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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同一訴訟中存在多數原告或被告之訴訟形態，學者稱

為共同訴訟，或稱為「訴之主觀合併」。複數原告或複數被告

間基於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需要而連結於同一審理及

裁判程序中。其形成原因包括：以一訴由數人起訴或有數人

被訴（在一訴狀上為複數當事人之表明）、當事人擴張之第三

反訴、當事人之追加、數繼承人之承受訴訟或數訴訟之合併

審判等
1
。 

在共同訴訟中，主體有複數。複數之原告，稱為「共同

原告」；複數之被告，則稱為「共同被告」。前者係積極主體

之複數（積極共同訴訟），後者係消極主體之複數（消極共同

訴訟）
2
。判斷是否為共同訴訟，乃以「形式當事人」之單複

數加以判斷，非以實質當事人決定之。 

若欲求訴訟關係之單純，令法院易於審結，則單一原

告、單一被告，單一請求之事件，乃最符合經濟性之制度設

計。但部分法律關係可能有不可分之關係，個別權利人或義

務人作為訴訟主體，對於訴之目的之達成恐有未濟。因而期

待單一主體之單純化程序主體觀，並不合實際。反而對於訴

訟制度之發展，乃往擴大訴訟解決紛爭機能邁進，基於訴訟

                                                           

1  Pohlmann, Zivilprozessrecht, 3. Aufl., 2014, Rdnr. 741, 744; Musielak/Voit, 
Grundkurs ZPO, 13. Aufl., 2016, Rdnr. 425. 

2  Jauernig, Zivilprozessrecht, 28. Aufl., 2003, S. 338; Stein/Jonas, 
Zivilprozessordnung, 22. Aufl., 2013, Vor § 59 Rdnr. 1. 



 

 

 

 

 

 

 

 

  

 

004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第十一卷》共同訴訟之研究 

經濟之觀點，自不以單一個案之解決為滿足，於部分情況，

若能利用共同訴訟，使攻防方法之利用共通，更具經濟性，

亦為程序法發展之思考重點之一。惟雖如此，共同訴訟之利

用仍有其極限，如在集團性受害人，利用共同訴訟制度便未

必符合經濟性，而須另利用選定當事人或訴訟擔當等類制度

為合目的性之制度設計，則有反向簡化人數參與之傾向。 

然而，共同訴訟之類型擴大化，其如何分類及適用法

理，即成為程序法上難題。終究共同訴訟人間，其法律關係

是否可分？有無強制性納入當事人之必要？是否應尊重個人

自由處分權？共同訴訟人彼此間利害關係是否一致？判決是

否對共同訴訟人須合一確定？有無裁判一致性之需求？或其

界限何在？此等問題對於共同訴訟制度之規劃，均會產生影

響。不同時代及立法例或學說，可能均有不同之觀察角度。 

貳、共同訴訟之制度緣起、功能及性質 

一、制度緣起 

共同訴訟之發展與其他制度或因素相關聯，例如共同訴

訟與訴之合併之關係為何？數共同訴訟人係成為單一當事人

或仍係數當事人之訴訟關係？共同訴訟之發展亦與意識形態

有關，在自由主義之民事訴訟觀，強調個人自主處分，對於

是否需共同起訴、被訴或應強制共列為原告或被告，亦會有

不同看法。另外，共同訴訟制度與實體法間亦有密切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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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否在實體法上要求數人之權利或義務關係不可分，不

