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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人权益之程序救济
———兼论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完善
王合静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要： 我国立法设置了多重第三人权益救济之程序，配置于诉讼各阶段，适用于不同之情形。 通
过对第三权益程序救济功能的探讨和程序间适用冲突之厘定，实现程序配置的自洽性和合理性。同时，
摘

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审理程序和裁判对象等加以明确和规范。
关键词： 第三人; 程序; 救济; 第三人撤销之诉
中图分类号： D925．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275（ 2014） 05 － 0053 － 08

一、问题的提出
民事诉讼乃为解决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纠纷而设立的司法程序 。 基于对私权纠纷的裁断，民事
诉讼程序必然遵循当事人对其权利自我设定的原则和制度 ，譬如，辩论主义、处分原则和自认制度。 这
就不可避免地在诉讼中会触及到第三人的权益以及对其权益的保护 。立法者在解决以当事人两造对立
为核心的诉讼程序中，对第三人权益的维护亦赋予了不同的救济路径 。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诉法》) 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增加了第三人撤
销之诉，即对于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 ，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
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至此，我国新《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第三人权益的维护提供了四种程序救济途径。 第一，第
三人参加之诉; 第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第四，案外人申请再审。我国民事诉
讼法中对第三人的界定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 ，因而参加到诉讼中的人;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是指对
他人间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但和案件的判决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而参加到诉讼中的
人。在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类似于我国第三人地位的被称之为主参加人和从参加人或独立当事人和辅助当
事人 ① 。主参加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全部或者一部分 ，有独立的请求权，或主张因其诉讼结果
使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参加本诉讼的人。从参加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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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对第三人称为主参加人和从参加人; 日本民诉法对第三人称为独立当事人和辅助当事人。

53

2014 年第 6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助一方当事人，而参加到诉讼中的人。
［1］

第三人参加诉讼是指第三人为保护自己的权利 ，加入他人间已系属之诉讼而为的诉讼行为

。换

言之，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本诉系属法院为基础 ，以申请或者被法院通知的形式参加诉讼 。第三人通过对
诉讼程序的参与，影响裁判结果的形成，以维护其权益。因此，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事先救济之方式 。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第三人认为生效的裁判 、调解书，损害了其民事权益，可以向作出该裁判、调解
书的法院提起诉讼，以撤销或者变更原生效的法律文书对其不利之部分 。我国台湾地区、法国等民事诉
讼法规定有类似之制度。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被法院驳回的 ，如果执行标的的错误和原裁
判没有关系，那么案外人可以执行债权人为被告 （ 原则上） 向法院提起的要求法院作出不得强制执行或
［2］

撤销执行程序判决的诉讼

。对案外人而言，执行异议之诉是在司法程序即为终结之时为阻止执行行

为而对其权益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 。
案外人申请再审是指案外人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且被法院驳回的 ，如果执行标的的错误和原裁
判、调解书有关系，那么案外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 ①。案外人利用再审程序对其权益进行救济须在执
行阶段，且作为执行根据的裁判文书侵犯了案外人的利益 。
就上述对第三人权益救济的方式而言 ，第一种乃是以第三人直接参诉的形式维护其权益 ，属于事先
救济； 余下三种皆是对生效之后的裁判和调解书侵犯其权益时设置的救济路径 ，具有事后救济之属性，
然视第三人提出救济的时间不同 ，又有所差异。由此，我国对第三人权益的程序救济形成了以第三人事
前参加诉讼和事后提起的撤销之诉 、申请再审和执行异议之诉的保障制度 ，分别在诉讼进程的不同阶段
和不同条件之下对第三人的权益进行救助 。
但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申请再审关涉生效裁判和调解书的既判力之事项 ，二者在适用中存
在着一定的条件交叉和冲突。同时，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执行异议之诉亦存在着适用程序之先后 ，且第三
人撤销之诉的功效同第三人参加之诉的设置紧密相连 。同域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立法对第三人
撤销之诉的规定相当简略和粗疏 ，以致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和解释具有较大的空间 ，由此造成第三
人撤销之诉在适用中的窘境 ②。
在先前的研究中，学者们纷纷探讨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性质 、构成、主体以及适用条件等，但是较少
从第三人权益保障的程序系统进行分析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第三人权益保障的程序功能和配置进行
探究，并提出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完善 ，以实现立法对第三人权益程序配置的合理化 。
二、第三人权益救济程序设置之目的
( 一) 第三人参加之诉
第三人参加之诉的设置是为了在诉讼之中 ，将关涉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利益的相互对立或者相互牵
制的三方纠纷，置放于一个诉讼程序中加以解决，以防止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并提高诉讼效率。
通过以事前救济的方式，给第三人提供参诉的程序保障和影响裁判形成的机会 ，避免法院在裁判生效之
后重启对案件的审理。此种方式有利于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司法解纷的权威性 。
但是，同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人参诉制度相比较 ，我国的第三人制度缺乏对诈害诉讼的保护 。其
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对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范围规定较为狭窄 ，未含及类似大陆法系国家中那些认
为其和案件的判决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而参加到诉讼中的主体。缺失了这部分主体，对于原被
告在诉讼中实施了诈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 ，其则无法事先参与诉讼，对抗损害其利益之行为。这就影响
①
②

