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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訴訟主體與訴訟要件 

第一節  法 院 

一、概說 

（一）訴訟要件之分類 

 

 

  
上圖本案請求中，最上位者為訴之聲明（a），接下來是權利主

張（b），再接下來是主要事實（c）、間接事實（d）、輔助事實

（e）、證據（f）等。本案請求係指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以上 a 至

f 涉及本案請求有無理由。法院對該本案請求所為裁判稱為本案判

決（向來簡稱為判決而已），但並非所有訴訟事件，法院均應作成

本案判決，尚須其具備訴訟要件。 

訴訟要件可分為兩大類，其一為一般性訴訟要件，就此我國民

訴法第 249 條第 1 項有集中規定，與外國立法例不同。第 1 款涉及

審判權，第 2 款涉及管轄權，此為有關法院方面之訴訟要件；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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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當事人須有當事人能力；第 4 款，欲為有效訴訟行為須有訴訟

能力，無訴訟能力者，須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第 5 款，若委任

訴訟代理人應有合法授權即代理權存在，這些皆為涉及當事人方面

之訴訟要件。第 6 款，起訴程式不備，起訴程式規定於第 244 條第

1 項，已如前述；而本款所定「不備其他要件」是否包含訴權要

件，本有爭議；第 7 款涉及請求之要件，不得重複起訴，違背再訴

禁止或一事不再理；第 8 款為不得濫訴之訴訟要件。其二為訴權要

件，訴權要件主要有二：一為當事人適格，當事人適格當然涉及當

事人方面的訴訟要件；另一為訴之利益，向來稱為權利保護必要，

第 249 條第 2 項第 1 款明定之。訴權要件中，當事人適格為主體要

件，訴之利益為客體要件。 

原告提起訴訟後，法院應先審查有無具備一般訴訟要件及訴權

要件，若欠缺一般性訴訟要件可以補正者，應依第 249 條第 1 項但

書由審判長定期間先命補正；不可以補正者，如後述之國際審判管

轄權欠缺，就只好以起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之。經審判長定期命補正

而未遵期補正者，亦以起訴不合法裁定予以駁回。故有關一般性訴

訟要件欠缺之情形，係以裁定駁回起訴。關於訴權要件中當事人適

格或訴之利益之欠缺，向來審判實務係以判決加以駁回，惟此判決

與前述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判決兩者有所不同，因此項判決並非就

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存否，亦即本案請求有無理由為實體上判決，

故稱為「訴訟判決」。如認當事人適格及訴之利益可包含於「不備

其他要件」中之訴權要件，其有所欠缺，以裁定駁回起訴即可，不

須以判決駁回。就此涉及判決程序與裁定程序之不同，判決程序原

則上採行必要之言詞辯論，裁定程序係非必要之言詞辯論；對判決

不服，循上訴方式救濟、以上訴期間計算不變期間，對裁定不服，

則循抗告救濟、以抗告期間計算不變期間；上訴期間較長、抗告期

間較短；另亦涉及裁判費之計收等等。裁定程序比較迅速，判決程

序即比較慎重，就訴訟要件（廣義的訴訟要件）之審理，是否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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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判決般以慎重程序加以處理？因為裁判之對象有所不同，前述

之處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惟第 249 條第 2 項第 1 款已明定採用判

決方式。 

上圖意義係：若外圈不具備，原則上就不進行到內圈裁判，故

何以稱為「訴訟要件」，即指法院作成本案判決之前提要件，就本

案請求有無理由欲作成本案判決，應先具備這些要件。而是否必須

具備訴訟要件才能作成本案判決？就此亦有一些例外情形，詳待後

述。 

（二）訴訟要件之修正 

訴訟要件之定位涉及 21 世紀台灣民訴法之第二波改革，關於

1999 年至 2003 年之第一波改革，因民訴法於 1930 年在大陸制定，

經過 70 年，特別是自 1980 年代民訴法研究會成立以後，回顧、檢

討並批判向來繼受自德國、日本之民事程序法學，而後建構具本土

化特色之民事訴訟制度，特別是創造性轉化民事程序法學，所以可

說是 70 年來之世紀性大改革。但法律不可能停止進步，隨著社會

經濟情勢之演進，還有法學之發展，現正進行第二波民訴法改革。

第一波之改革最為困難，遇到之阻力較大，但改革幅度也鉅大，這

是相對的。惟經過 20 年之後，有些程序制度還須改進，現正研修

中。 

第二波改革中 2020 年民訴法第 249 條有重要修正。關於第 249

條之修正具有何等重要意義？第 249 條修正以後，分為三項。在第

1 項，增加第 8 款，在第 2 項，增加第 1 款，而第 3 項，則是新增

之條文，並將有關濫訴之處罰移到第 249 條之 1 加以規定。【例

一】原告 X 起訴請求被告 Y 給付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主張 Y

在 110 年 1 月 1 日向 X 借貸 100 萬元，並約定借期為 1 年，現已屆

清償期仍未返還。原告對被告提起這訴訟，法院是否必須就其請求

有無理由作成本案判決？第 249 條第 1 項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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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如其情形可以補正，審判

