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地政講堂系列
從地政訴訟類型─談確認經界之訴、
訴訟繫屬註記、損害賠償及假處分等

實務問題

講師：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黃明發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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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演講大綱

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

不動產經界訴訟

不動產假處分

不動產訴訟繫屬登記

與地政相關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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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基本概念：法規範

一個人 ：不需要

兩個人 ：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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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一群人：規約、協議等

形成國家：法規範

法規範是以國家武力做
後盾，具有強制力的人
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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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台灣法規範輪廓：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人民

行
政
法

刑
事
法

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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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人民 人民

民事法

指人民與人民間的關係，諸如契
約關係、物權關係、侵權行為、
親屬繼承關係....等等。



7

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刑
事
法

指國家對人民課予刑罰的關係，所針對
的是國家對人民課予刑罰的規範，這類
規範我們歸類為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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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行
政
法

規範國家、政府機關
的行政與人民之間的
關係，這個關係有人
稱之為行政法律關係。

行政：國家機關立法及司法以外的活動，譬如
人民申請辦理地政登記，地政機關要不要受理、
受理後怎麼辦理，這就是地政機關的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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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憲法位階

憲 法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人民

行
政
法

刑
事
法民事法

憲法是最上位的規範，所有的法規範，必
需在憲法的大傘下，才具有正當性，才能
承認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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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國家、政府機關解決爭議方法

10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人民

刑
事
法

民事法

行
政
法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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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程序法與實體法

11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人民

刑
事
法

民事法

行
政
法 法院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程序法：以規定法院審理裁判爭議程序為內
容。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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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程序法與實體法

12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人民

刑
事
法

民事法

行
政
法 法院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實體法：實體法指的是在規定權利義務的內
容。民事法、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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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公法、私法

13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人民

刑
事
法

民事法

行
政
法 法院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只要和國家或政府機關有聯結的，
就是公法，沒有聯結的就是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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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私法上「權利」：

國家、政府機關（統治團體）

人民 人民

行
政
法

刑
事
法

民事法

權利之意義：得享受特定利益並請求
國家保護的法律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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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分類：從內容分：

財產權

非財產權

債權

物權

準物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身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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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分類：從內容分：

財產權

非財
產權

債權
物權

準物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身分權

財產權，是指具有財產上價值，經濟上
可以用金錢衡量它的價值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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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分類：從內容分：

財產權

非財
產權

債權
物權

準物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身分權

非財產權：不具有財產價值，經濟上不能用
金錢來衡量它的價值的權利。例如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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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分類：從內容分：

財產權

非財
產權

債權
物權

準物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身分權

指的是特定人對特定人得請求為特定給付的權
利，例如買賣契約買受人對出賣人有請求交付
並移轉買賣物所有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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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債權發生原因：

 1.契約：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民

法第153條）

 2.無因管理：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

他人管理事務（民法第172條）

 3.不當得利：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他人受損害（民法第1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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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債權發生原因：

 4.侵權行為：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

 5.其他：例如因相鄰關係發生之負擔（民法

第776條以下支付償金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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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債之關係：
是從債權的意義延伸出來，也就
是指債權人得對債務人請求特定
給付之法律關係。

債之相對性原則：
指債權人只能對債務人請求為給
付，不能向債務人以外的人請求
給付。

債之本旨：
債之內容。請求給付僅限於請求依
債之本旨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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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分類：從內容分：

財產權

非財
產權

債權
物權

準物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身分權

物權：指的是直接支配特定物，享受它的利益，
並且可以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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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分類：從內容分：

財產權

非財
產權

債權
物權

準物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身分權

物權發生原因：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
創設（民法第75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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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物權種類：

 1.完全物權：對物權客體永久、全面支配之

權利所有權

 2.定限物權：

用益物權：以支配物的使用、收益價值為

內容。地上權、不動產役權、典權

擔保物權：以支配物之交換價值為內容。

抵押權、質權、留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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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分類：從內容分：

財產權

非財
產權

債權
物權

準物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身分權

非財產權：不具有財產價值，經濟上不能用金
錢來衡量它的價值的權利。例如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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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非財產權：

人格權：基於人之存在價值與尊嚴而
發生的權利，例如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其他人格法益。

