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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司法制度之改革，除改善裁判制

度外，尚應擴及強制執行制度。因債

權人經由裁判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

後，如不能有效實現權利，則不免使

其發生行使權利之挫折，從而導致其

疏離、不信任司法制度。在強制執行

上，為謀求債權人之權利適切保護，

首要之途應是確保債權人知悉債務人

的責任財產之內容、所在，俾利其特

定可供執行之財產而聲請強制執行，

藉以回收債權、實現權利。

關鍵詞：有效權利實現、財產開示請

求權、個人資訊自己決定權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should not only cover the trial system,

but also the compulsory enforcement

system. If the obligor is unable to

effectively enforce his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tle of enforcement

granted from the trial procedure, such

frustration may result in the obligor’s

distrust to, or apartness from, the

judicial system. In the matter of

compulsory enforc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properly protect the obligor’s

rights, the initial measurement is to

secure the obligor’s awareness of the list,

as well as the location, of obligee’s

subject matter properties. It enables

the obligor to specify the property scope

subject to the compulsory enforcement,

which makes the debts in subject

collectable and enforceable.

Keywords: effectiv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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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claims of property

discovery, individual information

self-determination rights

二、緣由與目的

在強制執行上，為謀求債權人之

權利適切保護，首要之途應是確保債

權人知悉債務人之責任財產或執行標

的物之內容、所在，使其得為自己債

權之回收或權利實現，選定特定財產

或應交付物，而聲請開始強制執行。

因於強制執行程序，在採行處分權主

義之原則下，特定執行對象之財產係

債權人之權責，如債權人無從接近債

務人之財產資訊，其將難以特定成為

執行對象之財產。而在債務人所保有

之資產內容係動產或不動產情形，債

權人或能掌握執行對象之財產。然於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之現代社會中，

動產之資產價值降低，債權在資產中

所占比例增多，且其價值提高。對於

此種無形財產之債權，債權人既難以

掌握，具有重要價值之智慧財產權亦

然。加上資產證券化之發達，更有助

長此種傾向之趨勢。

為使債權人接近債務人之財產資

訊，掌握可供執行之責任財產或應交

付物，我國強制執行法設有債務人財

產狀況報告制度。此項制度係為債權

人而開示債務人之財產資訊，防止債

務人秘匿、隱蔽財產，確保債權人取

得必要之財產資訊，使金錢執行及物

交付執行獲得實效。該項制度於一九

四○年立法之初即已創設，並於一九

九六年參酌德國之財產開示制度予以

修正。然該制度於修正之後，似仍未

見落實於執行實務之中。此由強制執

行事件中債權人完全未受清償僅發債

權憑證而終結程序者所占比例偏高即

可察知。因造成此種現象者，或係債

務人確無責任財產可供執行，但大多

情形可能是債權人不具債務人之責任

財產資訊，以致其無法查報特定財產

而聲請執行法院予以執行。而債權人

無該項財產資訊，率多未利用上述財

產報告制度所致，畢竟債務人多少具

有財產，純然無產者縱或有之亦屬少

數。

上述情況繼續存在，不僅減低強

制執行制度之效用、機能，而且影響

國民對於司法制度之信賴、利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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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努力經由裁判程序取得執行名

