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判字號】106,家訴,95

【裁判日期】1071207

【裁判案由】確認遺囑真正

【裁判全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6年度家訴字第95號

原　　　告　邱瑞珠　

　　　　　　邱瑞滿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鈴毓律師

被　　　告　邱胤君（原名邱建華）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莊雅惠　

　　　　　　李安傑律師

訴訟代理人　王紹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真正事件，本院於民國107 年11月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邱瑞昌於民國一○六年二月十日所立如附件所示之自書遺囑

為真正。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依家事

   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適用。而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

   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

   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被繼

   承人邱瑞昌於民國106 年2 月10日所立如附件所示之自書遺

   囑（下稱系爭遺囑）為真正，並向遺囑執行人表明願受遺贈

   ，向行政機關辦理不動產登記，被告則否認系爭遺囑之真正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因此駁回原告之不動產登記事宜。

   是系爭遺囑之真偽涉及原告得否依系爭遺囑對邱瑞昌之遺產

   主張權利，在法律上之地位確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

   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Page 1 of 6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

   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

   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

   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

   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原告於判決確定前

   ，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

   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

   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

   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

   第1 、2 項、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262 條第1 、2 、3 項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106 年10月31日提出先位聲明為

   確認系爭遺囑無效，備位聲明為確認被告對邱瑞昌之繼承權

   存在之反請求（本院106 年度家訴字第143 號），嗣被告於

   107 年3 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時撤回上開反請求，並經原告

   當庭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1頁），依上開規定，被告之反請

   求已生撤回之效力。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繼承人邱瑞昌於民國106 年3 月2 日死亡

   ，邱瑞昌於106 年2 月10日書立系爭遺囑，內容載有「一、

   本人邱瑞昌因患有肝癌，目前住在馬偕醫院治療，獨子甲○

   ○經通知後，至今完全不理不睬，不曾探望，非常不孝，所

   以本人特以此書聲明，在往生後，本人名下全部財產，兒子

   甲○○均不得繼承。二、本人名下所有位於新北市○○區○

   ○街000 巷0 弄00號之1 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因

   要支付本人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所以委由胞妹丙○○代為

   出售，出售所得之所有價金全數做為支付本人醫療費用及喪

   葬費用之用。如有剩餘歸丙○○、乙○○所有。三、如本人

   在該不動產未出售前死亡，則該不動產歸屬胞妹丙○○、乙

   ○○二人共同所有，本人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由胞妹丙○

   ○、乙○○二人共同負擔。四、本人特委任太平洋律師事務

   所黃勝文律師作為本遺囑執行人。五、以下空白。」等詞，

   因系爭不動產在邱瑞昌死亡前仍未出售，系爭不動產依系爭

   遺囑應歸屬原告丙○○、乙○○二人共同所有。嗣遺囑執行

   人黃勝文律師持系爭遺囑至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辦理遺囑

   執行人登記，卻因被告否認系爭遺囑為真正而遭該地政事務

   所予以駁回。本件系爭遺囑其真偽與否，原告如不訴請確認

   ，則原告主張之權利是否存在，無法明確，是原告自有依民

   事訴訟法第247 條之規定，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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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等語。又邱瑞昌於106 年2 月10日向馬偕醫院請假至太

   平洋律師事務所，由該所提供遺囑用紙，在黃勝文律師見證

   下親筆書立系爭遺囑，當時亦有數名該事務所法務及助理人

   員在場親眼見聞邱瑞昌親筆書立系爭遺囑，系爭遺囑確係邱

   瑞昌於106 年2 月10日親自書寫，且邱瑞昌書寫系爭遺囑時

   之身體及精神狀況均屬良好，並無意識狀態不清，系爭遺囑

   確屬真正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本件系爭遺囑之真正，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邱瑞昌是肝癌末期病人，立遺囑時意識不清，且系爭遺囑

   見證人黃勝文律師曾擔任本件原告之訴訟代理人，雖其後解

   除委任，惟嗣後之訴訟代理人黃世欣律師與黃勝文律師亦為

   同事務所，且黃勝文律師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案件已由臺北

   律師公會列案處理中，故黃勝文律師之證詞不足採信，又調

   查局之筆跡鑑定報告，僅能證明系爭遺囑之簽名及內文中之

   『邱瑞』二字與地政機關之文件筆跡相符，然自書遺囑依法

   應自書全文，本件並無證據證明系爭遺囑由被告繼承人邱瑞

   昌自書全文，故系爭遺囑並非真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

   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

   ，另行簽名，民法第1190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系爭遺囑全文由邱瑞昌本人書寫、