民诉法对此没有规定，而是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创设。
以某市中级法院为例，自 2013 年新民诉法施行以来，到 2014 年年底，全市下辖 10 个区县法院共受理 4 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

皆在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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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人参加诉讼功效之实现。
( 二) 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入法源于近些年来虚假诉讼 、恶意诉讼日益增加，当事人利用诉讼中的处分和调
解行为，以合法的形式实施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 。在此现实情景之下，尽管已经存在着以司法解释之
形式设立的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规定和执行异议之制度 ，但是，尚不足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应当对
［3］

受到侵害而未能参加诉讼且案件也未进入执行程序的第三人给予救济

。 于此，我国《民诉法 》修订时

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换言之，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对受到生效裁判损害的案外
第三人的利益给予程序之救济。
我国台湾地区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亦在于让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 ，强令其忍受不利判决的效
力，无异于侵害其诉讼权、财产权。为弥补此缺陷，并贯彻程序法上基本权的要求，应使该第三人于保障
［4］

其权益之必要范围内，得请求撤销原确定判决

。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具有“使第三人在判决宣告之

［5］
后为阻止判决对其造成损害而采取行动的方法 ，具有‘补救性质 ’。” 很显然，立法者设立第三人撤销

之诉制度乃为了撤去生效裁判、调解书对第三人不利结果之影响，原则上不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换
言之，原生效裁判、调解书不涉及第三人利益部分的，即使经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在原当事人之间
依然具有既判力。其虽具有推翻生效裁判既判力之效果 ，但是，它以撤销的内容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为界
限。
( 三) 案外人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是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调解书发生错误时，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生效
裁判、调解书的一种救济途径。囿于民事程序法中含及的对个体权利尊重的诸如自认 、处分原则等相关
规定，出现了一些生效的裁判、调解书损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形。为了回应立法对再审规定和案外人权益
受损之冲突，我国在司法解释中赋予了案外人申请再审之权利 ，意欲扩大申请再审主体的范围，对案外
人提供事后的权益救济之途径。这是对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扩张于利害关系的案外人的一种回应 ，是对
案外人提供的一种事后程序保障 。但是，案外人申请再审仅能在生效的裁判、调解书进入执行程序时，
且以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为前置 ，仅在异议被驳回时方可申请再审 ①。
对案外人申请再审时间的限定，使得生效的裁判、调解书若不进入执行程序时，案外人受损的权益
则无救济的途径。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譬如日本，对案外人权益的保护是以再审之诉的途径加以救济
［6］

的，旨在保护受判决效力及于固有利益受损的第三人以及受判决欺诈的第三人

。

( 四) 执行异议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和案外人申请再审同为法院在对生效的裁判 、调解书执行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权益损
害时的救济方式。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是认为执行标的的错误和原生
［7］

效的裁判无关，提起执行异议的目的在于阻止或撤销执行机构对执行标的的执行

。 执行异议主要涉

及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大多是对执行标的的权属有争议。通过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当事人具有制约、监
［8］

