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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礎概念與體系架構
第一節 民事程序法
壹、概說 1
民事實體法，諸如：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
乃以「規範」私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為其主要任務。相較之下，民事程序法，諸
如：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強制執行法、家事事件法……等，其任務與實體
法有所不同：當「實體法所規範之某權利義務關係，其存在與否，於某等人間，
已出現對立爭執」2時，私權可能已無法自治，而須使紛爭主體得以透過一定之
「紛爭解決」制度，循某種「程序」
，以「確定」其等權利義務關係之存否。
當「實體法所規範之某給付權利，經權利人請求後，給付義務人仍不主動自行履
行」時，給付權利人即須透過一定之「權利實現」制度，循某種「程序」，以強
制「實現」其權利。特定法律關係之形成（例如：民法第 244 條、第 1052 條
等形成訴權之規定）
，為求慎重，尚須透過請求法院裁判為之3。此外，於紛爭
類型多樣化、複雜化之今日，人民需求國家適度介入，以提供在法律生活上一定
保護照顧之情形愈增，而須有更多元之程序以為因應，非訟事件及其程序因而誕
生。4

貳、紛爭解決制度
一、訟爭性與既判力
1

2
3

4

本節之介紹，主要係提供給較無民事程序法基礎之讀者，在即將進入浩瀚星際（事件類
型及合併態樣多到爆）
、穿梭於虛實之間（訴訟及非訟傻傻分不清）的家事事件程序前，
一堂原力覺醒的課（懶人包）。
此種情形，又稱為「訟爭性」，參見後述。
以民法第 1052 條為例，夫妻之一方主張此形成訴權存在者，須以他方為被告提起「離
婚形成訴訟」
，循訴訟程序，請求受訴法院作成離婚「形成判決」
，以解消雙方之婚姻關
係。關於離婚形成訴訟，參見後述。
簡言之，民事程序法所處理者乃「現實世界」之紛擾，其部分重要制度及其主要任務即
為：透過「紛爭解決」制度，以「確定」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存否；透過「權利實現」
制度，以強制「實現」權利；特定法律關係之形成，須透過訴請法院為之。或者，透過
「非訟事件程序」，以提供人民在法律生活上一定之保護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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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解決制度所欲解決之「紛爭」，乃指具有「訟爭性」者，即：某
實體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存在與否，於某人與某人間，具有對立之爭執 5。
至於所謂實體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不論係涉及「財產權」存否之爭執 6，
或係涉及「身分關係」存否之爭執 7，均包括在內。
紛爭發生後，制度面上之重點，即從如何預防，轉為如何「解決」。
而所謂「解決紛爭」，所欲解決者，即指「系爭實體法上權利義務關係存
在與否之爭執」
；至解決之「方式」
，簡言之，即：就該紛爭，藉由某種機
制、並循一定之「程序」
，交由「某主體」
，作成「確定」該爭執之實體法
上權利義務關係存在與否之「決定」
，並使該決定「所確定之狀態」
，得以
發生一定之法律上效力，阻止同一紛爭再行開啟程序而反覆或矛盾爭執，
以「終局」解決紛爭。而該「得以確定權利義務關係、並禁止紛爭反覆或
矛盾爭執」之法律上效力，稱為「既判力」。

二、類型
現行法制下之紛爭解決制度，主要規範於民事訴訟法及家事事件法，
其類型大抵上有：「訴訟」制度，其特色略為：為追求慎重、正確之裁
判，而行較為嚴謹、賦予當事人較為完整之程序保障、惟亦較為耗費勞力、
時間、費用之訴訟程序，交由中立之「法官」作成「判決」
，以解決紛爭。
除了訴訟制度之外，尚有所謂「訴訟外（替代性）紛爭解決制度」，諸
如：
「程序上和解」
、法院之「調解」等。就此二者而言，相較於訴訟制度，
特色略為：係透過兩造之「合意」而解決紛爭，並較為節省勞力、時間、
費用。另外，家事法針對家事紛爭之特性，尚設有其他紛爭解決制度，
例如：家事法第 33 條及第 36 條所定之合意裁定及適當裁定制度；此外，
就部分家事非訟程序，亦可能承認法院所為之確定裁定發生「既判力」8，
而得以解決紛爭，例如：家事法第 90 條第 4 項之情形。
5