可單獨處分，欠缺一人成為當事人，訴之目的亦無法成就

者，對於共同訴訟之制度內容亦會有所影響。 

在德國，其共同訴訟之發展史可溯及羅馬法，當時對於

主觀訴之合併亦有所了解，但至古典羅馬法時期，未有強制

要求共同起訴或被訴之制度，直至後古典凱薩法乃有將共同

起訴或共同被訴必要化之主觀訴之合併。此時習慣於將對一

人之訴訟之判決效力使及於其他第三人方式解決紛爭。在此

階段之主觀訴之合併，其目的乃為輕易化法之發現之制度，

是否適合於達成此目的，係由執政官裁量
3
。至中古世紀，為

排除法官恣意以保護人民，要求法官應受固定規則拘束，希

藉由嚴格順序原則（ein strenges Reihenfolgeprinzip）以避免

隨時提出主義之問題，乃將訴訟程序切割數階段，如此，主

觀訴之合併之複雜化訴訟關係自不適合於當時義大利法制之

需求，因而當時義大利法乃禁止主觀訴之合併。14、15 世紀

日耳曼法亦移植主觀訴之合併禁止之制度，然為能區辨不合

法之訴之主觀合併與合法之訴訟共同體（共同訴訟體），當時

乃將共同訴訟體視為「道德人」、「訴訟共同體」，亦即，在舊

日耳曼法乃將共同訴訟數人視為單一當事人，因而僅能委任

一共同代理人
4
。 

值得注意者係 19 世紀之德國法發展，此時，就此問題提

出見解之代表人物乃 Gönner、Martin、Planck 等三人。

                                                           

3  Vgl. Mantzouranis, Die notwendige Streitgenossenschaft im Zivilprozess, 2013, 
S. 5 m.w.N. 

4  Vgl. Mantzouranis, a.a.O., S. 6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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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önner 仍如傳統將訴之主觀合併與共同訴訟體予以區辨，並

區分可分之法律關係與不可分之法律關係，可分之法律關

係，各人得就其權利或義務之一部各自起訴或被訴；而如係

不可分者，所有法律關係之利益人應共同起訴或被訴，其乃

真實利益人。氏認為將所有權利或義務參與者一起進入訴

訟，以一訴一判方式解決紛爭，具合目的性。但其不強調以

判決效力之擴張，達到得擴大紛爭解決及避免被告二次被訴

之目的
5
。較特殊者係，Gönner 對於共同訴訟之發生有較為

強度之安排，亦即建議利用強制性 Adcitatio 制度，法院據此

乃得職權通知傳喚尚未進入訴訟之關係人，原告方及被告方

均得利用此一制度通知其他共同權利人或義務人使成為共同

訴訟體，以使訴訟紛爭得終局解決。如受通知人未加入訴

訟，視同其已與共同訴訟人參加訴訟，將受判決效力之拘

束
6
。 

Martin 之見解與 Gönner 之強制性納入成為共同訴訟人之

概念不同，其雖亦區分主觀訴之合併與共同訴訟（體），但乃

重視個人意思自由決定，而認為共同訴訟乃數個別之人，其

有權為追求共同目的而於系爭訴訟充當一造當事人。Martin

強調共同訴訟之形成應考慮意願之因素，應交由共同訴訟人

自己決定是否加入訴訟，於原告方固係如此，即使於被告方

亦同。因被告亦可自行讓步，而使自己不成為共同訴訟人
7
。

                                                           

5  Vgl. Mantzouranis, a.a.O., S. 8 m.w.N. 
6  Vgl. Mantzouranis, a.a.O., S. 8 m.w.N. Gönner 之見解似於近 200 年後仍得在

他國異鄉獲有知音者。有時，今時人之所以為先進思想者，不過是古時某

舊思維片段之復辟而已。 
7  Vgl. Mantzouranis, a.a.O., S. 9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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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為共同訴訟係合夥關係之一種，其中各合夥人之貢獻存