身分權：基於特定身分而發生之權利，
例如親權、配偶權及繼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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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派下權（祭祀公業）：

財產權

非財
產權

債權
物權

準物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身分權

兼具財產權與非財產權性質：派下權



28

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從作用力區分：
請求權：要求他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的權利

抗辯權：拒絕他人請求的權利

形成權：依自己一方的意思，即可使法律效果
直接發生的權利

支配權：直接支配享用權利客體的權利

代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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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請求權：
請求權：要求他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的權利。

財產上請求權 債權請求權

物權請求權

身分上請求權 純粹身分請求權

身分上財產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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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抗辯權：
抗辯權：拒絕他人請求的權利

永久性抗辯權 時效抗辯

對因侵權行為取得債
權者之拒絕履行權

一時性抗辯權 同時履行抗辯權

不安抗辯權

先訴抗辯權



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形成權：
形成權：依自己一方的意思，即可使法律效果直
接發生的權利

解除權

終止權

撤銷權

抵銷權

減少價金請求權

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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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抗辯權：
抗辯權：拒絕他人請求的權利

永久性抗辯權 時效抗辯

對因侵權行為取得債
權者之拒絕履行權

一時性抗辯權 同時履行抗辯權

不安抗辯權

先訴抗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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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支配權：
請求權：要求他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的權利

抗辯權：拒絕他人請求的權利

形成權：依自己一方的意思，即可使法律效果
直接發生的權利

支配權：直接支配享用權利客體的權利

代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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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代位權：

請求權：要求他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的權利

抗辯權：拒絕他人請求的權利

形成權：依自己一方的意思，即可使法律效果
直接發生的權利

支配權：直接支配享用權利客體的權利

代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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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主體：

法人：非自然人，而由法律創設得為權
利義務主體之組織

種類
財團法人：限於公益法人

自然人：有血有肉的人

社團法人：營利、公益皆可，例如
公司、政黨履行抗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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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
權利能力：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資格。

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胎兒以將來活產為條件，關於享受
利益，視為既已出生。
外國人於法令限制內，有權利能力。

能力

行為能力：能獨立為有效法律行為、準法律行
為的能力。

完全行為能力：成年人、未成年人已有效結婚

限制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未成年未結婚

無行為能力：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受監護宣
告人（受輔助宣告者有完全行為能力，只是為
特定法律行為的效力與限制行為能力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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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客體：

債權之客體：給付 作為

不作為

物權之客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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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客體：

債權之客體：給付 作為

不作為

物權之客體：物

物之意義：人之身體以外，凡可為人類排他的
支配之對象，且獨立滿足人類社會生活之需要
者，不論有無形體，皆為法律上之物。

物與成分不同，成分非物權客體。



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客體：

債權之客體：給付 作為

不作為

物權之客體：物

不動產：土地及其定著物

不動產以外之物作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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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概念與法律規範體系貳

權利變動： ┌當事人
┌法律行為┌成立要件： ├標的
│        │           └意思表示
│        │           
│        │           ┌當事人有完全行為能力
│        └生效要件： │標的可能、適法、特定
│                     └意思表示健全無瑕疵
│        ┌意定代理（被代理的法律行為依法需書面，代理權
│        │          授與也要書面）。
│    代理│        ┌單獨代理
│        │法定代理│  
│        │        └共同代理
│        └複代理
│
│    效力┌有效
│        │無效
│        │有效得撤銷
│        └效力未定
│
│一定時間之經過┌期日、期間
│              └消滅時效
│法律事實
└法律現象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權利如何保全：
一、實體法：撤銷訴權、代位權

二、民事訴訟法：

假扣押：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
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
前項聲請，就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亦得為之。

假處分：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
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
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

定暫時狀態處分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權利如何確定：
起訴

仲裁

調解

簡易程序

通常程序

起訴是為確定私權，最終的結果最多是權利義
務確定，無法單憑起訴獲得實現。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權利如何實現：
 

                    ┌給付判決：聲請強制執行 

    ┌依判決種類而定│確認判決：判決確定直接發生確定效力 

    │              └形成判決：判決確定直接變動權利 

    │ 

    └聲請強制執行┌提出聲請狀 

                  │提出執行名義 

                  │指定執行標的物 

                  │繳納執行費 

                  └依執行法院通知辦理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民事訴訟概說：
  

┌通常訴訟程序 

    訴訟程序種類│簡易程序 

                └小額訴訟程序           

 

