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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民事訴訟的概念與目的（任務） 

一、概念 

民事訴訟（Zivilprozess），乃民事法院（普通法院）依當事人的

請求，利用國家權力，強制解決其民事爭執事件（財產及家事事

件）的法定程序；民事訴訟，大多被用以指民事訴訟的審判程序

（Erkenntnisverfahren）。自 2012 年家事事件法（以下稱家事法）取

代民事訴訟法（以下稱民訴法）中的人事訴訟程序規定（舊民訴法

第九編）後，家事事件程序優先適用家事法，舊民訴法第九編並於

2013 年刪除，民訴法（部分非訟及執行程序規定除外）僅為關於財

產訴訟的程序規定，家事法則為家事事件的訴訟及非訟程序規定。 

民事爭執，除民事訴訟外，尚有其他解決紛爭的方法，例如仲

裁、調解、調處、和解等，一般概稱為替代的紛爭解決方法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民訴法中規定的訴訟上和解

（§§377～380）及法院的調解程序（§§403～426）二者，即屬於此

類。在現代法治國家常有司法訴訟案件繁多及程序冗長的問題，以

致國際上有逐漸重視替代的紛爭解決方法之趨勢。 

二、目的 

在任何法律規則中，僅存有權利並不足夠，權利必須能夠貫

徹。雖然可貫徹性（Durchsetzbarkeit）不是個別權利的特徵，然而

如果一個法律規定基本上放棄其可貫徹性，其結果即為自我放棄，

因為此法律規定是否被遵守，將任由當事人自由決定。所以，個人

權利原則上是可以貫徹的，亦為每一部法律規定的特徵之一。 

至於貫徹權利的方法，原始民族採用自力救濟，個人須自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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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其權利，有時藉助於家族給予的協助，甚至於必要時透過武力，

但卻不能擔保其必將獲得勝利。實施自力救濟的結果是，有足夠力

量的人才能實現其權利；在為權利而爭鬥中，實際上權利經常落

空，而外在的法律安定則受到嚴重破壞，這是後來逐漸強大的國家

權力所無法忍受的，是以國家禁止自力救濟，1 而將法律規定的保

障與貫徹，掌握於國家自己的手中，其方法就是國家法院的一套程

序―訴訟程序。 

經過長期的發展，世界各國幾乎都已完全放棄自力救濟，訴訟

成為保護權利的主要甚或唯一允許的方法，已成為人們鮮活的意

識。發明實現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是人類精神智慧的一大貢獻。

由國家訴訟程序取代自力救濟，分派予其第一個當然任務（功能），

不管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是每一訴訟程序作為制度以促使法律

安定，以及客觀法律、法律規則的保障與貫徹。經由法院裁判以保

障法律規定，通常也意味著法律規定的繼續發展。 

民事訴訟作為訴訟程序中的一種，除上述所有訴訟的一般功能

外，有其本身的特殊功能與目的（任務）；惟民事訴訟之目的為何，

因著重點不同，故學說見解未能一致，以下擇其較主要者為簡介。2 

（一）保護主觀權利 

私法（實體法）賦予個人權利，大都也安排有相對應的義務。

通常，權利會受到尊重，義務會被自願地履行。但是，如果一個權

 
1 例外情形，參閱民法第 149 至 152 條。 
2 參閱 H. F. Gaul, Zur Frage nach dem Zweck des Zivilprozesses, AcP 168 

(1968), S. 27-62; Stein/Jonas/Brehm, ZPO, vor §1 Rn. 5-30; O. Jauernig, 
Zivilprozessrecht, 2007, §1;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2010, §1 Rn. 5-11; M. Wolf, Gerichtsverfassungsrecht, 1987, §3；陳榮宗、林
慶苗，民事訴訟法（上），2008 年版，4-6 頁；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

（上），2009 年修訂五版，3-6 頁；邱聯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一），
2010 年版，133-138 頁；李木貴，民事訴訟法（上），2007 年版，1－21-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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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爭執，或義務人無意、不能或草率地履行，或權利遭受侵害，

或法律關係有疑問時，在法治國原則上禁止自力救濟的前提下，國

家必須協助當事人解決，即由國家設立的法院確認及實現當事人的

主觀權利。因此，主觀權利的保護（Schutz subjektiver Rechte），常

被認定為是民事訴訟之主要目的。3 

（二）維護客觀法律 

藉由對當事人的主觀權利之保護，同時客觀法律的效力也得到

貫徹；在實體法上有權利的人，法院依訴訟法判決其勝訴，法律規

定的實效藉此獲得保障。所以，有效維護客觀法律（Bewährung des 

objektiven Rechts），一般也被劃歸為民事訴訟的目的。4 

（三）法秩序的安定 

當事人就權利、義務有爭執時，得透過民事訴訟（法院判決）

解決，而得以維持法律秩序的安定（Rechtsfrieden）；法院的確定判

決，具有既判力（確定力），即使存有錯誤，也僅在法定嚴格條件

下，才能推翻其效力（§§496～507 之 5）。因此，有學者將法秩序的

安定，認定亦屬於民事訴訟的目的。5 

（四）化解私人衝突 

有學者認為化解私人衝突（Konfliktlösung）或紛爭，亦為民事

訴訟的目的，蓋法官不僅應對權利爭執作裁判，另一方面，亦應盡

量設法讓當事人和平解決爭執。 6  此觀點亦可從民訴法的和解
 

3 參閱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上），2008 年版，4-5 頁；王甲乙、
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論，2010 年版，1 頁。 

4 參閱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上），2009 年修訂五版，4 頁。 
5 例如 Sax, ZZP 67 (1954), 21 ff.; Schönke, Das Rechtsschutzbedürfnis, 1950, S. 

