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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是否承認法院負有闡明義務，各國民事訴訟法設有不同之規定。

美國民事訴訟規則僅於所謂當事人對抗制度（the adversary system）之

下，承認法官得行使闡明權，但其並不負有相當於德國民事訴訟法上之

闡明義務。美國於公元 2000 年修正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雖更加強化法官

事件管理（the case management）之重要性，但仍未承認法官負有闡明義

務，就法官是否行使闡明權，委由其自由決定
1
。欠缺法官闡明義務之美

國法制，雖節省法官之勞力、時間與費用，但卻無法補充處分權主義與

辯論主義之不足，確保當事人之主觀權利，亦無法充分防止突襲性裁

判，保障當事人之聽審請求權，達到整體訴訟促進之效果。觀諸大陸法

系國家大都承認法官負有闡明義務。德國自公元 1877 年制定民事訴訟法

時，即採取法官應為闡明之立法（第 130 條），至今仍未改變2
。現行德

國民事訴訟法第 139 條關於法院闡明義務之規定3
，學說上認為係保障當

事人權利之大憲章，其為法院訴訟上應盡之義務，並非任由其決定是否

行使之闡明權，擔負保障當事人主觀權利與聽審請求權之任務，倘若法

院未履行法定之闡明義務，當事人得循上訴審訴訟程序救濟
4
。 

我國民事訴訟法亦採取法院應為闡明之立法，認為法院之闡明乃保

障當事人權利必要之法定義務。惟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為何，法院何以

須負闡明義務，於德國與我國學說上皆存有不同之見解。尤其德國公元

                                                      
1 公元 2000 年修法時，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於Rule 26(2)(B)增加法官於discovery或

disclosure程序中之管理權限，參照James ＆ C. Hazard, Civil Procedure, p. 7 (2001).  
2 Stein, Civilprozeßordnung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 130 I; Schmidt, Lehrbuch des 

Deutschen Zivilprozessrechts, S. 425; BT-Drucks. 14/4722, S. 77. 
3 公元 2001 年德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時，刪除「審判長」之用語，將其改為「法院」，

強調闡明義務不僅係審判長之義務，而係法院之義務，參照BT-Drucks. 14/3750, S. 
53. 

4 Baumbach/Lauterbach/Hartmann, § 139 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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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新法修正後，修法者是否試圖透過修正法院闡明義務之規定，藉

此以變更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以及於新法修正後是否應承認新的闡明

義務目的，凡此皆有深入研究之價值。闡明義務之目的能否達成，尚有

賴闡明義務各功能之發揮與結合。德國公元 2001 年民事訴訟法修正後，

是否應承認新的功能存在，各功能之間的關聯性如何，皆存有疑問。關

於法官闡明義務範圍是否具有一定之界限
5
，於德國學說上就法官之非偏

頗 性 要 求 （ Unparteilichkeitsgebot ） 與 所 謂 當 事 人 提 出 原 則

（Beibringungsgrundsatz），得否作為法官闡明義務之界限抑或其範圍之

界限，於公元 2001 年德國民事訴訟法修正後仍存有爭論，故亦有於本書

探討之必要。本書之研究即在於使法院闡明之義務目的及功能體系明確

化與完整化，以使當事人權利獲得充分保障，同時明確化法官闡明義務

範圍之界限，使法官恪守非偏頗性之要求、處分權主義與當事人提出原

則。 

貳、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 

於德國學說上大皆認為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在於保障當事人之主

觀權利，補充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不足，防止法觀點與事實觀點方

面之突襲性裁判，以及訴訟資料之集中化
6
。就聽審請求權是否為法院闡

明義務之目的，於學說上則存有爭論
7
。於公元 2001 年民事訴訟法修法

後，有認為應承認新的闡明義務目的，亦即提升當事人接受判決之意願

                                                      
5 於論述闡明義務之界限或範圍界限時，著重個別法官應遵守之闡明界限，因依情形

可構成聲請個別法官迴避之事由。 
6 Stein/Jonas/Leipold, 22. Aufl., §§ 128-252. ; Rensen, Die richterliche Hinweispflicht, S. 

134 ff., 138 ff.; Ventsch, Die materielle Prozessleitung nach der Reform der 
Zivilprozessordnung, S. 77; Koch, Die richterliche Prozessförderungspflicht nach dem ZPO-
Reformgesetz, S. 32.  