義之後，竟無從有效實現權利，除使

其產生行使權利之挫折感外，並容易

導致其疏離司法制度。其結果將助長

債務人逃避執行，預行隱匿或處分其

財產，並會讓債權人之權利落空，執

行名義成為有名無實者。為免致此，

應健全財產開示制度，活用債務人財

產狀況報告程序。不過，有關該程序

制度之修正，曾被評為「宣示的意義

似重於實際之意義」而受質疑其在我

國是否能有與德國相同之成效。究竟

我國修正後之財產報告程序制度內容

如何？其與外國之同類財產開示制度

相較，有何異同？該程序制度可否發

揮財產開示之實效、機能？如否，應

為如何之增修？已成為緊要之課題。

本計畫係意識上述問題及課題，

擬從比較法上觀察與我國同法系之

德、韓、日等國之財產開示制度，並

於試加比較分析各該制度之異同後，

檢討我國財產報告制度與之相較，具

有何項特色、存在何等制度上缺陷？

關此，宜如何靈活運用，以發揮其應

有之財產開示機能，甚至如何加以增

修，俾健全該程序制度？據此，開展

我國強制執行上財產開示制度之解釋

論、運用論乃至修法論。

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於借鏡德、韓、日等國財

產開示制度之變革，並經檢討我國財

產報告制度之特色及其缺陷後，在解

釋論及立法論上分別認為：

為輔助執行名義之執行，應使財

產報告制度確實發揮財產開示之機

能。財產開示義務係債務人對於債權

人所負依誠信原則履行債務之義務及

對於法院所負協力執行之公法上義

務。只要執行無效或預期難能執行，

執行法院即應依債權人聲請命債務人

等報告財產，其報告範圍原則上包括

現有積極財產及因可撤銷處分行為之

財產變動狀況，以保障債權人之財產

開示請求權，使其能及時取得必要之

財產資訊。惟為保護債務人之資訊自

己決定權，應賦予對於報告命令聲明

異議之機會。而在報告義務人違反報

告命令不為報告或為虛偽報告之情

形，執行法院應依情形施加拘提、管

收或限制住居等制裁，以間接強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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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報告義務。然為免對於義務人之

自由造成過度限制，於管收前固應賦

予提供相當擔保或釋明定期清償之機

會，於管收後如其已履行報告義務應

即釋放。不過，就義務人已報告之債

務人財產資訊，執行法院仍應採取適

當保護措施，禁止或限制閱覽，以保

護債務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要之，

應活用財產報告制度，使其成為有效

權利實現之重要手段，而就其程序規

定之解釋、運用，則應兼顧債權人之

財產開示請求權及債務人之資訊自己

決定權，以及平衡債權人之財產權及

債務人之自由權。

為確實平衡財產開示及隱私保護

等要求，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實

體、程序利益，宜修法改善財產報告

制度。亦即，應使財產報告程序得提

早開始，非必俟開始強制執行程序之

後，俾利債權人有效準備執行或避免

無益執行；與之配合，應使財產報告

之實施始於財產開示義務經裁判確定

之後，並以指定期日方式為之，裨賦

予當事人應有之程序保障，防止該制

度被濫用，既可以保護債權人受財產

資訊開示之利益，又能免致債務人遭

受難以回復之隱私損害，並利於法院

之闡明及當事人間之溝通；應明定財

產報告範圍縮小之要件及再負報告義

務之條件，以減少債務人因財產報告

所生程序上不利益；應強化義務人違

反報告命令而為虛偽報告之制裁，使

其於執行程序終結後可能受刑事處

罰，以迫使其適時更正補充財產報

告，發揮間接強制之實效；應明定已

開示財產資訊之保護方式，限制得予

閱覽之債權人，及對就其利用違反債

權行使目的者施加處罰，以確保財產

開示之實效；並應考量如何創設債務

人名冊，以落實財產開示之效果，且

應思索如何擴大禁止扣押財產，避免

債務人之財產透明化、責任財產化結

果，影響其生存。要之，財產開示制

度之健全化，應致力於兼顧各項程序

及實體基本要求，調和法院及當事人

之公私利益，明確將其定位為執行準

備程序，並調整該程序構造而使二階

段化，強化財產開示義務之間接制裁

方式及採行財產資訊之隱私保護措

施，藉以平衡追求實體利益與程序利

益，合理達成有效權利實現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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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從確保權利實現之實效性

的觀點，強化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財

產資訊開示請求權之保障，從而就我

國之財產報告制度應如何予以定位並

謀求改革，提出其應有之解釋、運用

論及立法論。此項研究，對於現行強

制執行實務之改善及健全權利實現法

制之建立，應屬必要且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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