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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之現在問題
The Current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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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鑑定人在訴訟上兼具當事人之攻

擊防禦方法及法院之輔助人等兩面性

格。為使鑑定制度發揮協助法官適時

作成適正裁判或當事人妥適選擇紛爭

解決方式之機能，應同時加強法院與

鑑定人間及當事人與鑑定人間之協同

或協力關係。

關鍵詞：鑑定、中立性、黨派性

Abstract

An appraiser in legal

proceedings serves two types of

behavior—prosecuting and

defending behavior on behalf of the

litigant and assistance to the

cour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ppraisal

system that helps the judge to

issue appropriate rulings and the

litigant to choose the proper

method of resolving disputes ,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appraiser , as

well as between the litigant and

the appraiser ,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the benefit of all.

Keywords: Appraisal ,Neutrality ,

Exclusivity .

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社會之複雜化、科技化，許

多訴訟事件往往需要依賴高度精密化

之科技判斷。諸如公害、藥害、醫療

事故、航空器事故、汽車產品瑕疵等

類之現代型訴訟，爭點多涉及高度專

門性知識或經驗法則，僅依一般常識

或日常經驗法則不能或難以判斷。因

此，鑑定占居重要地位，經常左右訴

訟之歸趨。蓋以審理此類事件之法官

並非科技專家，實際上難能就科技上

之鑑定意見為自由的心證形成，而幾

乎處於唯鑑定意見是從之狀態。在此

等訴訟上，鑑定既扮演重要之角色，

同時亦引發下述之現代問題：於當事

人未聲請情形，法院得否依職權命行

鑑定、如何選定適切之鑑定人而得其



協助？法官應如何評價極專門之鑑定

結果、在裁判上應如何處理鑑定對象

之科學上紛爭、如何維持鑑定人之中

立性而避免其當事人化?在上述問題

之處理上，應否及如何尊重當事人之

意願，保障其參與程序而影響鑑定結

果、判決形成之機會？面對上述情勢

及問題，不得不探討：應否在訴訟法

上為鑑定人重新定位？應否重新界定

法院與鑑定人及鑑定人與當事人間之

關係或其間之任務分擔？

證據法之改革係二ＯＯＯ年民事

訴訟法修正重點之一（以下稱新修正

條文為新法，修正前條文為舊法），其

中就鑑定程序為如下之變革：加強當

事人對於鑑定人之選定權（新法三二

六條二項）、擴大鑑定義務人之範圍

（新法三二八條）、加強鑑定人中立

性、公正性（新法三三Ｏ條一項、三

三一條二項）、明定鑑定資料之提供義

務及當事人之意見提供權（新法三三

七條一、二項）、擴充機關團體之鑑定

義務（新法三四Ｏ條一、二項）等等。

惟對於新法之上述增修規定，學說上

不僅就鑑定人是否定位為證據方法或

兼具法院輔助人地位有所爭議，而且

就鑑定人中立性及團體鑑定之相關問

題亦批評其在立法上為不當。究竟新

法為鑑定人如何重新定位？團體鑑定

之性質及機能為何？新法之增修規定

是否單純抄襲外國立法例，抑或另具

我國獨有之特色？已成為新法施行後

亟需解明之課題。本計畫係意識前揭

問題及課題，擬嘗試解明新法之立法

旨趣，藉以因應鑑定制度之現代需

求，而克服、解決上述諸問題、課題。

三、結果與討論

新法就鑑定人所為定位，仍屬大

陸法系之法官輔助人型，而非英美法

系之專家證人型。鑑定人在訴訟上兼