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如未依此駁回，還有第 2 項，即原告之訴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第

1 款是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第 2 款是依其所訴之事

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並且，第 2 項也增加但書，即依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先命補正。如原告之訴被法院依第 1 項裁定

或第 2 項判決駁回，原告可否在駁回以後，如經裁定駁回就是抗

告，判決駁回就是上訴，於抗告或上訴程序中再加以補正？如已經

審判長定期命補正而逾期不補正，被裁判駁回，即不准原告再予補

正。本條規定，具有將訴權要件明文化之重要意義。 

法院針對原告所為訴之聲明、所主張訴訟標的之權利存否進行

認定、判斷而作成裁判，此種裁判稱為本案判決，並不是原告提起

訴訟，法院均須對該本案請求有無理由為本案判決，原則上必須具

備訴訟要件始得為之。亦即，必須無第 249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

應加以駁回之情形，法院始能作成本案判決。因此，法院作成本案

判決所應具備之前提要件，稱為訴訟要件。原則上，如不具訴訟要

件，法院即不得作成本案判決。之所以強調原則上，是因有一些例

外情形。縱然訴訟要件欠缺，法院不能直接作成本案判決，惟本案

判決如告確定，依第 400 條第 1 項，確定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

標的有既判力，發生既判力才能終局性地解決紛爭，這涉及訴訟要

件與本案請求審判順序之問題，後面再講。 

第 249 條將訴訟要件統一規定在一條文上，而德國、日本之民

訴法並未如我國這樣集中規定。雖然並不是所有訴訟要件於第 249

條均有所規定，但重要之訴訟要件，均已加以規定。依修正後之第

249 條規定，第 1 項所定訴訟要件，可說是一般性之訴訟要件，而

第 2 項第 1 款所定訴訟要件，則稱為訴權要件，當事人適格與訴之

利益（權利保護必要）是訴權之主體、客體要件。在第 1 項所定之

訴訟要件，涉及當事人、法院與本案請求等訴訟主體及客體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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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 

本章章名提及「訴訟主體」，為何僅將受訴法院與訴訟當事人

稱為「訴訟主體」？因為在訴訟進行上，最重要的主角為裁判者之

法院與程序遂行者、裁判效力歸屬者之兩造當事人，至於訴訟代理

人係受當事人委任代理訴訟，證人、鑑定人等關係人係為證明事實

以協助法院作成事實認定而為正確裁判者，皆不足以稱作「訴訟主

體」，故僅將受訴法院與訴訟當事人稱作「訴訟主體」。訴訟主體是

指受訴法院與訴訟當事人。如【例一】原告 X 對被告 Y 起訴，向

臺北地方法院為之，臺北地方法案分案由 J 法官審理。在這訴訟程

序中，進行訴訟行為而為裁判者與受裁判者，J 是受訴法院，X、Y

即原告、被告是訴訟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為審理、裁判之訴訟

行為者，係受訴法院，而提出裁判基礎之事實、證據或陳述法律上

意見，且將來受裁判效力者，是訴訟當事人，也就是原告及被告。

至於訴訟代理人或證人、鑑定人等等，訴訟代理人是受當事人委任

授權，代理當事人進行訴訟行為，而證人、鑑定人則是提供其見聞

或意見，使法官能夠正確認定事實或適用經驗法則、法律，以妥適

作成裁判。所以訴訟代理人也好，證人、鑑定人也好，於商事法尚

有專家證人，均係協助法院作成迅速、經濟或正確、妥適之裁判，

其等於訴訟過程所扮演之角色，尚不足以被稱為訴訟主體。 

有關訴訟要件種類，可從訴訟主體之角度予以觀察或分類。有

關法院方面之訴訟要件，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訴訟事件不屬

普通法院之審判權，即就該訴訟事件，普通法院是否得行使審判權

之問題，所以涉及審判權之界限範圍。關於普通法院之審判權，例

如有七千多位越南人民，於臺北地方法院對台塑企業等 24 家公司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臺北地方法院命補繳裁判費後，即依第 249 條

