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08 司法特考）

10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執行員
科 目：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一、甲因過失與乙發生車禍，經判定甲應對乙支付損害賠償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甲名下有小套
房一間，出租予丙使用，甲於判決後即將該屋贈與不知情之女友丁。問乙得否對於丙及丁主
張判決之既判力？（25 分）
【擬答】
丙為承租人，係自益占有人，乙不得對丙主張丙受判決效力所及：
按民訴法第 401 條第 1 項規定「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
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既判力僅於判決
確定後始及於當事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標的物之人。
題示情形雖未提及判決是否已經確定，然因設問既以「既判力」為述，爰假設本題判決
已確定，合先敘明。
次查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822 號判決「按確定判決就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所生之既
判力，基於「既判力相對性」之原則，原則上僅在訴訟當事人間發生作用，而不能使未
實際參與訴訟程序之第三人受到拘束，以免剝奪該第三人實質上受裁判之權利，及影響
其實體上之利益，避免其因未及參與訴訟程序及享有程序主體權之保障致權益遭受損
害。至確定判決如係以對世權之物權請求權為訴訟標的者，其既判力固可擴張及於受讓
訴訟標的物之第三人（特定繼受人）（本院六十一年台再字第一八六號判例參照），惟
該第三人須為於訴訟繫屬後為該當事人之繼受人（包括一般繼受人及特定繼受人），始
足當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自明；如該第三人之前手有非
訴訟當事人之繼受人者，該第三人即不能認為係訴訟當事人之繼受人，以維護既判力主
觀範圍效力應有之機能（使已參與訴訟程序之當事人及就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有一定利害
關係之第三人間，不得再就同一事項重燃訴訟，以避免裁判前後矛盾並達訴訟經濟之目
的。反之，則仍應使其有利用訴訟程序解決紛爭之機會）。又同條第一項後段所謂為當
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係指專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之利益而占有者（如
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而言，倘僅為占有之機關或占有輔助人或僅為自己之利益而
占有者（如質權人、承租人、借用人），則非既判力所及之人。」意旨，若占有人係為
自己之利益而占有者，如質權人、承租人或借用人，即非民訴法第 401 條第 1 項後段既
判力所及之人。題示情形，乙尚非以對世權之物權請求權為訴訟標的者，該判決之既判
力本不得擴張及於占有人，且丙係承租人，僅為自己之利益而占有，乙不得對丙主張丙
受判決既判力所及。
丁為不知情之繼受人，乙亦不得對丁主張丁受判決效力所及：
按民訴法第 401 條第 1 項規定「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
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既判力僅於判決
確定後始及於當事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標的物之人。
題示情形雖未提及判決是否已經確定，然因設問既以「既判力」為述，爰假設本題判決
已確定，合先敘明。
次查最高法院 96 年台抗字第 47 號民事裁定「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所稱之繼
受人，如其訴訟標的為具對世效力之物權關係者，依法律行為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人，
雖應包括在內。惟該條項規範之目的，並非在創設或變更實體法上規定之權義關係，有
關程序法上規定之「既判力之主觀範圍」本不能與土地法及民法有關實體法上之重要權
義關係規定相左，為確保交易安全，倘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第三人，係信賴不動產登記
或善意取得動產者，因受土地法第四十三條及民法第八百零一條、第八百八十六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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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四十八條規定之保護，其「既判力之主觀範圍」，基於各該實體法上之規定，即例
外不及於該受讓訴訟標的物之善意第三人，否則幾與以既判力剝奪第三人合法取得之權
利無異，亦與民事訴訟保護私權之本旨相悖，此參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特
於第二項規定其民法關於保護由無權利人取得權利之規定準用之，以限制第一項所定既
判力繼受人之主觀範圍自明。」意旨，若受讓訴訟標的物之第三人係不知情之善意第三
人，則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將例外不及於該善意第三人，題示情形，乙尚非以對世權之物
權請求權為訴訟標的者，該判決之既判力本不得擴張及於特定繼受人，且丁係不知情之
第三人，因此乙不得對丁主張丁受判決既判力所及。
二、甲委託乙設計廣告文宣一份，承諾於完成並點交後交付報酬新臺幣壹萬元。乙完成設計交付
給甲後，甲雖確認文宣並同意付款，卻遲遲不完成付款，試問乙得否就甲所積欠之報酬依督
促程序請求法院發支付命令？(15 分)如果甲收到支付命令後未於法定期限內聲明異議，該支
付命令之效力為何？(10 分)
【擬答】
乙得聲請法院發支付命令：
按民事訴訟法第 508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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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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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示情形，甲所積欠之報酬新臺幣壹萬元，係以以給付金錢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故乙
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發支付命令。
未於法定期間 20 日內聲明異議之支付命令，得為執行名義，具有執行力：
按民事訴訟法第 516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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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521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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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