具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法院之輔

助機關兩種性格。為使鑑定制度發揮

協助法官適時、適正裁判及當事人妥

適選擇紛爭解決方式等機能，新法同

時加強法院與鑑定人間及當事人與鑑

定人間之協同或協力關係。法院係鑑

定證據調查程序之支配者，其得指揮

鑑定人實施鑑定，於必要時並應予協

助。新法雖僅就法院告知鑑定所需資

料所在及命證人及當事人提供該資料

為明定，但法院仍應予妥適之指示及

指導甚至監督，鑑定人應善盡其公

正、誠實之鑑定義務，協助法官適切

決定鑑定事項，而為充實之鑑定，並

促進程序，藉以發現真實，促進訴訟，

達成審理集中化而為適時審判之目

標。新法雖僅就鑑定人調取證物或對

於證人、當事人之求問權及發問權為

規定，但其應行使、履行上述權利、

義務，遵守指示，蒐集資料，適時適

式做成鑑定報告。

新法為保障當事人之程序主體

權，除明定證人及當事人負鑑定協助

義務，使其得平等接近證據之外，並

強化有關鑑定人之選定權及拒卻權使

得選任合意指定者為鑑定人，或拒卻

不中立之鑑定人；賦予當事人意見提

供權，使其得在鑑定準備程序在場見

證並表明意見；擴充當事人對於鑑定

人之發問權，使其得批判鑑定報告，

以維持鑑定程序之公平、公正及鑑定

結果之正確性。上述增設規定，一方

面加重當事人之鑑定協力義務，使鑑

定人得蒐集充足之鑑定所需資料，以



適時適式作成鑑定報告，另一方面加

強當事人之程序權，使其得據以監督

鑑定人實施鑑定，並參與鑑定意見之

形成。新法同時加強鑑定人與當事人

雙方之權利義務，期使彼等協力迅速

作成正確鑑定，發揮上述鑑定制度之

應有機能。

新法認明機關、團體有時比個人

更能迅速、經濟及有效作成鑑定，為

健全鑑定制度，以因應專門、繁雜訴

訟事件之需求，乃明定具鑑定能力之

機關、團體有為鑑定人之義務，且使

其鑑定程序儘量與自然人鑑定者相

同，故擴大其準用規定之範圍。易言

之，除具結及鑑定證人等規定性質上

不宜準用外，其餘有關自然人鑑定之

規定均在準用之列。據此，上述有關

鑑定人與當事人所具有之權利義務，

並不因鑑定人為自然人或機關、團體

而有所差異。在機關、團體之鑑定程

序，當事人亦具有合意選定、拒卻、

在場見證、提供意見及發問等權利。

此項增修，使法院或當事人均得借助

於機關、團體之鑑定，以迅速、確實

解明案情，而有利於法院適時作成適

正裁判或當事人選用判決以外方式解

決紛爭。

新法之上述增修，於比較法上殊

具特色：其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負一

般性之鑑定協助義務，比起未設或未

予訂明之日、德民訴法，更能助益於

蒐集鑑定所需資料；其明文賦予當事

人以鑑定意見提供權，固較日本民訴

法無此規定者，更能保障當事人之程

序權；其擴充機關、團體之鑑定義務，

亦比德國民訴法沒有該規定者，更能

借助團體力量以迅速充實鑑定內容。

雖然新法就法院與鑑定人間之權利義

務未如德國民訴法般為目錄式規定，

但應該且可以透過訴訟指揮使彼等協

同關係之鑑定規範具體化、明確化；

既然新法就鑑定人與當事人間之權利

義務已較日本民訴法規定詳盡，即應

據以妥適運作，促進彼等之協力關

係，而不宜援用該國之解釋論。要之，

新法適應我國社會、人民之新需求，

其所設諸規定，已擺脫繼受外國法之

束縛，而具制度創新之積極意義。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不僅究明新法有關鑑定人

之定位及其權責內容，而有助於審判

實務靈活運作新鑑定制度，並且將新

法所增修之規定持與德、日相關制度

作比較，藉以凸顯我國立法上之特

色。此項研究對於鑑定制度之機能發

揮及理論建構均生促進及深入作用，

將有所貢獻於鑑定法制之新開展。

五、參考文獻

1.司法院編『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對

照表總說明』，二ＯＯＯ年三月。

2.司法院編『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

修正資料彙編(六)』，一九九Ｏ年十

月。

3.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編『民事訴

訟法之研討(四)』，一九九三年十二

月。

4.許士宦「鑑定人之訴訟地位與當事

人之程序保障」，二ＯＯ四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