            ┌給付之訴 

    訴之種類│確認之訴 

            └形成之訴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起訴方法：

 

                              ┌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書寫起訴狀┌應記載事項  │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 

    │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          │             

    │          └宜記載事項┌定法院管轄之必要事項 

    │                      └定適用通常程序或簡易程序之必要 

    │                        事項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起訴方法(續)：

    │ 

    │向管轄法院提出 

    │管轄┌以原就被原則 

    │    │普通審判籍 

    │    └特別審判籍 

    │   

    │繳納裁判費 

    │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論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起訴可以合併，起訴後可以追加
變更：

 

    ┌起訴時之合併起訴 

    └起訴後┌變更 

            └追加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法院審理及裁判：

 

              ┌審判權 

    ┌合法要件│管轄權 

    │        │當事人能力 

審理│        │訴訟能力及法定代理權 

    │        │訴訟代理權 

    │        │起訴程式 

    │        │重複起訴 

    │        └一事不再理 

    │ 

    │權利保護要件┌當事人適格 

    │利保護要件  │ 

    │            └保護必要性 

    │實體法上權 

    └利保護要件：權利存在或不存在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法院審理及裁判：

    ┌裁定駁回 

裁判│    ┌原告全部勝訴 

    └判決│原告全部敗訴 

          └原告一部勝敗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對法院裁判的救濟： 

    ┌上訴：對判決不服 

方法│ 

    └抗告：對裁定不服 

 

    ┌遵守期間┌裁定 10 日 

    │        └上訴 20 日 

    │                ┌對原審裁定不服之程度 

程式│提出上訴狀，記載│ 

    │                └請求上訴審法院為如何之判決 

    │繳納上訴裁判費 

    │ 

    └參與言詞辯論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裁判的效力：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保全程序：

 

             ┌被保全權利┌金錢債權 

     ┌假扣押│          └得易為金錢之債權 

     │      └保全必要性┌將來不能執行之虞 

     │                  │將來甚難執行之虞 

     │                  └應在國外強制執行 

     │ 

     │      ┌被保全權利：金錢債權以外之請求 

種類 │假處分│             

     │      └保全必要性：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 

     └定暫時狀態處分 

          ┌被保全權利：能以訴訟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 

          │ 

          └保全必要性┌防止發生重大損害 

                      │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相類情況 

                          │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保全程序的聲請： 

                          ┌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提出聲請狀，記載│請求及其原因事實。 

        │                │假扣押之原因。 

        │                └法院。 

        │聲請狀檢附釋明證據，釋明請求及保全必要性 

聲請方法│ 

        │向管轄法院提出 

        │          ┌本案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法院 

        │  管轄法院│ 

        │          └執行標的所在地法院 

        └繳納裁判費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保全程序法院之審理： 

        ┌合法要件 

        │管轄權 

審理事項│書狀應記載事項 

        │被保全權利之釋明 

        │保全必要性之釋明 

        │擔保金 

        │假扣押範圍 

        └假處分方法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法院對保全程序聲請之裁判：
 

┌由司法事務官或法官，以裁定為之 

│ 

│                  ┌定假扣押範圍 

│准許（全部或一部）│定假處分方法 

│                  └定擔保金 

│駁回                 

└移轉管轄（假處分）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對保全程序裁定之救濟：
假扣押：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對保全程序裁定之救濟：
假處分：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民事強制執行概說：

意義：國家機關經債權人聲請，依據執行名義，使用
國家之強制力，強制債務人履行義務，以實現債權人
私權之程序。

訴訟程序目的在確定私權，但因我國禁止自力救濟
（有例外），權利人要實現權利，不可動用私力，必
須透過法院之強制執行程序。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執行名義：
執行名義：（強制執行法第4條）

一、確定之終局判決（限於給付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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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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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名義附有條件、期限或須債權人提供擔保者，於條
件成就、期限屆至或供擔保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
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
付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

（外國法院判決之執行）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執行程序種類：

 

