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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事程序法
壹、概說
一、實體法與程序法
實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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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範對象，具有多樣性，且各自多有其獨立之理論及運作
方式 1。另，實體法所面對、處理之「法律事實」，具有「靜態、明確」
性，亦即：於實體法之領域，所有之「事實」
，均係「某特定時空點（或
範圍）下之事實狀態」
，並均係「假設為真實」
。同時，實體法之主要任
務即為：該等「假設為真實」之「事實」，經套用、涵攝實體法之「規
範」後，於解釋、評價上，「何人與何人間，發生何等之權利義務法律
關係」。 2

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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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範對象，則較具單一性，且多係適用某
統一、連貫之程序 3。另，程序法所面對、處理之「法律事實」，則具有
「動態、不明確」性，亦即：於程序法之領域，所有之「事實」
，均可能
「隨著時間經過或不同人物之行為（例如：當事人之主張或法院之認定）
而有所不同」
，並經常「真、假未知」
。再者，程序法之任務與實體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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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以「民法」為例，其於規範上分成「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等編，均各
有其適用、處理之法律關係；如再以「債」編而論，其於規範上又可分成「契約」、「侵權
行為」、「不當得利」等不同之債，彼等亦均有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簡言之，民事實體法乃以「規範」私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為其主要任務。
以「民事訴訟法」為例，凡「某等人間，就某等私權之存在與否具有對立性之爭執」
，而欲
透過「訴訟」以「解決」該「紛爭」者，則不論該紛爭究係「借款、買賣、車禍、拆屋還
地、網路交易、消費爭議、公司與董事或股東間之糾紛、保險給付、票款請求……」等何
種，均屬所謂「民事訴訟事件」
，並均係適用「民事訴訟法」中所規範之「民事訴訟程序」，
以解決該等私權存否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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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已出現對立爭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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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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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對應：
試舉一例簡要說明二者之對應，例如〔案例 1-0〕（手機自爆）：某
甲陳稱：其於某時向某乙公司購買一支時下最夯、價格 4 萬元的手機（下
簡稱該手機為「iXS」），惟其於當日購入後、回家將 iXS 開機並下載部
分 app 時，竟然發生連「LINE」app 都「跑不動」之情況，經重新開機
後，手機竟然即「自動彎曲變形」
，並於測試其通話功能時，竟發生「自
爆」，致其左手及左耳遭炸飛，經送醫開刀及住院治療後，支出鉅額醫
藥費用，並至今無法工作，且精神痛苦，估計目前為止受有約 300 萬元
之損害。
實體法部分：
設「甲陳稱之上開事實」（下簡稱 D1 事實）均為「真實」，則依
「實體法」之「規範」
，其應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91 條
之 1 第 1 項、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民法第 360 條、第 227 條、
第 179 條……等規定所生之「權利」（以下依序簡稱上開權利為 C1、
C2、C3……至 C6 權利），「請求」乙公司給付其「300 萬元」。以上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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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透過請求法院裁判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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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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實體法」之主要任務－某「特定時空下之客觀事實」於適用法
律之「規範」後，所得出「某人與某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程序法部分：
惟，僅單以「此一案件」為例，於「現實世界」，即可能面臨以
下諸多問題，而可能需藉由「程序法」予以處理：
「法官還在混（？！）」
：設若該案經網路輿論及媒體報導後轟動一
時，惟乙公司始終不予賠償、而甲亦尚未有所法律行動，請問：全
國任一民事訴訟法官應否、或得否主動審判此一案件？如案發後無
任一法院之法官主動判命乙公司賠償甲，即是否代表所有的法官都
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恐龍？ 7
「話說值得嗎（？！）」
：設甲數次主動聯繫乙公司請求賠償，乙公
司則回覆：「考量您為本公司之忠實客戶，本公司願意提供 500 元
折價卷作為貴客戶添購新機時使用，並願意提供新機 87 折之優惠
方案」
，甲得知後血吐滿一地並對天發誓：
「看我沒有？我告死你！
告到你輸了脫褲子賠我 300 萬！」請問：甲、乙間在「爭執什麼」？
若甲指的「告」是指「民事訴訟」，則甲是否一定會贏得官司？贏
了能「得到」什麼？贏了或輸了的「代價」又是什麼？「告」它究
竟「值得嗎」？有無別種選擇？甲又應如何「把那 300 萬元拿到
手」？ 8
「我要怎麼告（？！）」
：設甲鐵了心，決定要告乙公司，請問：
甲要去哪告？美國？韓國？大陸？台灣？如果台灣可以告，那要去
哪個縣市的哪個法院告？告錯法院怎麼辦？甲需要寫什麼狀子
嗎？怎麼寫？要寫啥？甲是否必須先繳什麼費用？多少錢？怎
麼算？繳不出來怎麼辦？甲究竟要告誰？要告乙公司的總公司
還是分公司？董事長還是總經理？告人好像比想像中難，那甲能
否找人幫忙告？ 9
7