6

7

8

所謂訟爭性，重點不僅在於有爭執，更重要之處在於：所對立爭執者為「某實體法上權
利義務關係之存在與否」。
例如：於借款返還，雙方爭執民法第 478 條請求權之存否；於車禍紛爭，雙方爭執民法
第 184 條侵權請求權之存否；於拆屋還地，雙方爭執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之存否；
或某等人間就某本票債權、某物之所有權或抵押權之存否……等有所爭執之情形均屬
之。
例如：某等人間，就婚姻關係、親子女關係、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婚姻關係得否撤銷、
得否離婚而解消婚姻……等有所爭執之情形均屬之。
就「何等家事非訟程序，法院所為之裁定確定後得承認具有既判力」一事，為家事法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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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1-0】紛爭解決制度—概說及類型
財產權之存否
紛爭-訟爭性

身分關係之存否

概說
紛

解決-既判力

爭
解

民事訴訟程序(民訴 400I)

決

規範於民事訴訟法

制

民事訴訟上和解(民訴 380I)
民事調解(民訴 416I)

度
類型

家事訴訟程序(家 51 準用民訴 400I)
家事程序上和解(家 45II、家 101I 等)
規範於家事事件法

家事調解(家 30II)
合意裁定及適當裁定制度(家 35I、36II)
部分家事非訟裁定程序(例如：家 90IV)

三、訴訟制度
概說—就訴訟事件、行訴訟程序、適用訴訟法理：
就具有「訟爭性」之「訴訟事件」 9，由原告列某人為被告，提起
訴訟（即「起訴」10）
，交由「受訴法院」依循「訴訟程序」11並適用「其
為重要之問題。進一步介紹，參見第四編第一章。
9
10

11

「訟爭性」，可謂係「訴訟事件」最重要的特徵。
起訴，即「就該訴訟事件，請求受訴法院為審判」之訴訟行為。而訴有三要素—當事人、
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
「當事人」
，即：
（於一審，稱為）原告與被告、
（於上訴審，稱為）
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為訴訟程序主要受保障之程序主體。
「訴訟標的」
，簡言之，即原告
請求法院判斷存在與否之「爭執之權利義務法律關係（或事實狀態）」
，為訴訟程序中兩
造攻防及法院審判之核心單位。至於「訴之聲明」，即當事人透過訴訟所欲獲得之終局
具體結果（結論），而請求法院於裁判主文容認之。原告所主張、提出之「訴之聲明及
訴訟標的」，又可合稱為其「訴訟上請求」，構成法院審判之程序客體。
訴訟程序，始於原告之起訴；至於終點，若原告未撤回起訴、兩造亦未成立和解或調解
者，則為裁判確定時。其審級結構，簡言之，可分成第一審程序及上訴審程序。至其流
程，以第一審程序為例，略有四大階段：程序之開啟；言詞辯論之準備；證據調
查；程序之終結。另，具有對立之兩造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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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原則」（即訴訟法理）12，行使公權力（即審判）：審查原告之起
訴是否具備要件；於具備要件者，就兩造爭執之權利義務關係之存
否，行「證據調查及言詞辯論」（即為「實體有無理由」之審理）後，
就其結論及理由，依「法」作成「判決」；對於下級審法院之判決不
服者，得循「上訴」程序以為救濟；於該程序行至「本案判決確定」
（即：不得上訴）時，發生確定判決效力 13中之「既判力」，並透過該法
律上效力所確定之法狀態，「禁止同一紛爭再行開啟程序而反覆或矛盾
爭執」 14，以終局解決該紛爭。

所謂「訴訟法理」
：
訴訟法理，簡言之，即：就訴訟事件，於其所應循程序之運作上，
法院及當事人所應遵循之「各種審理原則」，特色略有：當事人享有相
當之「處分權限」
、必須承認「既判力」及賦予充足之「程序保障」
、符
合「集中審理」之要求等。簡述如下：
當事人享有相當之處分權限 15：
基本上，訴訟法理之採行，使當事人就下列程序事項享有相當之
處分權限：就「程序之開啟、審理範圍之決定、程序之終結」等程
序事項，當事人原則上有處分之權限。就「事實之主張、自認及不
爭執、證據之提出」等程序事項，當事人原則上亦有處分之權限。
既判力承認之必要性及其正當化依據：
訴訟制度作為紛爭解決制度不可或缺之一環，自有承認既判力之
「必要性」16，以滿足終局解決紛爭之法安定性要求，避免紛爭再燃。
12

