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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強制執行法概述 

一、強制執行之意義及性質： 

指國家機關依據執行名義，並使用強制力以強制性地迫使債務人履行其義務，以實現已確

定之私權之行為。 

至於有關強制執行之性質，學說之見解如下： 

學說 理由 影響 認同學者 

訴訟事件說 強制執行之程序，於構造上有對立

之當事人參與，此與民事訴訟同。

且強執之目的，亦在借國家之公力

以保護私法上權利，此又與民事程

序相通。 

如採此說，則執行

處應有權審查執行

事件中有關債權

人、債務人之實體

上權利有無存在。 

無採此說者 

非訴訟 事件

說 

強制執行與訴訟程序之本質不同。

強制執行程序之執行法院，依我國

現制，並不詢問債務人即依職權進

行程序，且對造亦無參與之必要，

此顯與訴訟程序不同。 

執行處無權審查執

行事件中實體上權

利義務是否存在。 

楊與齡、陳世榮、

林昇格、陳榮宗及

實務採之。 

訴訟事 件兼

非訴訟 事件

說 

強制執行之程序，因仍有利害關係

相對立之當事人存在，亦有當事人

聲請、期日之參與等，其性質上與

訴訟事件相似。 

但如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即依職

權進行，就此而言，則近於非訟事

件。 

強制執行程序，祗

能就執行名義所載

之內容而為執行，

依法並無審查執行

名義當否之權，此

與非訟事件相近。

但如執行名義欠缺

實質之要件，及執

行程序本身涉及之

實體上事項（例如

債 務 人 異 議 之

訴），則例外近於

訴訟事件。 

張登科、楊建華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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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制執行之種類： 

區分 內容 

依執行之效果

可分 

終局執行：亦即使執行名義上所載之實體請求權獲得實現，又稱為滿足

執行。 

保全執行：僅能維持標的物或法律關係之現狀，以保全將來之終局執行。

如有競合時，則以終局執行為優先。 

依執行之標的

可分 

對人執行：即以債務人之身體、自由為執行對象；一般多從心理上施予

強制力而迫使其履行債務，例如採用拘提、管收債務人或擔保人，或強

制取交子女等手段（強§22、§23、§128Ⅲ）。 

對物執行：即以債務人之財產為執行標的，例如對動產、不動產或其他

財產權予以執行。而本法以對物執行為原則，對人執行為例外。 

依終局執行之

效果可分 

本執行：亦即本於確定之裁判所為之執行，其具有終局之效果。 

假執行：即本於尚未確定但可先予執行之假執行
1
裁判所為之執行，其未

具有終局之效果。 

依執行方法之

內容可分 

本旨執行：即依執行名義所記載之債務本旨予以執行，使債權人取得合

於債務本旨之給付。 

賠償執行：指債務人不依執行名義之債務本旨為給付時，由執行機關命

債務人賠償債權人損害，以代替原來之債務本旨；例如強執第 128 條第

1 項
2
之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以本旨執行為原則，賠償執行為例外。 

依執行之方法

可分 

直接執行：即依執行機關之執行而直接實現其權利內容之執行，例如對

動產、不動產等之執行。 

間接執行：為執行機關課予債務人一定之不利益，使其心理上受壓迫而

自動履行債務，例如科處過怠金（強§128）。 

代替執行：係執行機關命債務人負擔費用而由第三人代債務人履行債務

之執行，如可代替行為請求權之執行（強§127）。 

依執行之範圍

可分 

一般執行：指債務人之全體債權人就債務人之全部財產所為之執行。如

破產程序。 

個別執行：指債權人為滿足或保全其債權，而對債務人之財產所為之執

行，現行強執程序屬之。 

                                                      
1 民訴第 386 條規定：「下列各款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一、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二、命履

行扶養義務之判決。但以起訴前最近六個月分及訴訟中履行期已到者為限。三、就第四百二十七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四、（刪除）。五、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新臺幣五十萬

元之判決」、「計算前項第五款價額，準用關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規定」、「第一項第五款之金額或價額，準

用第四百二十七條第七項之規定」。 
2 強執第 128 條第 1 項：「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為履行者，債務人不為

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拘提、管收之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之怠金。其續經定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得再處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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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內容 

依執行名義之

內容，可分 

1.金錢執行：為實現金錢債權之執行。 

2.非金錢執行：其非屬實現其金錢債權之執行。如物之交付、行為、不行

為請求權等之執行。 

試述強制執行之種類，得如何區分？ 

【解析】 

請參上述說明。 

***************************************** 

三、強制執行之法律關係： 

指在執行程序中，執行法院與執行當事人之相互間之法律關係而言。有下列三種學說： 

一面關係說（私法關係）： 

認強制執行之關係僅存在於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法院僅處於第三人之地位，就債權人所