   系爭遺囑為真正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

   告就系爭遺囑由邱瑞昌簽名且由其書寫全文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惟就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

   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

   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

   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

   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

   法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

   實為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參照）。又

   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

   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

   ，亦應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55號判例參照）

   。

 (二)經查，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黃勝文律師到庭證稱：系爭遺

   囑是由立遺囑人邱瑞昌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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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當時邱瑞昌精神狀態很好，意識清楚。當時邱瑞昌寫

   完後，伊曾就內容與他交換意見，問他說這全部都是你的意

   思嗎？他說是，其中伊記得他提到他兒子不孝，伊向他講說

   如你講兒子不孝，將來你兒子是沒辦法繼承的，他說是，因

   他兒子在他生病時透過他妹妹請他兒子到醫院來探視他、照

   顧他時，他兒子都拒絕，另外他要回去家裡時，鑰匙也被換

   掉了，故他說整個財產他不讓他兒子繼承，伊就這一點問過

   他。伊記得他在寫系爭遺囑之前1 、2 天即106 年2 月8 日

   或9 日曾到事務所詢問過遺囑之內容，還有律師如何收費，

   伊問他說你生病期間怎麼有辦法出來寫遺囑，他說他有向醫

   院請假，他書寫地點就在伊事務所二樓小辦公室，在場人除

   了伊以外，還有二、三個助理遞茶水、拿印泥，還有一個助

   理拿老花眼鏡，因邱瑞昌說他需要老花眼鏡，伊請助理拿老

   花眼鏡給他。伊印象中好像是在寫完系爭遺囑之後，伊沒辦

   法時間算的很確定，大概在那前後，邱瑞昌曾委託伊寫過律

   師函，那張律師函內容是他去報土地權狀遺失，因他沒鑰匙

   回家裡拿權狀，故他去地政機關申報遺失，申報遺失時他從

   醫院裡打電話請伊幫他發函給他兒子與他前妻，如有任何他

   的文件不得拆閱，如他們拆閱，他的權狀正本就下不來了。

   在邱瑞昌找伊做遺囑見證之前，邱瑞昌沒委託伊處理過任何

   法律事務，除了上開律師函外都沒有，兩位原告亦未曾委託

   伊處理過任何法律事務。伊曾問他為何寫系爭遺囑時要從馬

   偕醫院千里迢迢到伊事務所，他說人家介紹的。伊沒問他是

   何人介紹，以伊之個性一般不會問是誰介紹的。系爭遺囑做

   成之當天，邱瑞昌是由原告二人陪同到伊事務所，而伊沒提

   供範本讓邱瑞昌照抄而寫成系爭遺囑。而因邱瑞昌他在前一

   天來時就向伊談很多事，侃侃而談，伊說你能自己來是最好

   ，不用藉由他妹妹來，他說他兒子非常不孝，醫藥費不出，

   也不探視他，他才來詢問律師立遺囑之事，伊請他回去考慮

   之後，有需要再來事務所，所以他第一次來事務所詢問時並

   無寫遺囑。（寫系爭遺囑時）因當時在中午吃飯時間，所以

   沒有特別錄音、錄影，且當時有很多小姐在場，這個費用才

   新臺幣（下同）8,000 元，伊不可能為了8,000 元作偽證。

   系爭遺囑做成之當天，邱瑞昌他是自己步行來，要走時是我

   們小姐拿電梯磁卡刷卡讓他們三位下去等語明確（見本院卷

   一第198 至201 頁）。本院審酌證人黃勝文律師既係執業律

   師，須基於誠信、公平、理性及良知執行職務，且執行職務

   時不得有故為矇蔽欺罔，亦不得偽造變造證據、教唆偽證或

   為其他刻意阻礙真實發現行為之義務（律師倫理規範第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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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條參照），且證人與兩造並無利害關係或任何宿怨、