督和矫治执行行为的一种执行救济制度

。因此，执行异议之诉不具有解决当事人和案外人之间纠纷

之功效，不关涉作为执行根据的生效的裁判的效力 ，仅为阻止执行行为的实现。
通过对上述第三人权益保障相关程序救济目的的探讨 ，可以看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第三人的权益
起着事先维护之功效； 而新设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乃是应对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获致生效的裁判
文书、调解书损害第三人权益时的救济程序 。救济的阶段为裁判、调解书生效之后的一定期限以及不需
要执行的诉讼文书。案外人申请再审和执行异议之诉，则是在执行程序中，为防止执行行为侵害案外人
的权益，而赋予其的救济途径。这四种程序为案外人权益之维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立法救济体系 ，且不
同程序的设置具有不同的立法意旨 ，亦有其不同的适用阶段和条件。
但是，这些程序之间在适用中存有一定的交叉和冲突 ，因而，有必要对各程序之间的衔接和适用加
①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八条规定（ 法〔2011〕159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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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以实现程序之间配置的自洽和完整 ，形成合理的第三人程序救济之体系 。
三、第三人权益救济程序适用之检视
( 一) 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申请再审提起时间之冲突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时间为第三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 ，
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换言之，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时间应从第三人知
道生效的裁判损害其权益时起的六个月之内 ，提起撤销之诉。
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时间为对生效的裁判 、调解书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了书面异
议，且被驳回之后。案外人认为执行标的的错误和原生效裁判有关联的 ，可对其申请再审。
根据前述的时间阶段，如果案件在执行的过程中，第三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了异议，法院经审查，驳回
了该异议，但是生效的裁判尚未超过六个月，那么，第三人是申请再审还是提起撤销之诉呢 ？ 譬如，当事
人甲申请法院执行其与乙达成的关于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的调解书 ，第三人乙认为法院对执行
标的的执行损害了其利益，提出了执行异议，该异议被法院驳回。若第三人认为执行标的的错误是作为
执行根据的调解书造成的，那么，第三人是提出撤销之诉还是申请再审呢 ？
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申请再审发生竞合时 ，应优先适用何种程序，现行法上对此没有加以
规定。但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诉法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具有事后性，如果和执行程序发生竞
合时，应优先适用执行异议。有学者认为，如果需要寻求救济的第三人在有其他可以救济的程序或尚未
穷尽相关救济方式的前提下不得启动这一程序 ，例如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竞合时 ，案外
［9］

人执行异议就要优先适用，而第三人撤销之诉则要缓行

。此外，从解决纠纷的目的上来考量，再审程

序能够对当事人争议的纠纷以及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一并解决 ，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仅是
撤销原裁判中对第三人不利益之部分 ，与第三人利益无关的裁判内容在当事人之间依然有效 。因此，第
三人既可提起撤销之诉，又可通过执行异议，继而申请再审的，应以案外人申请再审程序救济优先为原
则。
( 二) 第三人撤销之诉定位主体之扩张和限制
新《民诉法》把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在第五十六条之中 ①，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认为能够行使
撤销权的第三人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 但是，这两类第三人是否当然
为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呢？ 以下试分析之。
从法条的规定来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提起撤销之诉 ，但是问题在于，《民诉法 》规定的有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理论上公认的解释是，其有权选择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也可以原告的身份
［10］

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

。也就是说，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既可单独起诉，亦可提起第三人撤

销之诉。但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宜作为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 。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若单独起诉 ，则进入正常的诉讼程序，及至形成裁判，这种方式不会损及生
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而第三人撤销之诉乃为事后审的救济程序 ，旨在改变生效裁判所确定的法
律关系，有悖于既判力的法律效果。因而，对事后审适用的原则一般应为穷尽事先救济的途径之后方能
使用。换言之，既然对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存在着事先的另诉救济制度 ，就无必要允许其提起撤销之
诉。学者张卫平教授对此认为，如果存在一般救济程序，是否还有必要适用特殊的事后救济程序。 而
①

第五十六条规定：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

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
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
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 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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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他人的诉讼判决如果对该第三人本身就没有约束力 ，是否还有必要推翻他人之间的裁判就存有疑
［11］

问

。根据程序救济配置的原理，能够以事前程序救济的，则不宜采事后救济之路径，所以，尽管法律

无明确规定，从法理上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宜成为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 。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分为被告型的第三人和辅助型的第三人 。就被告型的第三人而言，一般是
被通知参加诉讼。如果其参加了诉讼，若生效裁判存在错误的，那么其可申请再审。如果非因其自身的
原因未参加诉讼，但受判决效力约束的，那么其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同时，根据《民诉法 》的规定，
被判令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亦可申请再审 ①。 换言之，被告型的第三人依然存在着对申请再审和撤
销之诉的选择适用。被告型第三人申请再审需符合再审事由的规定 ，而提起撤销之诉则无具体的法律
规定。笔者认为，二者适用程序重合时，应优先适用再审程序。
辅助型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目的 ，是辅助一方当事人查明案件的事实。 其参加诉讼的方式为主动
［12］