8

9

結論是：民事訴訟法官不應、亦不得主動審判此一案件。理由為：民事訴訟程序於運作上
採行「處分權主義」此一審理原則，在該原則下，訴訟程序之「開啟」必須由當事人為之。
關於「處分權主義」，參見第一編第四章。
此等問題即涉及：
「紛爭解決」制度之概念、類型及選擇，及「權利實現」制度之概念、方
式……等之討論，參見後述。
此等問題即涉及：民事訴訟程序「起訴」時所必須具備、遵守之「要件」為何、如何認定、
欠缺之處理等問題，參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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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給我脫產（？！）」
：設甲準備告乙公司之際，經媒體報導，乙
公司疑似開始瘋狂賤價出清旗下產品、出售廠房設備、大幅關閉門
市等，甲擔心：乙公司竟然給我脫產！若讓其繼續脫產下去，將來
縱使官司打贏了是否還是一塊錢都拿不到，則甲該怎麼辦？ 10
「原來不只我（？！）」
：設甲與乙公司之糾紛曝光後，陸續傳出有
不少其他消費者所購買之同款 iXS 手機亦發生自爆之消息，疑似受
害之人數可能有數十人到數千人不等，損害之金額可能由幾萬元到
幾百萬元不等。請問：針對乙公司之 iXS 手機所引發之數十到數千
起消費糾紛，受害者如何救濟？法院如何消化？ 11
「一次搞定它（？！）」
：設甲列乙公司為被告，向某管轄法院起訴
後（下簡稱 S1 訴訟），甲想要「紛爭一次解決」：除了請求乙公
司「賠償其 300 萬元」
（B1 聲明）之外，甲還要乙公司「登報道歉」
（B2 聲明）12；同時，甲主張前述之 D1 事實，並就其可能得對
乙公司主張之「C1 至 C6」等諸權利，甲還想要「全部一起主張」。
請問：有無何等制度，容許甲「得利用其所提起之 S1 之該一道程
序，為以上之諸請求」？ 13
「怎樣才會贏（？！）」：設甲對乙公司提起 S1 訴訟並為前開 D1
事實之主張後，乙公司之答辯略為：「甲之手機應非係向其所購買
（d1）
；縱確係向其所購買（假設語）
，該手機應無自爆（d2）之離
譜情事；縱手機確有自爆（假設語）
，乙亦無何等故意或過失（d3），
且此亦非導致甲左手及左耳受傷之原因（d4）；該手機之設計、製
造、生產並無瑕疵（d5），且商品符合當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
期待之安全性（d6）；另甲恐未受有何等損害（d7），300 萬元僅為
甲之一面之詞，實乃獅子大開口。」經乙為上述之答辯後，受訴法
院之法官則認為：雖然甲之起訴似乎具備應有之要件而合法，但甲
的故事實在有點離奇（順便摸摸自己口袋裡的 iXS 有沒有鼓起
來）
，且的確都只是甲的單方說法，故對於「甲之 D1 事實及 C1 等
10

11
12

13

此際，甲可能需要透過「暫時權利保護制度」（一般又稱之為保全程序），以「暫時」保護
其權利。就此之基本介紹，參見第一編第三章。
此際即涉及「多數人紛爭解決制度」之運用，進一步介紹，參見第五編第二章、第六編。
甲所提之 S1 訴訟，由於其訴之聲明均係請求法院判命被告乙公司對其為一定內容之給付，
故其所提訴訟之種類，稱為「給付訴訟」。關於訴訟種類，參見後述。
甲可能得利用「訴之合併制度」，進一步介紹，參見第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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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存在」的主張存疑。此際，甲在訴訟上要做什麼，才會贏得官
司？約法官、書記官、法官助理、法警、庭務員、替代役大家一起
吃個熱炒？準備幾個紅包袋？還是？ 14
「好像划不來（？！）」：設甲所提之 S1 訴訟，從起訴後到現在一
審都還沒打完，就已經過了 3 年；其中，遇到承審法官例行輪調了
兩次，然後平均大概每 1 到 3 個月才會開一次庭；而每次開庭前除
了舟車勞頓（例如：怕遲到所以每次都殺小黃、風雨無阻等），然
後法院每次訂的庭期（例如：5 月 1 日下午 3 點 30 分），大概都還
要再等個 3 個小時後（例如：等到晚上 6 點多，肚子好餓）才輪到
本案；然後，好不容易輪到了，甲才開口講個沒幾句話就被法官制
止，然後對造乙公司的代理人又是同樣的一句話：「書狀容候補
陳」，然後，承審法官就開始跟對造乙公司的代理人開始約下次開
庭的時間（例如：訂在 3 個月後），然後，每次的開庭（例如：從
6 點 45 分開始到 7 點前）好像就這樣結束了。獨自坐在小 7 座位
區喝台啤的甲，回首過去，萬念俱灰，淚流滿面，心想：「花了這
麼多的代價（勞力、時間、費用；精神痛苦），到底為了什麼？這
賠償金會不會一毛都拿不到了？當初如果收下了 500 元折價卷，還
能 順 便 用 在 購 買 87 折 的 新 機 上 ， 結 果 現 在 … … 實 在 划 不 來
啊……。天公北啊！300 萬我不要了啦！就給我一支不會自爆的新
手機可以了吧！」在小 7 喝了三天的台啤後，乙公司派人來電，說
願意用一支價值 5 萬元的 iXS-MAX 手機「來談一談」。此際，如