11, 13, 19。反對見解，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2010, 
§1 Rn. 10 則認為，此是保護權利與維護法律的「結果」，而非其「目的」。  

6 參閱 M. Wolf, Gerichtsverfassungsrecht, 1987, §3 V；陳榮宗、林慶苗，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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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380）、調解（§§403～426）等相關規定及其立法理由，得

到部分印證。惟實際上不能否認的事實是，訴訟有時並未能真正解

決當事人私權紛爭，反而造成新的爭執。 

（五）追求公共利益 

部分民事訴訟制度的設計，著眼於公共利益的保護，如團體訴

訟（§44 之 1；消保§§49、50）。就此等特殊規定而言，追求公共利

益（Verfolgung allgemeiner öffentlicher Interessen）確為其主要目

的。 

（六）法律續造及確保法律統一 

因為法官必須解釋法律與適用法律，因此往往賦予舊法律新的

內涵及生命，使得法律得以繼續發展，是為法律續造（Rechts-

fortbildung）。此亦可從過去或將來許多法律條文的增訂，都是彙總

法院多年來裁判見解的結果，得到印證，例如不完全給付的效果

（民法§§227、227 之 1）、合會（民法§§709 之 1～709 之 9）、最高

限額抵押權（民法§§881 之 1～881 之 17）等。另外，透過法院審級

制度及上訴制度，尤其最高法院的判決，使得法院對法律的解釋與

適用，得以確保統一與安定。因此，有學者亦將法律續造及確保法

律統一（Sicherung der Rechtseinheit）當作民事訴訟的目的；7 惟本

書認為與其謂其為目的，毋寧說是合理訴訟制度下的必然結果。 

除上述所列，近年有學者提倡「法尋求說」，強調應貫徹立憲主

義精神，平衡兼顧系爭中與系爭外同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自由權

生存權、平等權及訴訟權等相關基本權，而與信賴主義相脈承；8民

事訴訟所尋求、發現與提示的法，係以憲法為基本、在其體制內所

 
訴訟法（上），2008 年版，4-5 頁；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上），2009 年
修訂五版，4 頁。  

7  Musielak/Musielak, ZPO, 2013, Einl. Rn. 5. 
8 邱聯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一），2010 年版，1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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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的法規範。9 惟此等要求實乃現代憲政及法治國家訴訟程序應

有的現象，非民事訴訟制度所獨有。 

 

 

 

 
9 邱聯恭，程序制度機能論，1996 年版，1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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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事訴訟法的資料 

一、制定法 

（一）憲法 

主要有第 7、16、77、78、80、170至 173條。 

（二）民訴法及其施行法 

民訴法及其施行法最近分別於 1999、2000、2003 及 2013 年作

重大修正。 

（舊）民事訴訟費用法原於 2003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修正通過

併入民訴法第 77 條之 1 至第 77 條之 27，並於 2003 年 9 月 10 日廢

止。舊民訴法第九編關於人事訴訟及非訟程序規定（§§568～640），

已因家事事件法的施行而刪除。 

（三）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2012 年公布施行的家事事件法，取代民事訴訟法中的人事訴訟

程序規定（舊民訴法第九編）。自此，家事事件程序優先適用家事事

件法，舊民訴法第九編並於 2013年刪除。  

另外，民法、強制執行法、破產法、仲裁法、鄉鎮市調解條

例、刑事訴訟法（§§487～512）、行政訴訟法（§12）等，均有與民

事訴訟相關的規定。 

二、司法解釋及裁判 

此所指的司法解釋及裁判，包括以下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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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院的解釋 

司法院在行憲前有「院字」、「院解字」的解釋，行憲後有大法

官「釋字」的相關解釋。另外，司法院民事廳的函釋，亦具有參考

價值。 

（二）最高法院大法庭的裁判 

2019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的法院組織法規定，自同年 7 月 4 日

生效，其以大法庭制度取代過去的最高法院民事庭會議決議。 

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1 規定：「最高法院之民事庭、刑事庭為

數庭者，應設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 

就大法庭的組織，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6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