7 Rensen, Die richterliche Hinweispflicht, S. 136 ff.; Laumen, Das Rechtsgespräch im 
Zivilprozeß, S.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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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求
8
。茲將上述之目的分別論述如下。 

一、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補充及突襲性裁判之防止 

我國學說上有認為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係為了防止發生突襲性裁

判（含：發現真實、促進訴訟及適用法律之突襲），法院應適時將其心證

及適用法律之判斷、評價，披露、開示於當事人，使其預知如何充分為

攻擊防禦之事。闡明權之行使既非自我的目的，亦不宜侷限於一味保護

系爭實體利益或謀求當事人間之平等，而應指向於防止發生突襲性裁

判，平衡兼顧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
9
。另有主張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在

於達成正確與公平之裁判。民事訴訟原則上採用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

義，法院闡明之目的即在於補救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缺點。基於處

分權主義之要求，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法院不能判決。然於實際訴訟

中當事人表明之聲明可能不貼切，此時法院直接判該當事人敗訴，對其

極為不公平。該當事人並非實體法上無權利，只係因其欠缺訴訟經驗或

法律知識始提出不妥當之聲明。此種情形，法院應闡明使當事人有為正

確聲明之機會。根據辯論主義，判決基礎之事實關係的解明，主要為當

事人之責任。惟當事人並非皆有能力為完全無缺之主張、舉證，若有不

完足時，法院固可依主張責任、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判決，倘若如此將

使本可勝訴之當事人，只因缺乏訴訟經驗或法律修養，而遭致敗訴，不

符公正裁判之理想，故應透過法官闡明權之行使，以補充當事人能力之

不足
10
。 

                                                      
8 Koch, Die richterliche Prozessförderungspflicht nach dem ZPO-Reformgesetz, S. 32; 

Ventsch, Die materielle Prozessleitung nach der Reform der Zivilprozessordnung, S. 77.  
9 邱聯恭，民事訴訟法修正後之程序法學，收錄於：程序利益保護論，2005 年 4 月，

頁 186；邱聯恭，民事訴訟法第 39 次研討會之發言，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四），2001 年 6 月，頁 198。 
10 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上），2009 年 7 月，頁 442 以下；姚瑞光，民事訴訟法

論，2004 年 2 月，頁 29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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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本書認為，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不僅在防止因法院依職權認

定事實觀點與法觀點而造成之突襲性裁判，保障當事人之聽審請求權，

尚包括補充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不足，保障當事人之主觀權利，此

乃德國通說所採取之見解
11
。茲將其理由論述如下： 

（一）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補充與當事人主觀權利之保障 

唯有法院將當事人「未提出」之聲明或事實主張「採為裁判之基

礎」之情形，始發生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方面之突襲性裁判。若當事

人未提出之聲明或事實主張，法官「未將其採為裁判基礎」，即不發生所

謂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方面之突襲性裁判。當事人於實際訴訟中因能

力不足而未提出有助於事件解決之聲明，根據處分權主義，法院不得將

符合事件之聲明採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因能力不足而未提出明瞭或完

全之事實主張，根據辯論主義，法院亦不得將明瞭或完全之事實採為裁

判之基礎，原則上法院不會將此等聲明或主張採為裁判之基礎。此等情

形原則上不會發生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方面之突襲性裁判，法院無須

再為防止突襲性裁判盡闡明義務。倘若當事人主張之聲明、事實或證據

意旨不明瞭時，法院亦甚難去判斷其主張之真意，一般而言亦不會造成

突襲性裁判。此等情形法院闡明之目的，主要在補救處分權主義與辯論

主義的缺點，達成正確性之裁判，保障當事人之主觀權利。 

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的缺點，在於其並未顧慮當事人可能於實際

訴訟中提出不符合廣義訴訟目的之聲明、不完全之事實與證據，或未顧

慮其可能因忽略法觀點或事實觀點而導致提出不符合廣義訴訟目的之聲

明、不完全之事實與證據，若認為此等情形法院不須積極輔助當事人，

形式適用存在於處分權主義或辯論主義之當事人自己責任原則，將使實

                                                      
11 Stein/Jonas/Leipold, 22. Aufl., § 139 Rn. 1; Rensen, Die richterliche Hinweispflicht, S. 

134 ff., 138 ff.; Musielak, Grundkurs ZPO, R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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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法上應享有權利之當事人變為無權利之人，造成不公平之現象。為補