            ┌保全執行程序 

執行程序種類│            ┌本執行 

            └終局執行程序│ 

                          └假執行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法院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

 

        ┌直接執行：保全、換價 

執行方法│ 

        │間接執行：拘提、管收、處怠金 

        │ 

        └代替執行：命第三人代履行，履行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執行標的：
 

        ┌動產 

執行標的│不動產 

        │其他財產權       

        └行為不行為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強制執行之聲請：

 

        ┌提出強制執行聲請狀 

聲請方法│檢附執行名義 

        │向管轄法院民事執行處提出聲請 

        │繳納執行費 

        └查報執行標的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法院辦理方式： 

        ┌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執達員承辦 

        │審查執行聲請狀合法要件 

        │審查管轄權 

        │審查執行名義 

法院辦理│依執行名義所載權利決定執行方法 

        │依債權人指定執行標的物定執行方法 

        │保全執行 

        │換價 

        │分配執行所得 

        └發給債權憑證 



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參

強制執行程序之救濟：

 

        ┌聲明異議：針對執行程序本身違法侵害權利 

救濟方式│債務人異議之訴：目的在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 

        └第三人異議之訴：目的在排除個別執行程序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概說： 

不動產經界訴訟：指不動產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其界線所在之訴

訟 

                  A       C     E 

        ┌────┬───┬──┬────┐ 

        │        │      │    │        │ 

        │        │      │    │        │ 

        │   甲   │      │    │   乙   │ 

        │        │      │    │        │ 

        │        │      │    │        │ 

        │        │      │    │        │ 

        └────┴───┴──┴────┘ 

                  B       D     F 

      甲：界線是 EF連線 

      乙：界線是 AB連線 

      甲或乙起訴請求定甲、乙兩地間之經界線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經界訴訟與確認土地所有權歸
屬訴訟之差別：

    ┌經界訴訟：對土地所有權無爭執，只請求判定界址（實際 

    │          地表線）   

區別│ 

    └確認所有權之訴：請求確認至一定界線上之土地屬於自己 

      或不屬於被告所有之訴訟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起訴方式：
起訴狀（人事物皆虛構） 

 

  原      告  川  普  住台北市文山區萬隆街 8000 號 

  訴訟代理人  歐巴馬  住同上 

  被      告  希拉蕊  住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50000 號 

為提起定經界訴訟事： 

    訴之聲明 

確認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 1000 小段 5000 地號土地與同小段 5001 地 

號土地之經界為附表所示之 EF 連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起訴方式（接上頁）：

    事實及理由 

一、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 1000 小段 5000 地號土地（下稱 5000地號 

    土地）為原告所有，同小段 5001地號土地（下稱 5001 地號土 

    地）為被告所有。兩造土地相鄰，各有興建房屋，多年相安 

    無事，近日被告突指兩造土地經界線如附表所示 AB 連線，原 

    告之房屋占用伊之 5001 地號土地，實則兩造土地經界線係附 

    表所示 EF連線，反是被告房屋占有原告 5000 地號土地。爰訴 

    請定兩造土地之經界。 

二、檢附證物：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起訴方式（接上頁）：

此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原      告  川  普（簽名） 

 

                        訴訟代理人  歐巴馬（簽名）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法院審理：
1.決定適用簡易程序（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2項第 5 款） 

2.審查起訴狀應記載事項是否完備 

3.審查有無管轄權（民事訴訟法第 10條：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4.審查是否繳納裁判費（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以 165 萬元計，應徵裁判費

17,335 元） 

5.審查有無另案繫屬中，有無前已受確定判決情事。 

6.審查兩造當事人有無訴訟能力，訴訟代理人有無委任狀。 

7.審查當事人是否適格 

8.審查有無保護必要 

9.審查權利存在要件 

  法院就不明之處闡明 

  兩造各盡主張責任、舉證責任 

  法院調查證據、勘驗現場、言詞辯論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判斷重點：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年度簡上字第 5號民事裁判 

  相鄰兩土地，其具體界址何在，如有圖地相符之地 

籍圖可稽，固以地籍圖為準，惟地籍圖如不精確，則 

應秉持公平之原則，依下列判斷經界之資料為主，合 

理認定之：（一）鄰接各土地之買賣契約或地圖。 

（二）經界標識之狀況（經界路、經界木、木樁、基 

石、埋炭等）。（三）經界附近占有之沿革（房屋、廚房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判斷重點(接上頁)：