参加，但是，其本人和诉讼请求没有直接关系，具有参加的效力，但不受既判力的约束

。 参加效力是

指辅助参加人和被参加人败诉了 ，他们共同承担败诉的后果的责任。实体责任由被参加人承担，辅助参
加人承担的是判决理由中事实认定之效力 。但是，如果辅助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且不是由其本人的原
因造成的，裁判理由部分涉及有对其不利之部分 。那么，根据现行法律之规定，其能够成为第三人撤销
之诉的主体。
除了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外 ，亦存在着其他应当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情形 。譬如，遗漏的必
要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财产权案件中，如果共同所有人之一对被告提起了返还财产的诉讼 ，若其遭受败
诉的后果，而法院的判决亦损害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另一共同财产权之人 。 那么另一共同人是否有权提
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界定为原确定终局判决效力所及之有法律
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这种范围界定较为宽泛，只要存在受判决效力约束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可 。
对于何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也无明确的标准。一般来说，应当具有实体法上的
关系。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为与要求撤销的判决存在利益的人②。
这种利益不仅包括物质或财产利益 ，也可以是精神利益。但是并非以第三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为构
成要件。换言之，生效的裁判有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即符合 。 因此，这里的第三人为案外人，以具有
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别第三人的标准 。当然，这种标准已能含及我国前述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 因
此，笔者认为，我国有权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应做扩大解释 ，不仅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应
含及于其他的和裁判、调解书具有法律上利益的案外人。
( 三) 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程序之模糊
现行《民诉法》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规定具体的审查和受理条件，但是，它被放置于第三人制度
中，意指应适用普通程序提起诉讼的要件 。也就是说，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除了需符合一般的起诉要
件之外，亦应符合提起撤销之诉的条件，即“有证据证明原裁判、调解书有错误的 ”。 如在法院审查撤销
之诉期间，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如何处理。我国《民诉法 》对此无规定，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的做法则是不停止对原裁判的执行 。譬如，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规定，“原判决之当事人依该判决申请
执行时，自不应因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即受影响 ，无停止原判决执行之效力。 第三人提供确定担保，则
可于撤销之诉声明的范围内，对第三人不利的部分，以裁定停止原确定判决之效力。驳回当事人申请的
［13］

裁定，可以抗告。” 换言之，原生效裁判不能因提起撤销之诉而停止执行，如果第三人提供担保的，则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
① 《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民诉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应当再审： 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即任何于其中有利益的人，均允许提出第三人异议，但以该人在其攻击的判决中既不
② 参见《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 583 条规定，
是当事人，也未经代理进行诉讼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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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撤销的范围内停止执行。
我国《民诉法》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应适用的审理程序未予以明确规定 。 根据立法对第三人的规定，
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应适用普通程序 。但是，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以原生效裁判的原被告为被告提
起的一种撤销对第三人不利部分之诉 ，是对生效裁判的重新审理，故在性质上属于事后纠错程序。对纠
错程序的审理，一般应适用再审程序之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对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再审之诉的
相关规定。那么，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应适用再审程序审理呢 ？ 笔者认为，尽管第三人撤销之诉具有
事后性，但是，其毕竟不同于再审之诉。第三人尚未参加过诉讼，如果对其适用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即经
过一次法院的审理，即产生终审判决的效力，那么对第三人而言，则缺乏法院二次审理之程序保障。 法
国民诉法第 592 条规定，对第三人异议所做出的判决，可以提起上诉。 而在再审之诉中，当事人已经参
加过对原裁判的审理，即使适用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其亦历经了充分的程序救济。 所以，对第三人撤销
［14］

之诉的审理应适用一审程序，即使生效的裁判、调解书为二审的也不例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

四、第三人权益救济程序之制度建议
( 一) 扩大第三人主体的范围
根据程序救济之原理，应尽可能以事先程序对第三人提供救济。 但是，由于我国第三人的范围狭
窄，特别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含及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案外人 ，造成了在本诉中此类人员无法参
与诉讼，以致不能有效防止诈害诉讼，恶意诉讼等情形。立法增加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乃为防止虚
假诉讼的行为。但是，通过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的分析，并不能够防止诈害诉讼。 譬如，甲欠乙 100
万货款，为逃避债务，甲与丙串通，由丙起诉甲返还虚构的借款 200 万元。 诉讼中，甲自认欠债事实，致
丙获胜，将甲唯一的不动产过户于丙，损及乙的利益。在此情形下，乙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能
对原诉讼标的提起独立的诉讼请求 ； 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乙对于甲丙之间的诉讼结果，不具
［15］

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仅是影响到对乙的债权的实现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乙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