定：「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各以法官十一人合議

行之，並分別由最高法院院長及其指定之庭長，擔任民事大法庭或

刑事大法庭之審判長。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之庭員，由提案庭

指定庭員一人及票選之民事庭、刑事庭法官九人擔任。」 

第 51 條之 9 第 1 項規定：「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裁判法律

爭議，應以裁定記載主文與理由行之，並自辯論終結之日起三十日

內宣示。」第 51 條之 10 規定：「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之裁定，

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拘束力。」依此，民事大法庭的裁定，僅對

提案庭提交的該案件有拘束力，而無類似過去判例的一般的形式拘

束力；然基於其制度設計及其庭員組成，不排除其發生一般的實質

拘束力。 

（三）最高法院的判例 

民國肇始，成文法典未臻完備，國民日常生活規範的民、刑法

規，均未完成立法程序，大理院（最高法院的前身）在此幾無法律

可據的狀態中，仍須就個案為具體的裁判，僅得逐案採歐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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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法理，並參照我國固有法制及習慣，折衷取捨，以為判決，

在多年累積的裁判中，擇其精要，編為判例，於 1919 年冬刊行「大

理院判例要旨」，以為各級法院裁判時遵守的準繩。 

1927 年改制大理院為最高法院，執掌終審民、刑事訴訟的審

判，以第二審判決確定的事實為判決基礎，不涉及事實的認定，故

為法律審。溯自 1927 年最高法院在南京成立以後，各類成文法規次

第制定頒行，在此新舊交替的期間內，最高法院每年判結的民、刑

上訴案件，輒以萬計，以當時有限的成文法規，實不足因應各類案

件裁判上的需要，端賴該院深入研究，比較推敲，並本於比例及公

平正義原則，分別為適應時代需求的裁判；其並在歷年累積的裁判

中，依嚴格程序，擇其精要，編為判例刊行，供全國各級法院遵

循。過去在審判實務上，最高法院的判例兼具一般的實質與形式拘束

力；惟 2019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的法院組織法規定，自同年 7 月 4

日生效，使行之逾九十年的判例制度（舊法組§57）走入歷史。 

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最高法院於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日本法修正施行前依法選編之判例，若

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停止適用。未經前項規定停止適用之判

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並於同條第

3 項規定賦予受確定終局裁判援用的判例有違憲疑義，得聲請釋憲

救濟：「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日本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三

年內，人民於上開條文施行後所受確定終局裁判援用之判例、決

議，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準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此 3 年期限應為聲請解釋

憲法的期限。10 

  

 
10 此亦可參考憲法訴訟法（2022 年 1 月 4 日施行）§59 以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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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高法院民（刑）庭會議的決議 

最高法院自 1927 年起，執掌終審民、刑事訴訟的審判，以第二

審判決確定的事實為判決基礎，進而為法律上判斷，俾供全國各級

法院裁判時的參考。其受理民、刑訴訟事件甚多，必須分設民、刑

事庭，各職其事；惟因各庭互不隸屬，獨立審判，可能發生同類案

件所持法律上見解歧異的現象，滋生類同異判的弊端，常為識者所

詬病，所以設「民、刑庭總會」，依有關規定，由院長或各庭就同類

案件不同或存疑的見解，提請總會討論，由院長主持，經全體三分

之二以上庭長、法官出席，經討論並獲得出席人過半數同意而作成

決議，促進法律見解的統一。至 1971 年，基於民、刑事案件的專業

分工，遂將混合民、刑庭法官組成的「民、刑庭總會」，依法院組織

法第 57 條第 1 項改為分別由院長、庭長、法官組成「民事庭會

議」、「刑事庭會議」及「民、刑事庭總會議」，依次解決民、刑事各

別及共同問題的爭議。 

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議的決議，雖僅供院內各庭辦案的參

考，不具判例同等的效力，然均係該院有代表性的見解，在審判實

務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亦為研究司法實務及法學理論的重要參考

資料。2019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的法院組織法規定，自同年 7 月 4

日生效，其以大法庭制度取代過去的最高法院民事庭會議決議。此

制度亦告終結。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於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日本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三年內，人民於上開

條文施行後所受確定終局裁判援用之判例、決議，發生牴觸憲法之

疑義者，得準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

定聲請解釋憲法。」賦予當事人受確定終局裁判援用的決議有違憲

疑義者，得於 3年期限內聲請釋憲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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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級法院的裁判 

目前有最高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及各分院、智慧財產法院、各

地方法院的裁判，其中雖以最高法院的裁判為最重要；惟部分訴訟

事件類型，基於其標的價額較低或訴訟事件性質，僅可能有一審或

二審的裁判，例如一般的消費訴訟事件。 

三、司法行政規章（司法院）11  

與民訴法主要相關的司法行政規章，例如：1. 辦理民事訴訟事

件應行注意事項；法院辦理民事調解暨簡易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

項。2. 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訴訟文書之影印攝影抄錄及翻譯費徵收標

準；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證人鑑定人

日費旅費及鑑定費支給標準；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

支給標準；民事訴訟須知。3. 民事訴訟文書傳真及電子傳送作業辦

法；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郵務機構送達訴訟文書實施

辦法；各級法院辦理民事事件遠距訊問作業辦法；第三審法院為無

資力人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辦法；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提起不

作為訴訟許可及監督辦法。4. 法院加強辦理民事調解事件實施要

點。5. 法庭旁聽規則；民事閱卷規則；民事小額事件彈性期日規

則。6. 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均可至司法院

網站：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本院主管或審判相關法規」查詢。 

 

 
11 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