、廁所、自來水管、水溝之位置及系爭土地之利用狀況 

）。（四）登記簿面積與各土地實測面積之差異。另參諸 

外國法例，如德國民法第 920  條之規定意旨，經界之 

訴於經界線不明時，以占有狀態定之，如占有狀態亦不 

明者，系爭地均分之，而依上開方法所定經界，與調查 

之狀況、尤其與土地確定面積不一致者，應斟酌此狀況 

，依適於公平之方法定之。我國雖無類此之規定，惟上 

揭地政機關實施地籍測量之法定參考基準及外國法例， 

均足採為法院確認界址之參考依據。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判決： 

   主文：確認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 1000 小段 5000地號土地與同小段 5001 地 

         號土地之經界為附表所示之 CD 連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註） 

   事實及理由：（略）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判決：

註：確定不動產經界之訴，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法

院審理結果，如認非如原告主張之ＥＦ聯結線，亦

非如被告抗辯之ＡＢ聯結線，而為ＣＤ連結線時，

自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仍應為原告勝訴之判

決，無另為諭知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之必要。訴訟費

用亦應由被告負擔。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不服判決之救濟：

上訴：於 20日內向原審提出上訴狀，記載法定事項 

    因適用簡易程序，故第二審由地方法院民事庭合議 

    審理判決，如不服第二審判決，因訴訟標的價額超 

    過 150 萬元，故得飛躍上訴至最高法院（跳過高等 

    法院）。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判決效力：

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1407 號民事裁判 

   按定不動產界線之訴訟，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 

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其界線所在之訴 

訟而言（本院三十年抗字第一七七號判例參照） 

，性質上屬於形成之訴。原告提起此訴訟時， 

祇須聲明請求定其界線之所在即可， 



不動產經界訴訟肆

判決效力(接上頁)：

無須主張特定之界線。縱原告主張一定之界線不 

能證明，法院仍不能以此駁回其訴。亦即法院本 

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依調查之結果， 

定雙方不動產之經界。另說認為是確認判決 

   ┌確定前：無形成力、無確認效力 

   │ 

   └確定後：發生形成力、確認效力 



不動產假處分伍

概說： 

債權人基於債之發生原因事實，對於債務人得請求移轉不動產所 

有權並交不動產。倘若有相當跡象顯示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即將 

處分不動產，債權人縱使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於獲得勝訴 

判決後得聲請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但因訴訟費時甚長，為使債權 

人對債務人請求移轉並交付不動產的契約上請求權日後可以透過 

強制執行實現權利，法律在一定條件下准許依債權人之聲請，裁 

定禁止債務人處分該不動產。此項禁止處分不動產之裁定，即為 

不動產假處分。 



不動產假處分伍

聲請模擬：

 

聲  請  狀 

 

債  權  人  杜特蒂  住臺北市文山區萬隆街 9000 號 

債  務  人  習近平  住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10000 號 

為聲請假處分事： 

    聲      明 

債權人供擔保後，債務人就其台北市大安區龍泉段 1000 小段 5000 

地號土地，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不動產假處分伍

聲請模擬(接上頁)：

    事實及理由 

一、債權人於民國 105年 1月 1 日與債務人訂立買賣契約，約定由 

    債權人以新臺幣 5億元買受債務人所有，坐落台北市大安區 

    龍泉段 1000小段 5000 地號土地，應於 105 年 2 月 1 日辦理移轉 

    所有權登記並交屋。詎債務人屆期拒不履行債務，近日又 

    擬將上開土地贈與訴外人希拉蕊。為此，債權人即將起訴請 

    求債務人履行債務，惟訴訟耗費時日，倘任由債務人處分上 

    開土地，債權人縱使日後獲得勝訴判決確定，恐無從透過強 

    制執行實現債權。債權人之契約上請求權有日後不能強制執 

    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聲明願供擔保，請准裁定假處分，禁 

    止債務人處分上開土地。 



不動產假處分伍

聲請模擬(接上頁)：

二、檢附釋明兩造有買賣關係存在，及債務人即將處分上開土地 

    之證據。 

    此  致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0  月  28  日 

 