在於所為之訴訟行為中，其目的乃對抗相對人之聯合權利之

伸張，因而係單一之訴訟當事人關係，但仍存在可分個別主

體，因而不須委任同一訴訟代理人。Martin 認為如實體法律

關係可分者，各共同訴訟人得獨立處分其應有部分，得自由

捨棄其該部分權利，適用獨立性原則。如係法律關係不可分

者，各共同訴訟人間之訴訟行為，如具一致性者，固無問

題；但若相互牴觸，則法官應決定何者對全體最有利，不應

因個別共同訴訟人之不利行為而影響其他共同訴訟人之利

益。其理論主張共同訴訟乃當事人單一，而非人之單一，並

認為共同訴訟人乃個別主體，而非法人
8
。 

Planck 則不區分訴之主觀合併及共同訴訟，實際上，

1841 年 Linde 即認為共同訴訟乃主觀訴之合併之其中一種，

而 Planck 進一步認為區分此二者並無必要，而將二者視為同

一法律制度。依其見解，共同訴訟乃為縮短程序，係為節省

費用、勞力及時間，尤其係證據調查及言詞辯論僅需利用一

次程序之目的。其主觀訴之合併之目的乃為訴訟經濟，但並

不強制要求當事人以共同訴訟行之。但 Planck 主張共同訴訟

人間，除少數例外，原則上乃適用獨立性原則，即使不可分

之法律關係亦同。亦即在不可分之法律關係，雖實體法上個

人不能自由處分其權利，但在程序上，其各自對其涉及事項

有自由處分之權利，其自己對其不可分法律關係部分之主觀

權限予以認諾係其自由。 

                                                           

8  Vgl. Mantzouranis, a.a.O., S. 11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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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 19 世紀學者之見解，對於帝國民事訴訟法立法者亦

發生啟迪之作用，尤其 Planck 及 Martin 之見解，對於共同訴

訟之形成，認為原則上依當事人意思，僅例外由法院或依法

將事件結合於一程序審理，例如為求同時間審理及裁判而由

法院命令將數不同當事人事件合併審理及裁判者（第 138 條

CPO＝第 147 條 ZPO）或當事人死亡而由數繼承人承受訴訟

者。否則以當事人自主為優先，而不採 Gönner 之強制性納為

當事人之見解。在普通共同訴訟乃採 Planck 之見解，第 58

條 CPO＝第 61 條 ZPO 中規定如民法或本法未有其他不同規

定者，共同訴訟人一人之行為，無論有利或不利之行為，其

效力不及於其他人。亦即共同訴訟人獨立性原則。但即使在

普通共同訴訟，其蘊含得透過傳喚全體當事人到庭攻防，而

對結合之程序或同種類爭點為一致性判斷。而共同訴訟人一

人之行為，亦成為法院自由心證審酌之資料，乃得對其他共

同訴訟人之爭點認定造成間接影響
9
。如共同訴訟人一人提出

某一事實，而其他共同訴訟人不反對，亦得為有利於其他共

同訴訟人之認定基礎。如共同訴訟人一人為自認，雖效力不

及其他共同訴訟人，但卻可做為間接事實充當法院自由心證

評價，即可能作成與自認一致性之認定，而使裁判不致矛

盾
10
。至於必要共同訴訟則規定在第 59 條 CPO＝第 62 條

ZPO，如所有共同訴訟人對爭訟之法律關係，僅得一致性認

定或基於其他理由共同訴訟乃屬必要者，則若僅部分共同訴

訟人遲誤期日或期間者，遲誤之共同訴訟人視為被未遲誤共

                                                           

9  Vgl. Mantzouranis, a.a.O., S. 15 m.w.N. 
10  Vgl. Mantzouranis, a.a.O., S. 16 m.w.N 



 

 

 

 

 

 

 

 

 

 

共同訴訟之問題提示 

009 

同訴訟人所代理（代表）。在此，並不採 Planck 之獨立說，

而類似於 Martin 之見解，使共同訴訟人之有利行為效力及於

其他共同訴訟人。立法者修正 Planck 之理論，認為必要共同

訴訟係普通共同訴訟之特別擴建，乃屬於訴訟之複數。前開

第 62 條 ZPO 乃對於第 61 條 ZPO 之獨立性原則加以修正
11
。 

在帝國民事訴訟法制定前，統一民法典尚未制定，普魯

士法乃認公同共有屬於不可分而應共同起訴或被訴，否則得

為訴訟妨礙抗辯，此法狀態乃與羅馬法上將法律關係不可分

視為極端例外，而在訴訟上以判決效力擴張或 Kaution 或

condemnatio pecuniaria 等方式解決共同訴訟之需要性問題，

有所不同。另在當時原對於訴權之理解，認為其具有實體法

及程序法之性質，乃將訴權做為實體權存在之條件，無訴權

即無實體權。Windscheid 之學說乃將實體權請求與訴權作區

隔。於制定民事訴訟法時，仍深受實體法之制約，訴訟標的

亦以實體法請求權作為訴訟標的。而民事訴訟法制定後之必

要共同訴訟之規定，其想像亦係自實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之不

可分及基於其他理由而需共同訴訟者，例如財產團體之單一

性，公同共有即為一例
12
。 

二、功能 

一般而言，共同訴訟之功能，包括「實體法」及「訴訟

法」上之層次。共同訴訟在實體法上乃得藉以貫徹權利義務

                                                           

