再為不同主張，法院亦不得為相反判斷。學說上認

為爭點效至少須具備下列要件：1. 前後訴之請求之當否之判

斷過程，成為主要爭點。2. 當事人於前一訴訟過程中均已盡

其主張與舉證。3. 前訴法院就主要爭點已做實質上判斷。

4. 前訴之訟爭利益應大於或等於後訴者。5. 後訴當事人應為

援用之主張
7
。 

                                                           

6 楊建華原著，鄭傑夫增訂，民事訴訟法要論（全），2012 年，頁 367、
368。 

7 魏大喨，民事訴訟法，2015 年，頁 327。另參閱姜世明，民事訴訟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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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就爭點效之見解可略說如下： 

就主體而言，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94 號判決：

「次查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乃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

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

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

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

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

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

是『爭點效』之適用，固必須前後兩訴之訴訟當事人同一，

始有適用。惟前後二訴之當事人不同，如係因其中一訴為普

通共同訴訟（主觀的訴之合併）之故，則在前後二訴相同之

當事人間，仍可發生『爭點效』。蓋普通共同訴訟，雖以數訴

合併於一訴，亦祇屬形式之合併，各共同訴訟人之地位，與

其獨立為訴訟無異，基於共同訴訟人獨立之原則，各共同訴

訟人各與他造獨立對立，其中一人之訴訟行為，或他造對於

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訴訟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

除別有規定外，其利害不及於他共同訴訟人，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自明。」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89 號判決：「按法院於判決

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而足以影響判決結果

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適當完全辯論之結果，已為實質之

判斷者，除原判斷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

料足以推翻原判斷、或當事人之程序權未受應有之保障外，

                                                                                                                          

論，2018 年，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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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

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俾符民事訴訟

法上之誠信原則並達訴訟經濟之目的。又基於共同訴訟人獨

立之原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參照），前後二訴之當事人

雖非完全相同，但如其中一訴為普通共同訴訟（主觀的訴之

合併），一訴為單一之訴，則在前後二訴相同之當事人間，仍

可發生『爭點效』，以維護普通共同訴訟人間各自訴訟實施權

之完整性。再所謂『爭點效』，乃前訴訟事件理由中所作之判

斷，對於後訴訟法院及當事人所生之拘束力，屬於民事訴訟

法之效力，亦即後訴訟法院應與前訴訟法院理由中所作之判

斷作同一之認定，當事人亦不得再為與之相反之主張。此與

當事人之債權債務係原告在前訴訟中所主張之法律關係成立

時即已發生，屬於私法上之效力，初非判決確定時始告形成

者未盡相同。蓋債之關係成立後，債務人即有向債權人給付

之義務（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參照），至於確定判決僅

係透過法院之審判，對當事人間所爭執之實體法上權利義務

之存否加以確認，使生既判力及執行力而已，該權利義務並

非法院之判決所賦予，尚難謂債務人必俟判決確定時，始負

給付義務。故『爭點效』在理由中所為權利義務關係之判

斷，所生債務人給付義務之效力，自仍應回歸該『債之關

係』成立之時點，並以之作為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之

基準，當非以該具『爭點效』之判決確定時為據。」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717 號判決：「按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判決主文所判

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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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

判斷，除同條第二項所定關於抵銷之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

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為有既判力。又學說上所謂之爭點

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

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

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

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

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

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

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

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

足當之。且此效力應發生在前後訴訟均處在對立當事人之兩

造間，倘第三人以兩造（即本件當事人）為共同被告提起之

訴訟，兩造於該訴訟係利害相反之同造當事人者，因其對爭

點之攻擊防禦對象係為該訴訟對造之第三人，應認其後訴訟

不受前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或前訴訟對重要爭點之判斷之拘

束，而得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得為相反之判斷。」 

就要件而言，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632 號判決：

「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

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兩造

辯論之結果所為之判斷結果，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

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

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

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而言，其乃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而來。是『爭點效』之適用，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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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違背法令』及

『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條件外，必

須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

要爭點，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一如訴訟標的極盡其攻

擊、防禦之能事，並使當事人適當而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

實質上之審理判斷，前後兩訴之標的利益大致相同者，始應

由當事人就該事實之最終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

訟負結果責任，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225 號判決：「學說上基於

公平理念之訴訟上誠信原則而產生之爭點效理論，因其並非

法院就訴訟標的所為之判斷，不具有判決實質之確定力（既

判力），自須判決理由之判斷具備『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

違背法令』、『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

『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

要爭點，並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及攻防，使當事人為適當

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之審理判斷』及『兩造所受之程

序保障非顯有差異』者，始足當之。本件上訴人於事實審提

出之再審聲請狀、民事續辯論意旨狀，均為前案終結後之文

書，其並請求調取前案案卷，及命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工程 V1

標完整之工程契約及被上訴人與承攬人間往來文件及施工協

調紀錄等，以證明系爭工程伊承攬之部分並非分期、分項完

工、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原審未說明上開證據無庸調查之理

由，逕以上訴人所提證據係前案證據之重現，即認上訴人未

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本件應受前案判斷之拘

束，亦有可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