13

14
15
16

所謂「訴訟法理」，簡言之，即：就訴訟事件，於其所應循程序之運作上，法院及當事
人所應遵循之「各種審理原則」，參見後述。
某訴訟之確定判決將生何等效力？係僅生一種或發生數種效力？須視該訴訟之狀態（例
如：訴訟種類、判決種類、涉及之紛爭主體、法院之審理內容等）而定。另，就可能發
生之效力「種類」而言，除了既判力，尚有執行力、形成力、爭點效、參加效……等。
舉例言之，某原告提起給付訴訟，如法院認其請求有理由，將容認其聲明而作成給付判
決，於該判決確定時，將承認具有既判力及執行力；反之，如法院認其請求無理由，則
會作成原告之訴駁回之判決，於該判決確定時，解釋上即僅有既判力而無執行力。
參見民訴法第 401 條第 1 項、第 400 條第 1 項、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等規定。
不過，賦予之權限越大，應承擔之責任即越重，參見蜘蛛人經典台詞。
某裁判有無承認既判力之「必要性」
（需求）
，解釋關鍵即在於：其所裁判之事件有無「訟
爭性」。參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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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該承認亦應有其正當化「依據」，即：應賦予當事人充足之「程
序保障」。為此，即可能採取以下之審理原則：
行「言詞辯論」為原則：法院必須開庭，而行必要之言詞辯論（民
訴法第 221 條第 1 項參照）。
行「直接審理」為原則：要求為本案裁判之法官，須親自參與本案
審理程序（民訴法第 221 條第 2 項參照）。
對於實體爭執事項，須行「嚴格證明」：就實體爭執事項之證明及
認定，必須依循「法定」之證據方法及證據調查程序，以求慎重；
法院於此範圍無裁量權限。
應有「審級救濟」及提起「再審」之機會：裁判確定前，應賦予當
事人有「審級救濟」
（上訴或抗告）之機會；裁判確定後，亦應（於
一定之特殊情形下）賦予其有提起「再審」之機會。
符合集中審理之要求：
追求慎重而正確之裁判，亦必須兼顧促進訴訟，而符合「集中審
理」之要求。為此，即可能採行以下之審理原則：
爭點集中審理主義：要求「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先行整理、確
定本案之「爭點」
，以利日後得集中於爭點調查證據（民訴法第 296
條之 1 第 1 項參照）。
適時提出主義：要求當事人應於「適當時期」（例如：有行準備程
序者，於該準備程序中）提出「攻擊防禦方法」；若逾時提出，將
可能受到失權制裁（民訴法第 196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76 條參
照）。

程序法理適用—以「民事訴訟」為例：
依該事件之「特性」而定：
某事件於運作程序時應適用何等之程序法理，關鍵在於，視該事
件之「特性」而定，諸如：其有無「訟爭性」；其有無「公益」之要
求，而須否限制程序主體之處分權限等。
民事訴訟法理：
於「民事訴訟」，不論係借款返還、車禍紛爭、拆屋還地、買賣
糾紛，抑或係本票債權、某物之所有權或抵押權之存否……等事件，