救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此方面之不足，保障當事人實體法上之主觀權

利，必須承認法院於此等情形負有闡明義務
12
。於實際訴訟中，律師亦可

能提出不符合訴訟事件之聲明、不完全之事實與證據，導致當事人權利

受損，為保障當事人之主觀權利，法院亦應透過闡明義務補充律師於主

張方面之不足。不論於當事人訴訟或律師訴訟，皆有闡明義務之適用，

且其範圍一致
13
。法院之闡明義務，可補充律師或當事人能力之不足，確

保當事人間之武器平等，其為保障當事人主觀權利達成民事訴訟目的不

可或缺之手段
14
。 

另有學者強調，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在於防止發現真實與促進訴

訟之突襲，若可認為不以某主要事實作為判決之基礎，將不足以保護實

體利益或程序利益，而難免使當事人遭受發現真實或促進訴訟的突襲，

為保護該等利益，應由法院為必要之闡明以防止該類突襲。就當事人未

主張之主要事實，經法院於程序上予以預告而不致對當事人造成突襲

者，除非兩造均不表意主張，法院亦得將其採為裁判之基礎
15
。但於辯論

主義之領域，法院闡明義務之主要目的，在於補充辯論主義之不足，並

非在透過防止突襲性裁判之概念，將法院闡明義務範圍不當地擴大，甚

而透過所謂防止突襲之闡明義務替代或排除該等原則。倘若認為當事人

獲得一其無法預見且與實體法狀況不一致之判決即為突襲性裁判，則有

不當擴大法院闡明義務之危險。申言之，將因而導致法院須就可能性之

                                                      
12 Jauernig, Zivilprozessrecht, § 25 VII. 
13 Vollkommer, Die Stellung des Anwalts, S. 52; Rensen, Die richterliche Hinweispflicht, S. 

156.  
14 Schilken, Zivilprozessrecht, Rn. 354. 
15 邱聯恭，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之新容貌及機能演變─著重於評析其如何受最近

立法走向影響及相關理論背景，收錄於：程序選擇權論，2000 年 9 月，頁 109；許

士宦，民事訴訟法修正後審判實務上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新發展，收錄於：集

中審理與審理原則，2009 年 4 月，頁 88；沈冠伶，論新民事訴訟法中法官之闡明

義務與當事人之事案解明義務，收錄於：民事證據法與武器平等原則，2007 年 10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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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時效抗辯闡明，使當事人有提出消滅時效抗辯之機會，藉此以避免

判決結果與實體法狀況的不一致，但民事訴訟法基本上採取所謂提出原

則（Beibringungsgrundsatz），當事人未主張之新事實，法院不得採為裁

判之基礎，亦不負闡明義務，當事人於此範圍應自負責任。法院之闡明

義務僅為提出原則之補充，其無法替代或架空此原則，民事訴訟於財產

訴訟事件並非採取所謂之協同主義（Kooperationsmaxime）16
。即使法院

就此等新事實未為闡明，負主張責任之當事人因而敗訴，此並不構成法

律上意義之突襲性裁判，此乃適用當事人自己責任原則之結果。 

（二）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補充及其突襲性裁判之防止 

倘法院於實際訴訟上誤認當事人之主張已明瞭或完全，將當事人未

提出之聲明或主張採為裁判之基礎，即構成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方面

之突襲性裁判
17
，違反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要求，同時違反法院闡明

義務之要求。此種情形法院闡明之目的有二：一為防止處分權主義與辯

論主義方面之突襲性裁判。二為補充當事人於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方

面主張能力之不足。 

（三）法觀點與事實觀點突襲性裁判之防止 

法院闡明義務之目的不僅在補充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不足，亦

在防止法觀點或事實觀點之突襲性裁判。辯論主義之適用範圍，僅及於

當事人提出之裁判基礎事實與證據，不及於法官所適用之法律及其所從

事之事實與證據評價。根據法院知法原則（iura novit curia）與自由心證

                                                      
16 關於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論爭，參劉明生，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研究─以德

國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 122 期，2011 年 8 月，頁 50 以下。 
17 就此種防止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方面之突襲性裁判闡明義務型態，參照邱聯恭，

民事訴訟法第 39 次研討會之發言，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四），2001 年 6
月，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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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法之適用、事實與證據評價為法院之職權與責任，不受當事人法