                         債權人  杜特蒂（簽名） 



不動產假處分伍

法院審理： 

1.決定適用何種程序（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1項） 

2.審查聲請狀應記載事項是否完備真實 

3.審查有無管轄權（民事訴訟法第 10條：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4.審查是否繳納裁判費（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以 165 萬元計，應徵裁判費

17,335 元） 

5.審查兩造當事人有無訴訟能力。 

6.審查被保全之權利及其釋明（註） 

7.審查假處分原因及其釋明 

8.酌定擔保金 

（註）釋明：提出證據使法院獲得薄弱心證，信其大概如此 

            民事訴訟法第  284 條  （事實之釋明） 

            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 

            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 

            不在此限。 

      證明：提出證據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確信其主張為真實 



不動產假處分伍

裁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6年度聲字第 90000 號 

債  權  人  杜特蒂  住臺北市文山區萬隆街 9000 號 

債  務  人  習近平  住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10000 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事件，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供擔保新臺幣貳億元後，債務人就其台北市大安區龍泉段 

1000 小段 5000地號土地，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 

切處分行為。 

聲請訴訟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略） 



不動產假處分伍

裁判之送達：只送債權人，於
債權人供擔保而於裁定送達後
30日內聲請強制執行時，假處
分裁定再送達債務人。



不動產假處分伍

不服法院裁判之救濟：抗告、
再抗告（強制律師代理）：



不動產假處分伍

裁判之效力：於送達債權人後，
不待確定，即有執行力：



不動產假處分伍

裁判之實現：債權人須於收受
裁定後30日內依裁定主文向法
院提存所提存擔保金再向執行
法院繳納執行費聲請強制執行



訴訟繫屬登記陸

概說：
104年 7 月 1日修法前： 

第  254 條  （當事人恆定原則） 

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 

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 

前項但書情形，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 

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移轉者，應即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第三人。 

第一項為訴訟標的之權利，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 

於起訴後，受訴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發給已起訴之證明，由當事人持向 

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訴訟終結後，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發給證明，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塗銷該項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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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說：104年 7 月 1日修法後： 

第  254 條  （當事人恆定原則） 

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 

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 

前項但書情形，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 

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移轉者，應即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第三人。 

第一項為訴訟標的之權利，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 

於當事人之起訴合法且非顯無理由時，受訴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發給已 

起訴之證明，由當事人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 

。 

法院於發給已起訴之證明前，得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當事人依已起訴之證明辦理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他造當事人得提出異議。 

對於第五項駁回聲請之裁定及前項異議所為之裁定，均不得聲明不服。 

訴訟終結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發給證明，持向該管登記機 

關請求塗銷該項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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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起訴證明書：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事件已起訴證明書 

本文： 

一、川普於民國 105年 10 月 28日對希拉蕊提起返還不動產之訴， 

    本院業以 105年度訴字第 888888 號受理在案（詳如起訴狀）。 

二、依民事訴訟法 254條第 5項之規定，特此證明。 

 

        此    致 

 

    原告  川普   收執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0  月  2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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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聲請狀（錯誤）：

聲請狀 

聲請人即原告  川普    住台北市文山區萬隆街 80000號 

相對人即被告  希拉蕊  住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888888號 

 為聲請核發起訴證明事： 

    緣聲請人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日與相對人簽訂不動產買賣 

契約，約定相對人向聲請人買受坐落台北市大安區龍泉段 

5000 小段 88888地號土地。聲請人已於 103年 1月 1日移轉買 

賣之土地所有權予相對人，事後相對人拖欠買賣價金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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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聲請狀（錯誤）：

，履經定期催告仍不置理。聲請人遂於 104 年 1 月 1日向相對 

人表示解除上開買賣契約。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相對人應 

將上開土地移轉登記於聲請人名下，以資回復原狀。乃相對 

人仍拒不履行，聲請人已依民法第 259條規定，向鈞院提起 

移轉土地所有權之訴，經鈞院以 104 年度訴字第 9999999 號 

事件審理中。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5項規定，聲請鈞 

院核發起訴證明書，俾聲請人持往地政機關為訴訟繫屬登記。 

    此  致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0  月  28  日 

 