14

一般而言，主張上開 C1 等權利存在的甲，須就該等權利發生之構成要件事實（例如：d1、
d2、d3、d4、d7 等事實）為「主張」，並且須為「具體化」陳述（例如：手機自爆、左手
被炸飛之具體情節）
；此外，主張該等事實存在之甲，就乙所否認而雙方有所爭執者（例如：
d1、d2、d3、d4、d7 等事實），須「提出證據」而聲請法院調查，經法院行證據調查程序
（例如：證人訊問、鑑定、勘驗等）
，並就所得之證據資料經雙方為辯論後，如法院對於該
等權利發生事實之「存在」達到「確信」的心證（心理採信程度）
，法院始會認定該等事實
屬實（為真實），且始會進一步適用實體法之規範而判定甲 C1 等權利是否確係存在；如經
法院適用法律之結果亦確實認定甲所主張之 C1 等權利存在、且乙之賠償金額確實為 300
萬全部，法院始會做成甲夢寐以求的本案判決（J1）
，該判決之理由欄會認定甲之請求有理
由，至於主文欄則會容認甲之聲明（B1）
，一般會撰寫成：
「（第一段）被告乙公司應給付原
告甲新台幣 300 萬元。
（第二段）訴訟費用由被告乙公司負擔。」簡言之，使受訴法院認為
一方之請求有理由之關鍵，往往在於「事實」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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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甲認為打官司（S1 訴訟）實在划不來，訴訟中有無其他紛爭解
決制度可以選擇（轉換）？ 15
「輸了怎麼辦（？！）」：設甲所提之 S1 訴訟經一審法院審理後做
成判決（J1），主文為：「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此際，收到判決書的甲如果不服氣，該如何救濟？ 16
「怎樣才叫贏（？！）」：設甲所提之 S1 訴訟經一審法院審理後做
成判決（J1）
，主文為：
「被告乙公司應給付原告甲新台幣 300 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乙公司負擔。」此際，是否代表甲已經終局贏得官
司、不用再去小 7 喝苦悶台啤？ 17
「贏了然後勒（？！）」：設甲所提之 S1 訴訟經一審法院審理後做
成判決（J1）
，主文為：
「被告乙公司應給付原告甲新台幣 300 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乙公司負擔。」收到判決書的甲心撲通撲通的跳了
20 日幾後，得知乙公司竟未上訴而全案判決確定，此際，是否代
表甲可以在家翹著腿等著乙公司派人登門下跪道歉並捧著 300 萬
元過來？若乙公司遲不履行其給付義務，甲該怎麼辦？ 18

15

甲可考慮與乙公司成立訴訟上和解（第 377 條以下），或由雙方合意將事件移付調解（第
420 條之 1 第 1 項）。關於紛爭解決制度之選擇及轉換，參見後述。

16

甲須於判決書送達後 20 日之上訴期間內提起合法之「上訴」，始能阻斷一審不利判決之確
定（第 398 條、第 440 條）
，上訴二審法院始為本案之審理及裁判。而案件繫屬於上訴二審
程序後，須經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甲之上訴有理由，二審法院始會作成「廢棄一審判決（J1）
及改判容認甲聲明（B1）」之判決（J2）
（第 450 條）
；惟若二審法院認為甲之上訴無理由，
二審法院則只會作成維持原判（J1）之「上訴駁回」判決（J2）（第 449 條第 1 項）。如對
於二審判決不服，在具備上訴三審之要件下，得對之提起三審上訴。關於「上訴審程序」
之基本介紹，參見第一編第三章。