提起撤销之诉，乙的利益无法得以维护，则失却了第三人撤销之诉防止虚假诉讼之功能。 因此，为应对
此种情形，应扩大第三人主体的范围。把因诉讼结果使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案外人纳入有独立请求
权第三人的范围，则可以事先救济的途径对第三人的权益给予程序保障 ，避免以损害生效裁判之既判力
和司法权威的方式进行救济。
( 二) 增加诉讼告知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存在诉讼告知制度 （ Steitverkundung） ，“是指当事人将诉讼系属之事告知于可以参加
［16］
诉讼的第三人” 。诉讼告知制度的目的在于事先通知被告知方第三人参加诉讼 ，给其提供程序保障

的机会，维护其利益。 诉讼告知将产生参加效力，接到诉讼告知的第三人同时要受到参加效力的约
［17］

束

。在后诉中，法院不得作出同参加效力相反的判决 。

我国《民诉法》对和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规定的是申请参加或者法院通知参
加。我国没有设立诉讼告知制度，缺乏对第三人事先参诉的程序保障。 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一个重要
的价值就是不断地提醒法官在诉讼中要尽可能地履行诉讼告知的义务 ，通知第三人参加到已经开始的
［18］

诉讼中，在前诉中强化事前的程序保障

。

( 三)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完善
1． 明确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的范围
根据前述，能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乃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但是，对于未参加诉讼的
共同诉讼人乃非因其自己的原因而没有参加诉讼 ，但法官作出的裁判又损及其利益的 ，借鉴域外法系国
家和地区的规定，亦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因此，笔者认为，对我国有权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
不仅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亦应含及其他和裁判、调解书具有法律利益的案外人。
此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如果能够以另诉的方式寻求救济的，则不宜提起撤销之诉。 司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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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应对此加以明确规定。
2． 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对象范围的认定
我国《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申请撤销的未发生法律效力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的判
决、裁定、调解书。根据既判力理论，既判力的约束性表现为法院在后诉中不得作出和前诉判决结果相
矛盾的裁断。换言之，生效的判决对当事人和法院发生既判力的部分为判决的主文 ，而判决理由不具有
既判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之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
事实属于免证的事实。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换言之，生效裁判的判决理由具有证明
的效力，但是有相反证据的则能够推翻。因此，如果生效裁判中不属于判决主文，即判决理由部分的认
定，侵犯了第三人利益的，那么其有证据能够证明该认定错误的 ，且可提起新的诉讼进行救济的，则依据
其持有的证据在诉讼中即可推翻原生效判决中认定的事实 ，而不必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方式来纠
正原判决书中判决理由认定错误之部分 。对于其他的只能以提起撤销之诉的方式进行救济的判决，可
依照撤销之诉的条件申请撤销。
3． 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的顺位
第三人撤销之诉在适用中，倘若该第三人依法应循其他法定程序请求救济者 ，自不允许其利用此一
［19］

程序诉请撤销原确定判决。例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 换言之，第三人撤销之诉具有穷尽其他救济

途径之后才能适用之特性。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同其他对第三人权益救济程序发生冲突时 ，具有后适
用之顺位。
4． 撤销之诉适用之程序
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审级利益，对其提起的撤销之诉，无论原生效裁判适用的是一审程序亦或二审程
序，均应适用一审程序，即使被撤销的裁判是二审裁判。
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应对此加以明确规定 。
5． 裁判的内容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判，主要是针对第三人提出的撤销请求而做出 。 根据我国《民诉法 》第五十六
条之规定，法院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但是，对于撤销或者改变的条件是什么，立法
现无具体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五百零七条之 4I 规定，判决撤销原确定终局判决对该第三人
不利之部分。如果第三人除请求撤销原确定判决对其不利部分外 ，并为变更原判决之声明，而法院认为
有保护必要时，应依第三人之声明，于撤销之范围内变更原判决之判决。 第三人申请撤销原生效裁判、
调解书对其不利之部分，而非撤销全部之内容。对于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中不涉及第三人之部分，在当
事人之间依然具有法律约束力。换言之，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具有变更原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之效力 。
( 四) 取消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规定
如果设立诉讼告知制度，加大对当事人的告知义务，那么，就没有必要设置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
案外人申请再审和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适用上的冲突和重合 ，对于经过告知而仍不参加诉讼的，视为其
放弃对其权利的维护。
通过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整合第三人权益程序救济的途径，构建合理的第三人权益程序保障
体系，以实现程序配置的自洽性和严密性 ，此为程序正义之本质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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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 of the Third Part Interests
—Also on the Systematic Perfection of the Litigation about the Third Part Ｒevoking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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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 of the third part has been set up and is in the different litigious phase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procedural function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procedures，the procedural justification could be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the subject，the procedure and the object of the litigation of the
third part revoking judgment lawsuit should be per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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