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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4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874 號

案由：本院委員周春米、張宏陸、尤美女等 20 人，鑑於人民就法院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聲請釋憲，經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認定牴觸憲法者，自得循再審救濟途徑重啟審判程序
。惟若因釋憲審理期間過長，致解釋公布之日時已逾再審期
間，大法官如未另行諭知救濟方式，人民將無從提起再審之
訴，亦再無其他管道得尋求救濟，侵害其訴訟權益甚鉅。爰
擬具「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及第五百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明定：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而就大法官宣告法令違憲之原因案件，釋憲
聲請人得否重啟審判程序進行救濟，大法官首度於釋字第 177 號解釋肯認：「司法院依人
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其後復以釋字 185 號解釋補
充：「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依
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
上訴之理由。」此係對憲法解釋聲請人所創設之例外，以肯定其維護憲法之貢獻。
二、惟於實務運作上，許多案件即使釋憲成功，法院仍以「定期失效法令於期限內尚屬有效」
、「聲請釋憲原因案件之適用範圍應予限縮」等種種理由，將聲請救濟程序再開之人民拒
絕於司法救濟的大門之外（請參考附註案例）。故大法官復以釋字第 725 號及釋字第 741
號解釋加以補充：「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定期失效
者，聲請人就原因案件應得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法院不得以法令定期失效而於
該期限內仍屬有效為理由駁回。」「凡本院曾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聲請人據以聲請
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各該解釋之聲請人均得就其原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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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以保障釋憲聲請人之權益。本院釋字第 725 號解釋前
所為定期失效解釋之原因案件亦有其適用。」
三、爰此，參考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修正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將
上開釋字相關意旨明文增列為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以資明確，並符法體系之一致性。
四、又民事訴訟法第五百條第二項但書規定，再審之訴須於「判決確定後五年內」之除斥期間
提起。大法官亦於釋字第 209 號解釋闡述：為維護法秩序安定性，若民事裁判確定已逾五
年者，仍不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據此，人民即使聲請釋
憲成功，若自判決確定後已逾五年，大法官亦未另行諭知具體救濟方式，人民即無從提起
再審之訴重啟救濟程序。然而，若逾再審最長救濟期間之原因係「大法官釋憲審理期間過
長」所致，形同將「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釋憲程序進行時間計入法定除斥期間，由人民
承擔該不利益，難合情理，侵害其訴訟權益甚鉅。
五、為避免國家以法秩序安定性為由，將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期日計入得聲請再審之期間，爰參
考司法院 2013 年送交本院審議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草案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立法模式
，於民事訴訟法第五百條增設相關規定：於本法修正條文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二項「確定終
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者，其聲請
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之情形，自聲請案件繫屬之日起至審理結果送達聲請人之日止，不
計入本法第五百條第二項但書之「五年」期間。將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期日，排除於人民得
聲請再審之除斥期間，賦予合理救濟期間，使其訴訟權獲得實質保障。
附註：請參考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500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裁字第
2838 號裁定、司法院冤獄賠償法庭 99 年度台重覆字第 22 號及第 23 號重審決定、最高行政
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936 號裁定；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裁字第 470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80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38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裁字第 54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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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及第五百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四百九十六條

條

文

有下列各款

現

行

條

第四百九十六條

文

說

明

有下列各款

一、人民就法院確定終局判決

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聲請釋
憲，經司法院大法官審理認

。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
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

。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
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

定牴觸憲法，當事人自得循
再審途徑重啟審判程序進行

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救濟。又，舉凡大法官曾宣
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

二、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
盾者。

二、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
盾者。

令於定期內失效之案例，聲
請人就原因案件即得據以聲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者。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者。

請再審，法院不得以該法令
於期限內仍屬有效為由駁回

四、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
法官參與裁判者。

四、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
法官參與裁判者。

之；其範圍亦不限於釋字第
725 號解釋後之原因案件。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
代理者。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
代理者。

上開意旨業經司法院大法官
釋 字 第 177 、 185 、 725 、

六、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
，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

六、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
，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

741 號等解釋闡釋在案。
二、爰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百

者。但他造已承認其訴訟
程序者，不在此限。

者。但他造已承認其訴訟
程序者，不在此限。

七十三條第二項文字增訂本
條第二項規定，以資明確，

七、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
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

七、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
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

並符法體系之一致性。
三、第二項移列至第三項，並

罪者，或關於該訴訟違背
職務受懲戒處分，足以影

罪者，或關於該訴訟違背
職務受懲戒處分，足以影

將「前項」文字修正為「第
一項」；第三項則移列至第

響原判決者。
八、當事人之代理人或他造

響原判決者。
八、當事人之代理人或他造

或其代理人關於該訴訟有
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

或其代理人關於該訴訟有
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

於判決者。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

於判決者。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

造或變造者。
十、證人、鑑定人、通譯、

造或變造者。
十、證人、鑑定人、通譯、

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經具
結後，就為判決基礎之證

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經具
結後，就為判決基礎之證

言、鑑定、通譯或有關事
項為虛偽陳述者。

言、鑑定、通譯或有關事
項為虛偽陳述者。

十一、為判決基礎之民事、
刑事、行政訴訟判決及其

十一、為判決基礎之民事、
刑事、行政訴訟判決及其

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

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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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
已變更者。

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
已變更者。

十二、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
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

十二、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
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

或和解、調解或得使用該
判決或和解、調解者。

或和解、調解或得使用該
判決或和解、調解者。

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

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

。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益之裁判者為限。

。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益之裁判者為限。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

前項第七款至第十款情
形，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

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
觸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

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
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

起再審之訴。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

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
確定裁定者為限，得提起再

情形，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
處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

審之訴。
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已

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
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

為本案判決者，對於第一審
法院之判決不得提起再審之

之確定裁定者為限，得提起
再審之訴。

訴。

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已
為本案判決者，對於第一審
法院之判決不得提起再審之
訴。
第五百條 再審之訴，應於三
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第五百條 再審之訴，應於三
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一、依大法官於釋字 209 號解
釋意旨，若民事裁判確定已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
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
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

逾五年者，仍不得以其適用
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

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
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

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
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

訴或聲請再審，以維護法秩
序安定性。

均自知悉時起算。但自判決
確定後已逾五年者，不得提

均自知悉時起算。但自判決
確定後已逾五年者，不得提

二、據此，人民即使聲請釋憲
成功，若自判決確定後已逾

起。

起。
以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

以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

五年，大法官亦未另行諭知
具體救濟方式，依本條第二

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二
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不

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二
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不

項但書規定，人民即不得提
起再審。然而，若逾再審最

適用前項但書之規定。
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二項

適用前項但書之規定。

長救濟期間之原因係「大法
官釋憲審理期間過長」所致

之情形，自聲請案件繫屬之
日起至審理結果送達聲請人

，形同將「不可歸責於聲請
人」之釋憲程序進行時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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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止，不計入第二項但書
所定期間。

入法定除斥期間，由人民承
擔該不利益，難合情理，侵
害其訴訟權益甚鉅。
四、爰參考司法院 2013 年送
交本院審議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草案第六十四條
第二項立法模式，增設本條
第四項規定：本法修正條文
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二項之情
形，自聲請案件繫屬之日起
至審理結果送達聲請人之日
止，不計入本條第二項但書
「五年」期間。將大法官審
理案件之期日，排除於人民
得聲請再審之除斥期間，使
其訴訟權獲得實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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