11  Vgl. Mantzouranis, a.a.O., S. 17 m.w.N. 如此理解，亦難怪我國有認為我國

民事訴訟法第 53 條之規定係普通共同訴訟之要件者。 
12  Vgl. Mantzouranis, a.a.O., S. 25 ff.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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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或履行不可分之實體法價值決定；而在訴訟法上乃具有

「避免審理重複」及「防止裁判矛盾」二功能
13
，並有「統

一解決紛爭」或「訴訟經濟」之意義存在。共同訴訟之性質

乃訴之合併，各主觀合併亦可能同時為客觀合併
14
。 

在學說發展上，對此有不同觀察角度之發展，早期有提

出必要共同訴訟乃為缺席共同訴訟人之保護，以避免缺席裁

判，亦即保護理論，但較少獲得回響。另有提出合一確定

（einheitliche Feststellung，合一確認）之邏輯上必要性者，

此功能係著重在一致性裁判以避免裁判矛盾，其觀點乃認為

邏輯上難以想像在相同事項，得對於二相反陳述，均認為

真。邏輯上合一確定適用於訴訟目的包括對於事實法律狀態

加以確認，其在此情形亦為法律上必要性者。學者認為民事

訴訟法追求實質真實，同時亦應維持客觀法，Hassold 乃認為

不應承認毫無節制之當事人自主，即使自認、捨棄或認諾亦

應符合訴訟外之實際上法律狀態。如共同訴訟人一人自認，

其他共同訴訟人爭執，該自認即喪失真實之蓋然性
15
。另一

致性裁判之法律上必要性則有不少學者主張：Schwab 認為邏

輯上必要性與法律上必要性一般乃呈現一致性，至於法律上

必要性之原因則規定在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62 條。然而，對於

主債務人及保證人做不同之裁判，如保證人為認諾，法院判

決保證人敗訴，但同時判決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訴敗訴駁

回，是否因訴訟上給予當事人自認、捨棄及認諾之行為較大

                                                           

13  Pohlmann, a.a.O., 2014, Rdnr. 741. 
14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7. Aufl., 2010, S. 244. 
15  Vgl. Mantzouranis, a.a.O., S. 36 f.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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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而得認為不違反法律上或邏輯上必要性？似仍值得質

疑。另 Blomeyer 認為共同繼承人及共有人之共同請求，其認

為此訴訟標的乃一共同權利，具不可分性，共同起訴時，訴

訟標的成為單一化，共同訴訟人所請求者乃相同給付或確

認，如同單一所有人一般，對被告而言對個別共同訴訟人取

得勝訴之實益亦不大，因而為一致性裁判具其必要性
16
。 

在何種情形得提起共同訴訟，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53 條規

定：「二人以上於下列各款情形，得為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

或一同被訴： 

一、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為其所共同者。 

二、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本於同一之事實上及法

律上原因者。 

三、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係同種類，而本於事實

上及法律上同種類之原因者。但以被告之住所在同

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或有第四條至第十九條所定之

共同管轄法院者為限。」 

其中第三款「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係同種類，而

本於事實上及法律上同種類之原因者。」因主體間於權利義

務關聯性及訴訟資料共通性之程度較低，為免對於非同一管

轄區域之被告造成接近法院之障礙之不公平，因而對此類型

另設共同審判籍之要件。 

對於共同訴訟之程序法上功能，原本可能有不同想像，

                                                           

16  Vgl. Mantzouranis, a.a.O., S. 45 ff. m.w.N. 對 Schwab 及Blomeyer 見解提出

質疑，並以合法聽審觀點切入理解者，亦即第 62 條對於積極共同訴訟

人，有保護其聽審權之意義，Mantzouranis, a.a.O., S. 50 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