008

80/20 法則
家事事件法－曙光乍現

由於均具有以下共通「特性」：具訟爭性；惟所爭執者均為一般
「財產權」之存否，原則上無公益之要求，當事人之處分權限亦無特
別限制之必要（即：得處分）
。故，該等事件均可「定性」為所謂「民
事訴訟事件」，大抵上無特別區分類型之必要，並使其等均循「民事
訴訟程序」為處理、並均適用「民事訴訟法理」為審理即可。而民事
訴訟法理之具體內涵，諸如：
程序之開啟、審理範圍之決定、程序之終結—採行處分權主義為原
則：
就「程序之開啟、審理範圍之決定、程序之終結」此三層面之
程序事項，賦予當事人完整處分權限之審理原則，稱為「處分權主
義」。若某訴訟事件於程序之運作上採行處分權主義（三層面之所
有內涵）者，則當事人即具有以下事項之處分權限：第一層面：
就程序之開啟，得起訴，或為性質相同之行為，例如：為訴之合併
（含：合併態樣之選擇），或為訴之變更、追加、反訴，或為程序
之轉換等；就下級審裁判不服，得為上訴、抗告等。第二層面：
當事人之聲明，拘束法院之審判範圍，此又稱「聲明拘束（性）原
則」。第三層面：就程序之終結，得為捨棄、認諾 17、成立程序
上和解；原告得撤回起訴（民訴法第 262 條）、上訴人得撤回上訴
（民訴法第 459 條）等。
於民事訴訟，由於事件之特性上多無特別限制處分權之必要，
則本於程序主體應享有程序處分權之基本要求，原則上即採行處分
權主義，就上開程序事項，賦予當事人完整之處分權限。
事實之主張、自認及不爭執、證據之提出—採行辯論主義為原則：
就「事實之主張、自認及不爭執、證據之提出」此三命題之程
序事項，賦予當事人完整處分權限之審理原則，稱為「辯論主義」。
若某訴訟事件於程序之運作上採行辯論主義（三命題之所有內涵）
者，則當事人即具有以下事項之處分權限：第一命題：當事人得
主張、或不主張某事實；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法院不得採為裁判
之基礎。第二命題：當事人對於某事實得為自認（第 279 條第 1
17

「捨棄」，即原告承認其訴訟標的為無理由之訴訟行為；「認諾」，即被告承認原告之訴
訟標的為有理由之訴訟行為。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法院即
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本案判決（民訴法第 384 條）。

第一編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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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18或不爭執（第 280 條第 1 項） 19；法院應受拘束，據以該事
實為裁判之基礎 20 。第三命題：當事人得提出證據請求法院調
查；當事人未聲明之證據，法院不得調查。
於民事訴訟，由於事件之特性上多無特別限制處分權之必要，
則本於程序主體應享有程序處分權之基本要求，原則上即採行辯論
主義，就上開程序事項，賦予當事人完整之處分權限。換言之，當
事人對於事實與證據，具有主張、提出之權能與責任。
其他民事訴訟採行之審理原則：
除了前述之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外，民事訴訟亦採行以下
審理原則：採行言詞辯論為原則；採行直接審理為原則；對於實體
爭執事項，須經嚴格證明；採行爭點集中審理主義；採行適時提出
主義；採行公開審理為原則（法院組織法第 86 條參照）等。

18

19

20

「自認」，即訴訟上當事人之一造，對於他造所主張不利於己之事實，於書狀內或言詞
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為相一致（承認）之陳述。
「不爭執」，即訴訟上當事人之一造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消極的不表示意見，法律擬
制其為自認而言（71 年台上字第 3516 號判例參照）。
參見 26 年上字第 805 號判例：
「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
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法院自應認當事人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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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1-1】民事訴訟—事件、程序及法理
特性(具共通性)
事件

具訟爭性；一般財產權存否之爭執
原則上無公益要求；當事人具處分權限

定性：民事訴訟事件
程序主體：以當事人為主
應循之程序：民事訴訟程序

實體爭執：作成附理由之判決
裁判：具羈束力(民訴 231I、238)
程序結構：兩造當事人對立原則

1.當事人享有相當之處分權限：
(1)程序之開啟、審理範圍之決定、終結：採行處分權主義為原則
(2)事實之主張、自認及不爭執、證據之提出：採行辯論主義為原
則
2.既判力之必要性及其正當化依據：
適用民事

(1)採行言詞辯論為原則(民訴 221I)

訴訟法理

(2)採行直接審理為原則(民訴 221II)
(3)實體爭執事項-須經嚴格證明
(4)應有審級救濟及提起再審之機會
3.符合集中審理之要求：
(1)採行爭點集中審理主義
(2)適時提出與失權制裁
4.採行公開審理為原則

參、權利實現制度
一、概說
實體法上「給付權利」
（即請求權）之「實現」
，主要方式有二，即：
經權利人「請求」後，由給付義務人「主動、自行履行」其給付義務而
實現，此際，實體法上給付權利之「規範」獲得落實，無須程序法之介入；
若給付義務人「不主動自行履行」其給付義務，此際，給付權利人即須
透過「民事權利實現制度」—請求「國家」循一定之「程序」，對給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