律上陳述、事實與證據評價之拘束
18
。而法官知法原則與自由心證主義，

並非意味法院僅處於消極之地位，不須就當事人忽略或認為不重要之法

觀點或事實觀點闡明。法之適用與事實認定乃法院之職權與責任，其可

能依職權將某項法觀點或事實觀點採為裁判之基礎，於訴訟程序中變更

其先前所採之法律見解或關於事實與證據之評價，以致當事人無法預見

此等觀點，未就此等觀點表達意見，而造成所謂之突襲性裁判。當事人

亦可能因自己法律知識不足，而誤以為其所提出之觀點為重要觀點，或

甚至不具提出法觀點的能力，倘若法院未將此等觀點闡明，逕將其採為

裁判之基礎，即造成突襲性裁判
19
。當事人乃訴訟程序之主體，享有聽審

請求權，就影響訴訟勝敗之重要法觀點與事實觀點，於判決前應賦予其

表達意見之機會。為防止因法院法之適用與事實認定而造成之突襲性裁

判，以及保障當事人之聽審請求權，法院應就當事人忽略或誤認之重要

法觀點與事實觀點闡明，賦予當事人就此等觀點表達意見之機會，聽其

陳述並於判決中考量其意見。此即所謂法律上以當事人陳述權為核心、

透 過 法 院 積 極 闡 明 義 務 保 障 之 憲 法 上 聽 審 請 求 權 （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 Anspruch der Parteien auf rechtliches Gehör）20
。德國

民事訴訟法第 139 條第 2 項新增法院應闡明提示之用語，強調法院積極

闡明義務為保障憲法上聽審請求權必要之要素
21
。 

（四）上述各目的間之關聯性 

公元 2001年修正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139條第 1項第 1句規定：

「如屬必要，法院應與當事人自事實與法律面討論實體關係與訟爭關係

                                                      
18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8. Aufl., § 77 Rn. 10. 
19 Laumen, Das Rechtsgespräch im Zivilprozeß, S. 250, 257. 
20 Maunz/Dürig/Schmidt-Aßmann , Art. 103 Abs. 1 Rn. 69.  
21 BT-Drucks. 14/4722, S.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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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問題。」同條項第 2 句規定：「法院應使當事人就所有重要事實為

完整與適時之陳述，尤其就已提出事實之不足陳述為補充，聲明證據，

及提出有助於事件解決之聲明。」第 139 條第 2 項規定：「就一造當事人

明顯忽略之觀點或認為不重要之觀點，若其非與附屬性請求相關，法院

僅於指出此觀點並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後，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前句之規定，亦適用於法院異於兩造當事人判斷之觀點。」德國民事訴

訟法第 139 條第 1 項第 2 句闡明義務之目的與同條第 2 項闡明義務之目

的，並非相對立或矛盾，二者可相互補充，突襲性裁判之防止有助於保

障當事人之主觀權利，保障當事人主觀權利亦有助於防止突襲性裁判。

法院之法觀點與事實觀點，於實際訴訟中往往可作為辯論主義與處分權

主義確實發揮功能之前提要件
22
，當事人無法清楚預見法官之法律見解、

事實與證據之評價，其亦常常無法提出符合訴訟事件之聲明，完整之事

實以及充分之證據。因此，法院不僅須闡明當事人忽略或誤認之法觀

點、事實觀點與其性質難以界定之觀點，且須闡明因忽略此等觀點而導

致之聲明、事實與證據補充之必要性。此等觀點的變更往往導致當事人

有變更或補充其主張的必要性。防止特定觀點突襲性裁判之闡明義務，

可使當事人聲明、事實與證據主張明確化與完整化，且有助於此方面闡

明義務之履行
23
。另一方面，當事人亦可能提出不符合訴訟事件之聲明或

提出不充分之事實與證據，因而導致其忽略某特定重要之法觀點或事實

觀點。當事人所為之訴之聲明、事實與證據主張亦會影響法院於法律與

事實方面之判斷，並提供其判斷之基礎。當前者改變時，後者亦隨之變

更。法官關於聲明、事實與證據不足之闡明義務，亦有助於法觀點與事

實觀點方面突襲性裁判之防止。 

                                                      
22 Laumen, Das Rechtsgespräch im Zivilprozeß, S. 270. 
23 Laumen, Das Rechtsgespräch im Zivilprozeß, S. 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