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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辯 

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號案卷 (第 ___ 科) 

 

尊敬的 

輕微民事案件法庭 

法官  閣下 

 

在(原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資料詳列於卷宗內）針對

(被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起的訴訟中，被告依據法律的

規定並以下列理據答辯： 

 

(簡要陳述反對原告訴求的理由)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需要，可使用附加頁) 

                                                 
1
  細心閱讀附件指引，尤其第 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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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應裁定訴訟理由完全不成立，因為未證實原告主張所依據的事實，因此， 

（辯護結論）
2 

應免除被告對訴求的責任。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證據）
4 

證人：(承諾在審判聽證中帶同證人出席，但有特別說明對每一證人作出通知者除外) 

第一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細心閱讀附件指引第 4點。 
3
  如有其他結論提出，可在本欄填寫。參看指引的第 4點。 
4
  細心閱讀附件指引第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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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下的反訴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需要，可使用附加頁) 

所欠的原來本金：澳門幣 ______________ （大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利息 
6： 由 ___ / ___ / ____  至  ____ / ___ / ____ ，按法定利率／約定利率 (年利率 __ %) 

 計算，金額為澳門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請求 
7：關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澳門幣 ___________________ 。 

據此，本訴訟應被裁定理由成立且被證實，並以此判處原告給付澳門幣 ________  

（大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並加上自以下日期起： 

－  自 _____ 年 __ 月 ___ 日 

－  傳喚日 

－  判決日 

至付清之日的法定利息／約定利息以及訴訟費用和職業代理費。 

 

為此，應通知原告對反訴進行答覆，並依法申戒，隨後進行其他程序。 

 

反訴請求金額 
9：澳門幣 _______________ (大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
   如被告有反訴訴求提出，必須在此單獨提出，且須以扼要的方式提出其訴求所依據的事實。請閱讀附件指引，尤

其第 3點。 
6
 有需要時方填寫。 

7 
如適用時方填寫。 

8 
請求的金額應為所欠本金加上至提起訴訟之日已計算的法定利息以及其他可能要求的金額的總和。 

9
  如適用（當有反訴時才指出）。閱讀指引第 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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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承諾在審判聽證中帶同證人出席，但有特別說明對每一證人作出通知者除外) 

第一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具： 

1)  ____ 份文件，編號由 1 至  ____ ； 

2) 法定複本 
10； 

3) (__) 
11法院的代理授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提 示 

－現時訴訟費用最低額大概為澳門幣$800.00 至$1,000.00 之間，倘若在指定開庭日期前達成和解

或撤回訴訟，訴訟費將會有所減低。 

－利害關係人如需提交因訴訟程序而作之一切支出，可自獲悉導致須計算案件費用之裁判時起十日

內提交具合理解釋之說明書（如：證明書、文件認證、影印等費用的收據正本）。 

 

                                                 
10
 答辯狀複本的數量與在經濟上獨立生活的原告的人數相等。此外，必須附具另一份複本以供存檔，以備在出現案

 卷丟失、損毀或遺失時，作為恢復卷宗的依據。除了上述複本外，被告應（以普通紙張）附具答辯文件的副本（副

 本數量按給予對方當事人複本的數量而定）。 
11
 如適用，請以 X標示。 

12
 被告本人或其法院授權的代理人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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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004 號法律增補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1288 條所指的 

答辯填寫指引 

 

1. （表格） 

本表格屬非強制性，當事人可以決定是否選用。 

 

2. （反對原告的訴求） 

被告可透過答辯反對原告所要求的權利。被告在傳喚時將依法受到告誡，被告得

於 15日內答辯和提出證據，可以不委託律師。被告的沉默或不作為將視為承認原

告在請求內所陳述判處被告的事實，導致敗訴以及隨後由被告支付訴訟費用，而

隨著訴訟程序之進行，被告可被剝奪屬其所有的動產或不動產、現金及其部分薪

俸或工資。 

 

3. （事實的簡述） 

在答辯狀內，被告應以扼要的方式敘述事實以反對原告的主張，逐一反駁認為對

其不利的論據。如想提起反訴，應於答辯後單獨進行，並須遵守扼要指明其請求

所依據的事實的原則，應該指明請求的性質，是屬於金錢的性質還是其他，應該

指明該反訴請求的金額，如該金額超過澳門幣 50,000元，則反訴不被受理。雖然

答辯狀和反訴是獨立的文件，但兩者須於接到傳喚後 15日內在同一份文書中遞交。 

 

4. （辯護結論） 

指明被告擬獲法院保護或確認的權利，通常是指出原告的請求理由不成立。如果

提出反訴，還應在相應的反訴請求的結論部分提出判處原告的要求。 

 

5. （證據） 

為了表明事實的真實性，當事人必須提供證據。 

證據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一般可透過文件（文件須逐份標出號碼[即文件一、

文件二、文件三等]，並應與每一陳述的事實相對應），亦可提出不多於六位的證

人作證（證人名單須列明其完整的身份資料，包括姓名、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其他

證件、地址和電話），當事人本人也可作證。當事人本人無須經法院通知可提出該

等證人作證，亦可選擇透過法院通知證人，但這做法或會成為拖延訴訟程序進行

的因素。在某些情況下，則必須尋求技術人員對特定事項作出鑑定（例如：房屋

局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土地工務運輸局、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或由當事人

指定之鑑定人進行的檢測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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