對於支付命令之全部或一部，得於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不附理由向發命令之法院
提出異議，倘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得為執行名義。
題示情形，甲收到支付命令後未於法定期限內聲明異議，該支付命令得為執行名義，具
有執行力，但不具既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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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說明刑事訴訟案件文書「送達」之意義？（2 分）「寄存送達」、「公示送達」以外，請
至少再寫出二種送達之種類？（4 分）「寄存送達」、「公示送達」的意義與制度目的為
何？（10 分）並請說明「寄存送達」、「公示送達」之要件，（4 分）以及如何計算生效期
間與如何認定起算時點、生效時點？（5 分）
【擬答】
送達之意義
指送達機關（司法警察或郵務機關）依法定方式，將應送達之文書交付應受送達之人，方
生該文書於訴訟法上效力。
送達之種類
而依刑事訴訟法（以下同）第 62 條規定，所謂送達之法定方式，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
準用民事訴訟法（以下稱民訴法）之規定，依此， 除題示所列之「公示送達」及「寄存送
達」外，尚有下述之合法送達方式：
本人送達
指由司法警察或郵務機關直接向應受送達人本人送達並親簽收，於簽收時生效。
補充送達
本法第 62 條準用民訴法第 137 條，向本人送達而不獲會晤時，得向應受送達人本人之同
居人或具有辨識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送達，並於其代收時生效。
留置送達
本法第 62 條準用民訴法第 138 條，送達應受送達人時，遭無正當理由拒絕簽收，遂將文
書置於送達處所，自該文書留置時生送達效力。
囑託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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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 56 條之規定，應受送達人若屬居於看守所或監獄之人，其送達應囑託該監所長
官為之，並於轉交於應受送達人時生送達之效力。
「寄存送達」與「公示送達」之意義、目的及要件
寄存送達
本法第 62 條準用民訴法第 138 條，指無法依本人送達或補充送達時，得將應送達文件
寄存警察機關或地方自治機關，同時做通知書兩份，分貼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
務所、營業所門首，以及應受送達處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
公示送達
依本法第 59、60 條之規定，若應受送達人有住、居所、事務所不明、郵寄不能，或居
住於我國法權所不及之情形，為完成送達使文書發生訴訟法上效力避免延宕，得由書
記官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後將應送達文書張貼法院牌示處，並將其繕本登報或其他適
當方式公告而完成送達。
「寄存送達」與「公示送達」之生效時點
寄存送達
於完成寄存並將通知書兩份，分貼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門首，以
及應受送達處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貼黏完成，10 日後生效。
公示送達
於繕本登報或其他適當方式公告最後登載日起 30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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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檢察署內部之行政簽結外，請說明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度內，檢察官尚有那幾種終結偵查
案件的方式（請至少寫出五種）？（10 分）另試說明檢察官在決定是否使用各該方式終結偵
查時之判斷要件及制度意旨。（15 分）
【擬答】
檢察官依現行刑事訴訟法（下同）之規定，偵查終結之方式分述如下：
依法起訴（本法第 252 條）
絕對不起訴處分（本法第 252 條）
相對不起訴處分（本法第 253 條）
執行無實益之相對不起訴處分（本法第 254）
緩起訴（本法第 253 之 1 條）
簡述上開各偵查終結方式之要件及制度意旨如下：
依法起訴（本法第 252 條）
基於「國家追訴原則」，國家獨占刑罰權之發動，故必須負起依據法律追訴之義務，方
可補償。故衍生出「法定原則」使檢察官負有法定性義務，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若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者，即應依法提起公訴。
絕對不起訴處分（本法第 252 條）
刑事訴訟法根本目的在追訴犯罪、保護無辜。從而在法定原則之下，檢察官不僅負有正
面的追訴犯罪之義務，更負有消極義務，防範任何無辜者被恣意追訴或定罪，以期達到
毋枉毋縱之理想。是以檢察官於偵查發現案件有本法第 252 條所列國家無須或無法發動
刑罰權之情形，應為不起訴處分，具體類型如下：
欠缺實體訴訟條件（判決確定、時效完成、曾經大赦、刑罰廢止）
欠缺形式訴訟條件（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撤回或逾期、無審判權、被告死亡）
欠缺處罰條件（行為不罰、應免除其刑、犯嫌不足）
相對不起訴處分（本法第 253 條）
基於刑事政策與訴訟資源合理分配之考量，同時避免法定原則之僵化，故立法者援引外
國法制之「便宜原則」賦予檢察官一定程度之裁量權。檢察官偵查後，認為本案屬本法
376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之案件，亦即相對輕微之案件，檢察官得參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
項後，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執行無實益之相對不起訴處分（本法第 254）
基於便宜原則及訴訟經濟之考量，若被告犯數罪時，其一罪已受重刑之確定判決，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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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認為他罪雖行起訴，於應執行之刑無重大關係者，亦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緩起訴（本法第 253 之 1 條）
源於 92 年修法時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訴訟構造之配套，以達訴訟經
濟與司法資源之合理運用，故賦予檢察官於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以相對輕微之犯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
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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