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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法學院 

2018-2019 年度 

民事訴訟 I 及 II 

 宣告之訴教學大綱 

 

任教:邱庭彪副教授, 

 

第一章 簡介澳門民事訴訟程序的流程簡圖 

第二章 訴訟前提中的請求 

第一節 補充請求與擇一請求 

第二節 概括性請求 

第三節 將來到期給付的請求 

第四節 請求之合併 

第三章  訴訟前提（續） 

第一節 當事人能力 

第二節 訴訟能力 

第三節 正當性之概念 

第四節 共同訴訟與聯合 

第四章 訴訟前提相關的概念 

第一節 案件利益值 

第二節 在法院之代理 

第三節 管轄權 

第四節 訴權 

第五節  訴之利益 

第五章 訴訟類型及訴訟形式 

第一節 宣告之訴 

第二節 訴訟形式 

第六章 訴因及訴訟法律關係 

第一節 訴因 

第二節 訴訟行為 

第三節 訴訟法律關係 5 

第四節 在時間上的適用 

第七章 宣告之訴的普通通常訴訟程序 

第一節 訴辯書狀階段 

第二節 起訴狀 

第三節 分發 

第四節 初端批示 

第五節 傳喚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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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答辯 

第七節   反訴 

第八節 清理及準備階段 

第八章 民事訴訟法的原則 

第一節 訴諸公正的保障原則 

第二節 合理期間 

第三節 平等原則 

第四節 辯論原則 

第五節 處分原則 

第六節 調查原則（又或稱為依職權原則） 

第七節 合作原則 

第八節 善意原則 

第九節 當事人平等原則 

第十節 時限原則 

第十一節 形式合適原則及體現 

第十二節 當事人承擔責任原則 

第十三節 訴訟取證原則 

第十四節 訴訟形式合法性原則 

第十五節 證據直接性原則 

第十六節 法官完全參與原則 

第十七節 訴訟經濟原則及行為快捷原則 

第九章 調查階段 

第一節 提交證據方法 

第二節 遞交證據 

第三節 舉證責任 

第四節 證據方法 

第十章 辯論及審判階段 

第一節 事實事宜的審理 

第二節 法律事宜的審理 

第十一章 判決階段 

第一節 判決的期間 

第二節 審判之順序 

第三節 判處的範圍 

第四節 判決的效力 

第十二章 保全措施 

第一節 一般保全措施的範圍、要件、失效 

第二節 特別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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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材料 

 

-邱庭彪著，由李金獅等研究生負責整理《澳門民事訴訟法-宣告之訴)2018.8

（打印版） 

- 《民事訴訟法教程》第一卷-總論與訴訟前提（法律課程三年級教材），

Cândidada Silva Antunes Pires（李淑樺）著。中文翻譯：馮文莊（一九九八／一

九九九學年中文初稿），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學年，郭健雄、邱庭彪修訂。（打

印版） 

- 《民事訴訟法教程》第二卷-宣告之訴中之普通訴訟程序（法律課程三年級教

材），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 Pires（李淑樺）著。中文翻譯：馮文莊（一九九

八年十一月中文初稿）；二零零一學年，郭健雄修訂；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學

年，郭健雄、邱庭彪修訂。（打印版） 

  

參考書目 

 

- 《Lições de Processo Civil I》，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 Pires（李淑樺）著，澳門

大學法學院出版 

- 《民事訴訟法教程》，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利馬）著，法律及司法培

訓中心出版，及中（譯）版 

- 《Manual de Processo Civil》，Antunes Varela、J. Miguel bezerra 及 Sampaioe e 

Nora 著，Coimbra 出版社出版。 

- 《Introdução ao Processo Civil -Conceito e Principios Gerais》，José Lebre de Freitas

著，Coimbra 出版社出版。 

- 《A Acção Declarativa Comum》，José Lebre de Freitas 著，Coimbra 出版社出版。 

- 《Estudos Sobre o Novo Processo Civil》，Miguel Texeira de Sousa 著，Lex 出版社出

版。 

- 《Temas da Reforma do Processo Civil 》，I-IV 冊，António Santos Abrantes Geraldes

著，Coimbra: Almedina 出版社出版。 

-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 e Comentado》，第 I 冊，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Pires （李淑樺）及 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利馬）著，澳門大學

法學院出版。 

-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I-VI 冊，José Alberto dos Reis 著，Coimbra 出

版社出版。 

-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I-III 冊，José Lebre de Freitas、João Redinha

及 Rui Pinto 著，Coimbra 出版社出版。 

-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Abílio Neto 著，Ediforum 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