提出之執行名義予以執行。 

二面關係說（公法關係）： 

此說認為，強制執行係發生於債權人與法院，及債務人與法院間，且屬於公法關係；至於

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僅發生私法關係（例如發生清償之效果）。 

三面關係說： 

即認為債權人、債務人及法院三者間彼此均生法律關係。債權人與法院間為「聲請關係」；

至於債務人與法院間則稱為「干預關係」；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則稱為「執行關係」（多數

說）。 

四、強制執行之立法主義： 

區分 內容 

當事人平等

與不平等主

義 

此係以當事人之地位為準： 

當事人平等主義：亦即在執行程序上，債權人與債務人之權利義務並無差

別者。 

當事人不平等主義：亦即雙方之權利義務，設有差別者稱之。我國採不平

等主義，此係導因於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既已確定，為迅速實現債務人

之權利，故不宜使雙方仍立於同等地位（至於民事訴訟則採平等主義）

依程序之進

行區分 

強制執行，其程序之起始或續行，有下列三種主義： 

當事人進行主義：即強制執行之開始與續行，須基於當事人之聲請始為開

始，又稱為聲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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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內容 

職權進行主義：即執行程序之開始或續行，無待須債權人之聲請，執行機

關應依職權為之，亦稱職權主義。然此說過度保護債權人。 

折衷主義：即原則上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例外採職權進行主義。 

五、執行契約： 

意義： 

指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以合意方法，就現在或將來之特定強制執行事件，約定其進行強

制執行之時間、條件、方法及範圍等，彼此受其拘束之契約。 

例如債權人與債務人約定，債權人僅得就債務人之某特定不動產為查封，而不得查封債

務人之其他不動產。 

種類區分如下： 

區分 內容 

法定執行契約 即強制執行法上所明定之執行契約，例如強§10 之延緩執行（實施強

制執行時，經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59（查封物除

貴重物品及有價證券外，經債權人同意或認為適當時，得使債務人保管

之）。 

意定執行契約 亦即法無明文，而由當事人自行約定者，可分為： 

執行擴張契約：為債權人之利益，緩和執行要件或擴張執行對象、方

法。基於債務人保護之思想，並不承認其效力。 

執行限制契約：排除強制執行或限制法定之執行內容的契約。此又分

為： 

不執行契約：例如不執行或撤回執行。 

責任限制契約：例如約定對特定財產始可執行。 

執行方法之限制契約：例如約定特定之執行方法，例如僅得採「強

制管理」。 

實務： 

法院拍賣程序終結後，拍定人或承受人與債務人間所訂應付補償金之合意，並無阻止

拍定人或承受人執行點交之效力，如其合意含有妨害拍定人實體上請求點交之事

由，債務人只能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提起異議之訴，不得依同法第十二條

之規定聲明異議（55 年台抗 327 號判例）。 

債權人縱已與債務人於強制執行中為和解，亦非不得繼續為強制執行，如其和解為消

滅或妨害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債務人自可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提起異議之訴，要

非聲明同法第十二條所定之異議所能救濟（31 年抗字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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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強制執行之主體 

壹、執行機關 
民事強制執行事務，於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設民事執行處辦理之（強§1）。 

一、執行機關之組織： 

執行機關，亦即執行法院，為實施強制執行之國家機關。執行程序與審判程序不同。 

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及執達員： 

「民事執行處置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及執達員，辦理執行事務」（強§2）。 

又「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

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3）。 

二、執行人員及職權： 

法官：民事執行處置法官，辦理執行事務（強§2 參照）： 

由執行法官親自辦理者： 

調查關於強制執行之法定要件： 

開始強制執行前，除因調查關於強制執行之法定要件或執行之標的物認為必要者外，

無庸傳訊當事人（強§9）。 

就強制執行所為聲請或聲明異聲為裁定： 

「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強§12Ⅱ）。 

命債務人報告其財務狀況（強§20）： 

已發見之債務人財產不足抵償聲請強制執行債權或不能發現債務人應交付之財產

時，執行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定期間命債務人據實報告該期間屆滿前一年內應供

強制執行之財產狀況。 

命債務人提出擔保（強§22Ⅱ、§25Ⅱ），或命拘提、管收之（強§21～§25、§129）等。 

其他之職權調查（強§19）： 

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

之。 

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

況，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在此限。 

由執行法官決定後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者： 

查封動產、不動產（強§46、§76、§30 之 1、民訴§154）。 

拍賣動產、不動產（強§57Ｉ、§61Ｉ1、§8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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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點交： 