                        聲請人  川普（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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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聲請狀（正確）：

聲請狀 

聲請人即原告  希拉蕊  住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888888 號 

相對人即被告  川普    住台北市文山區萬隆街 80000 號 

 

為聲請核發起訴證明事： 

    緣聲請人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日與相對人簽訂不動產買賣 

契約，約定相對人向聲請人買受坐落台北市大安區龍泉段 

5000 小段 88888地號土地。聲請人已於 103年 1月 1日移轉買 

賣之土地所有權予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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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聲請狀（正確）：
詎事後發現相對人為無行為能 

力人，所為買賣契約無效，與聲請人訂立以移轉上開土地 

所有權為內容之物權契約亦屬無效，聲請人移轉上開土地 

為無效法律行為，上開土地仍屬聲請人所有，惟土地現登記 

於相對人名下，該登記對聲請人之土地所有權圓滿行使有所 

妨害，聲請人已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項中段規定，起訴請求相 

對人塗銷該登記。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5項規定，聲請鈞 

院核發起訴證明書，俾聲請人持往地政機關為訴訟繫屬登記。 

    此  致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0  月  28  日 

 

                        聲請人  希拉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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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查：

1.審查聲請人是否本案訴訟之兩造。 

2.審查本案訴訟起訴是否合法。 

3.審查本案訴訟是否顯無理由。 

4.審查本案訴訟是否以得喪變更需經登記 

之權利為訴訟標的。 

5.通知對造陳述意見，並審查其意見。 

6.准許時立即發給起訴證明。不准許則裁 

定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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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院核發起訴證明如何救濟：

1.聲請人對駁回發給起訴證明之聲請，不得聲明不服。 

2.相對人對於法院發給起訴證明，得提出異議。 

3.法院認為相對人異議有理由，應撤銷起訴證明；認 

為異議無理由，則裁定駁回異議。 

4.相對人對於駁回異議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5.從上可知，發給起訴證明之爭議是一個審級終結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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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塗銷訴訟繫屬登記：

1.聲請前提：必須訴訟終結（訴訟終結定義不明，易滋疑義） 

2.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於訴訟係屬後未辦理註記登記前已移轉於第 

  三人者，登記機關仍可受理該註記登記，並俟訴訟終結後，得 

  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持法院發給之證明文件請求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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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

一、撤銷假處分時債權人之賠償責任： 

(一)賠償原因 

1.假處分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 

  註：所謂自始不當而撤銷，指債務人對於假處分裁定抗告，經 

  抗告法院依命假處分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 

  撤銷之情形。 

2.假處分債權人不依法院裁定限期起訴，經法院撤銷假處分裁定。 

3.債權人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 

4.訴訟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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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二）賠償範圍 

1.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 

  ┌財產上損害：損害填補原則 

  │ 

  └非財產上損害：個案認定 

2.債務人因反供擔保所受損害：通常以法定遲延利息年息 5%計算 

  ，如能證明有其他損害，仍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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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二、登記機關損害賠償責任 

(一) 賠償責任依據：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 

      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二)  機關常見抗辯：國家賠償法第 8 條時效抗辯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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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賠償方法：民法第 213條 

      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 

      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 

      第 1 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 

      以代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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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四)  賠償範圍： 

    1.民法第 216條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 

      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 

      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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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2.民法第 19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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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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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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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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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三、登記人員損害(作業錯誤)  

( 一) 賠償責任依據： 

    1.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3項 

      類型一： 

      公務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不法 

      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機關對該公務員個人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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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類型二： 

      公務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 

      利遭受損害，機關對該公務員個人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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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一) 賠償責任依據： 

 

    2.民法第 186條( 公務員之侵權責任)  

 

      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 

      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 

      ，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 

      其責任。前項情形，如被害人得依法律上之救 

      濟方法，除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失不為之 

      者，公務員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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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二）常見抗辯： 

    1.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2 項 

      機關對公務員個人求償時，自機關支付人民賠償金或回復 

      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2.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 

      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 

      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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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登記機關、登記人員
損害賠償責任(續)：

(三)  賠償方法、賠償範圍：與機關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