17

18

甲的訴求目的有二，一為紛爭解決，一為實現權利。故對甲而言，真正的贏得官司，必須
是：拿到法院判命「乙應給付甲 300 萬元」之判決（此種於判決之主文中命被告應對原
告為一定給付內容之判決，稱為給付判決）；該判決必須「確定」。簡言之，甲必須取得
確定之給付判決，始可謂終局贏得官司。原因在於，確定之給付判決始同時具有甲二訴求
目的所須之法律上效力，一為解決紛爭之「既判力」，一為實現權利之「執行力」；再者，
所謂判決「確定」
，即指該判決已達不能上訴之狀態，而原則上不再任意變動其法律上效力，
故一般而言，某判決確定時，即為該判決之訴訟程序之終點。綜上，一審獲有利判決之甲
尚不宜高興過了頭，乙一旦對之不服而提起合法上訴，該判決即被阻其確定，雙方即須續
戰上訴審。關於「既判力」與「執行力」、判決「確定」之進一步說明，參見後述。
此際，甲須以該確定之給付判決（J1）作為執行名義，向管轄之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對
乙公司聲請強制執行，而進入強制執行程序。關於強制執行，參見後述。

第一編 基礎概念與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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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不甘心（？！）」：設甲所提之 S1 訴訟歷經一、二、三審之
數年纏訟，惟歷審法院均認「其所主張之 D1 事實及 C1 等權利不
存在」而認其請求無理由，判決駁回其訴，全案確定。S1 確定後，
日日在小 7 喝台啤的甲實在不甘心，決定再來一次：寫個全新的起
訴狀，以「D1 事實及 C1 等權利確係存在」為由，聲明「被告乙公
司應給付其 300 萬元」
（B1）
，對乙公司另行起訴（下簡稱 S2 訴訟）
。
此際，S2 訴訟之受訴法院應如何處理？如甲的意讓其再爭一次，
還是？ 19
二者之對應：
由上述案例及至之情形可知，程序法之任務及其所面臨而須
處理之問題，與實體法有重大不同，對此宜有初步之問題意識，始較
易進入其浩瀚領域；不過，如認程序法主要係作為權利之救濟，則實
體法乃係規範權利之有無，二者須相輔相成，權利保護始能克竟其功。

二、民事程序法
概說：
民事程序法所適用、處理之事件類型，主要為民事財產法（例如：
民法總則、債編、物權、消費者保護法等）、商事法（例如：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票據法、保險法）、身分法（例如：民法親屬、繼承編）
等所生事件，基本上非處理行政法、刑事法等所生事件。再者，其程序
之運作主體原則上即為國家司法機關（主要即受理前開事件之各級法院
民事庭、簡易庭、家事庭、非訟事件處理中心、登記處、提存所、公證
處、民事執行處等及其所屬人員）20，而程序之運作即為國家司法權之
行使、作用（例如：審理、裁判、強制執行等）而屬「司法程序」，故
其規範基本上均具有「公法」性質。

19

20

甲之另行起訴（S2）恐違反了判決確定之一事不再理原則（即 S1 確定判決所生既判力之禁
止反覆作用）
，S2 訴訟之受訴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
，而不
進行任何實體之審理及判決。關於「既判力之禁止反覆作用」之進一步介紹，參見第二編
第二章。
換言之，民事程序法之法律關係（主體）中，原則上必有一方為國家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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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制度（任務）及現行法規範架構：
承前所述，民事程序法之重要制度（任務）
，略有：紛爭解決制度、
權利實現制度、特定法律關係之形成、非訟事件程序等。21而屬民事程
序法之規範，例如：民事訴訟法（處理民事訴訟事件為主）、非訟事件
法（處理民事非訟事件）、強制執行法、家事事件法（處理家事訴訟事
件及家事非訟事件）
、勞動事件法（處理該法第 2 條所稱勞動事件）
、仲
裁法、公證法、提存法等均屬之；此外，若干實質上具程序法規範性質
者，例如：民法第 1067 條第 1 項、第 2 項、法院組織法第 86 條、第
88 條等亦屬之。不過，由於部分制度並非均僅集中規範於某單一法典
中，或者部分法典僅為某制度之一環，故以下以制度之角度出發，依序
介紹紛爭解決、權利實現、特定法律關係之形成等制度及其適用之程序
法規範。 22
【圖示 1-0】民事程序法
事件類型(例如)：民、商、家事等事件
法性質：司法程序，具公法性質
處理之事實：具動態、不明確性
紛爭解決
重要制度(任務)

權利實現
特定法律關係之形成
非訟事件及其程序

民事訴訟法(處理民事訴訟事件為主)
規範(例如)

非訟事件法(處理民事非訟事件)
家事事件法(處理家事訴訟及非訟事件)
強制執行法

21

22

其他重要制度，例如：債務清理程序，而破產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等規範即屬之。惟
此非本書討論範圍，於此敘明。
至於「非訟事件及其程序」之介紹，參見第一編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