   嫌隙，實無故為偽證而刻意偏袒原告之必要，何況證人上開

   證言亦與後述證據資料相符（詳後述(二)、(三)），是證人之證

   詞應尚屬中立可採，足認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為邱瑞昌親自書

   立乙節，應屬可信。

 (二)又系爭遺囑上「邱瑞昌」簽名之字跡，經本院送請法務部調

   查局鑑定，鑑定結果略以：「106 年2 月10日自書遺囑原本

   1 紙：編為甲類資料。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107 年3 月28

   日新北板地籍字第1073995144號函所附之106 年板登字第00

   0000號書狀補給登記案原告1 份：編為乙類資料。」、「甲

   類資料上2 枚直式『邱瑞昌』簽名筆跡與乙類資料上直、橫

   式各2 枚『邱瑞昌』簽名筆跡筆跡筆劃特徵相同，研判應出

   於同一人手筆。二、甲類資料上『丙○○』、『乙○○』之

   『邱瑞』筆跡與乙類資料上『邱瑞昌』之『邱瑞』筆跡筆劃

   特徵相同，研判應出於同一人手筆。三、有關甲、乙類資料

   上除『邱瑞昌』簽名、『邱瑞』2 字以外之筆跡是否為同一

   人所為乙節，由於兩者間相同文字，數字之數量太少，歉難

   鑑定；如仍需鑑定，請提供更多當事人或案關人於105 、10

   6 年間平日筆跡資料原本，俾利鑑析。」等文字，有法務部

   調查局107 年7 月5 日調科貳字第10703274420 函暨法務部

   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

   第59至67頁）。本院審酌法務部調查局為國內具有筆跡鑑識

   專業之機關，亦與兩造並無特殊情誼，應能為公正、誠實及

   正確之鑑定，堪認原告應已舉證證明系爭遺囑上之「邱瑞昌

   」簽名，應為邱瑞昌親簽無訛。被告否認系爭遺囑全文為邱

   瑞昌所自書，雖上開鑑定報告認因由於兩者間相同文字，數

   字之數量太少，歉難鑑定（見本院卷二第66頁）等語。然本

   院比較系爭遺囑之內文與其上之「邱瑞昌」簽名，在文字形

   狀、大小、墨色、上下間距與左右行距等部分均大致相仿，

   理應為同一人以同一枝筆在同一時、地所書寫完成，系爭遺

   囑上「邱瑞昌」之簽名既係邱瑞昌親自簽名，業已認定如前

   ，則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之內容均為邱瑞昌所親自書寫乙節，

   亦值採信。被告雖否認系爭遺囑全文內容為邱瑞昌所自書，

   未能舉出反證以實其說，自難可採。

 (三)被告雖另抗辯邱瑞昌立系爭遺囑時已是肝癌末期之病人，立

   遺囑時極可能因劇烈疼痛以致意識不清，其自書遺囑當非其

   本意應屬無效，邱瑞昌在癌末虛弱、劇痛之情況下，如何能

   夠親筆立下系爭遺囑？又邱瑞昌在劇痛之下意識應為模糊，

   而多日來連續注射嗎啡及使用嗎啡類藥物，極可能導致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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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意識混亂，且證人黃勝文律師在邱瑞昌立系爭遺囑並未確

   認其精神狀態為正常，是系爭遺囑是否為邱瑞昌親筆所寫顯

   屬可疑云云。然觀諸卷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馬偕紀念醫院邱瑞昌之護理紀錄，邱瑞昌於106 年2 月9

   日上午9 時36分要求請假，告知醫生予准假外出4 小時，已

   告知請假規則，簽妥請假單，追蹤其返室時間；邱瑞昌於同

   日下午2 時12分請假已返室，續觀察；邱瑞昌於106 年2 月

   10日上午11時43分要求請假，告知醫師准假外出4 小時，已

   告知請假規則，簽妥請假單，追蹤其返室時間；邱瑞昌於同

   日請假返室，意識清楚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9 、271 頁）

   ，實難認當時邱瑞昌係處於神智不清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或

   有其他無法書立系爭遺囑之情狀，被告就此復未能舉證以實

   其說，故被告上開所辯，亦無足採。

 (四)綜上事證，堪認系爭遺囑之內容係由邱瑞昌所書寫，並經由

   邱瑞昌親自簽名，應為真正，再觀諸邱瑞昌已在系爭遺囑上

   記明作成之年、月、日，亦無增減或塗改而須註明增減、塗

   改處所、字數及另行簽名之狀況，亦認系爭遺囑合於民法第

   1190條之規定，而為有效。

四、綜上所述，系爭遺囑確係被繼承人邱瑞昌所親自書立且符合

   民法第1190條規定自書遺囑之法定方式之自書遺囑。從而，

   原告訴請確認系爭遺囑為真正，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朝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於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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