亦即將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強§99、§100）。 

由執行法官命書記官（或執達員）辦理者： 

拍賣動產，由執行法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於執行法院或動產所在地行之（強§61）。 

查封不動產，由執行法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依法行之（強§76 參照）。 

拍賣不動產，由執行法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於執行法院或其他場所為之（強§83）。 

司法事務官 

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3 第 2

項）。 

書記官： 

由書記官單獨為之者： 

實行分配時，應由書記官作成分配筆錄（強§37）。 

查封時，書記官應作成查封筆錄及查封物品清單（強§54I、§77Ｉ）。 

拍賣終結後，書記官應作成拍賣筆錄，載明相關事項（強§73Ｉ、§113）。 

應督同執達員為之者： 

查封動產（強§46）、不動產（強§76）。 

拍賈動產（強§611）、下動產（強§83）。 

點交不動產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強§99、§100）。 

執達員： 

民事執行處配置之執達員，其執行職務，應受配屬之法官、司法事務官、書記官指揮監

督。 

執達員執行職務，有屬於書記宮督同為之者，例如： 

查封動產（強§46）、不動產（強§76）。 

拍賣動產（強§61Ｉ）、不動產（強§83）。有為執達員之專責事項者，例如執行拘提

或管收（強§2l 之 l、§22 之 2Ｉ）。 

警察或有關機關： 

執行人員實施各種強制執行處分時，均可能遭遇抗拒；因此「執行人員於執行職務時，

遇有抗拒者，得用強制力實施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強§3 之 l 第 1 項）。 

然執行機關之人員非屬有能力實施「強制力」之專業人士，因此實難以排除抗拒，故本

法第 3 條之 1 第 2、3 項規定：「實施強制執行時，為防止抗拒或遇有其他必要之情形

者，得請警察或有關機關協助3」、「前項情形，警察或有關機關有協助之義務」以為

變通之解決。 

 

                                                      
3 防止抗拒之發生，較發生抗拒時再請警察強力排除為妥善，亦更有必要，故抗拒發生前，既可預請警察協助，

抗拒已生時得為此請求，即屬當然之解釋。所謂「遇有其他必要之情形」，指防止抗拒以外之必要情形而言，

例如通往執行標的物所在地之橋樑損壞，請工程機構修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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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法院之管轄（強§7）： 

強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者，由債務人之住、居所、公務所、事務所、

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同一強制執行，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債權人得向其中一法院聲請。 

同一執行事件，同時有數法院有管轄權時，債權人得選擇其一而為聲請者，稱為選擇等

轄。 

例如債權人對於同一債務人有數執行名義，而其執行之標的物所在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係

在同一法院者，此時得合併請求該法院執行；其不在同一法院者，應分別向冬該法院請

求執行。 

本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同一強制執行，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債權人得向其中一法院

聲請」，因此應解為債權人不得基於同一個執行名義，同時向數個法院聲請執行；但債

權人如向其中一法院聲請執行後，其他法院之管轄權仍不喪失。 

如債權人再向其他法院提出聲請時，除得以某法院已繫屬在前為理由而予以裁定駁回

（強§30 之 l、民訴§249Ｉ）外，不得以無管轄權為理由駁回。而如對其中一法院之聲

請已自行撤回或因不合法而被駁回者，則另一繫屬之法院即不得再依上述規定（強§30

之 l、民訴§249Ｉ）駁回之。 

受理強制執行事件之法院，須在他法院管轄區內為執行行為時，應囑託該他法院為之： 

執行事件，如依法院之管轄區域而定者，稱為土地管轄；至於各級法院職權之行使，以

其管轄區域為限。 

因此「受理強制執行事件之法院，須在他法院管轄區內為執行行為時，應囑託該他法院

為之」（強§7 第 4 項），不得自行實施。 

貳、執行當事人 
執行當事人，指執行程序中之債權人及債務人。 

債權人，即權利人，得依執行名義，請求執行機關對於債務人施以強制力，以實現其私權（於

本法有時稱為執行債權人）。 

債務人，即義務人，即依執行名義，負有給付義務，應受執行機關之執行（於本法有時稱為

執行債務人）。 

一、執行當事人之確定： 

執行債權人及執行債務人之確定，專以執行名義上所記載之權利人及義務人為準。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