第 1 項第 2 款裁定駁回，引起軒然大波。臺北地方法院為何以第 1

項第 2 款而不是用第 1 款？第 2 款規定訴訟事件不屬於受訴法院管

轄而不能為移送管轄之情形。第 2 款涉及管轄權。以上是有關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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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之訴訟要件。 

關於當事人之訴訟要件，第 3 款規定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

之情形。在實體法上，有權利能力者始能享受權利並負擔義務，在

訴訟上有當事人能力者，始具備成為原告或被告之資格。第 4 款規

定，當事人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之情形。其實訴

訟當事人有當事人能力，也未必能獨立有效為訴訟行為。在實體法

上有行為能力者才能為有效之法律行為，在訴訟法上也是一樣。有

訴訟能力者才可有效為訴訟行為，無訴訟能力者須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為訴訟行為或代受訴訟行為。第 5 款規定，起訴由訴訟代理人為

之者，訴訟代理人應有訴訟代理權。亦即，縱然當事人有訴訟能

力，亦未必自己進行訴訟行為，當事人仍得將訴訟代理權授予訴訟

代理人。這邊亦涉及是否須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始能進行訴訟。

如現在商事法所定商業事件，已採取全面性律師強制代理制度1。

不論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要為有效訴訟行為，均須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除非當事人本身具有律師資格（商事法 6 條 1 項）。第 6

款規定，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具其他要件。起訴之程式，民訴法第

244 條第 1 項已有規定；不備其他要件，此所謂其他要件即表示起

訴應具備一定之要件始為合法，法院才能作成本案判決。 

在第 249 條第 2 項增訂第 1 款以前，訴權要件即當事人適格與

訴之利益，如不具備，到底以裁定駁回或判決駁回？雖說這要件可

包含訴權要件，可是向來審判實務上均依第 249 條第 2 項，也就是

修正以後之第 2 款，以判決駁回。以裁定駁回或判決駁回，涉及判

決程序應行必要之言詞辯論，且對判決聲明不服應依上訴以資救

濟，所以判決程序就會比較繁複，當事人所花之勞時費用就相對提

高或增加；而裁定則不一定要行言詞辯論，對裁定不服要循抗告方

式，而抗告期間與上訴期間不同，所以裁定程序較為迅速、經濟作

                                                        
1  許士宦『商業訴訟』8頁至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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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裁判。為解決這長期之紛爭，在第 2 項增加第 1 款予以明文化。

因當事人不適格與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這兩要件與第 1 項規定之訴

訟要件有很大之不同。第 1 項之訴訟要件，幾乎不去看本案請求為

何，等於是所有訴訟事件一般性均適用相同標準。原告有無當事人

能力、被告有無當事人能力，原則上與其本案請求、訴訟標的之主

張無關。但當事人適格或權利保護必要，與本案請求即有密切關

係。當事人適格是形式當事人即訴訟當事人就訴訟標的之權利或法

律關係有訴訟實施權。如其在實體法上有管理處分權，原則上在訴

訟上即有遂行訴訟權能，此乃當事人適格所要加以決定者。訴之利

益（權利保護必要）亦同，就原告所主張之權利或本案請求，法院

是否須以本案判決為之解決，涉及本案判決對於紛爭之解決是否具

有實益。所以這兩個訴權要件與其他訴訟要件不同，雖修正之第

249 條，並未完全改變向來實務上之裁判方式，但要更正實務上欠

缺權利保護必要或當事人適格屬於請求顯無理由之判斷。因其不是

實體上無理由，而是程序上欠缺訴權，亦係欠缺訴訟要件。 

二、裁判機關之法院 

（一）官署之法院及裁判機關之法院 

在介紹審判權之前，先簡單說明我國民訴法上所稱法院究為何

義。憲法規定司法權係由司法院行使，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

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憲法 77

條）。惟我國司法院目前除了大法官所組成憲法法庭（憲法訴訟法 1

條）之外，事實上僅有司法行政權，以前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時作

成決議，欲將司法院審判機關化，將之當作民事、刑事、行政訴訟

之最上級審2，但後來似乎又慢慢回復原狀。現在司法院似乎並未

                                                        
2  關於司法院最高法院審判機關化，邱聯恭，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149 次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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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故司法院本身只有行使司法行政權而已，至於實際上擔

任審判工作者分別為普通法院、行政法院，現又增設少年及家事法

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法院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的法院係指作為官署之法院，例如

其中有院長、法官、司法事務官、書記官……等等，全部統稱為法

院。但民訴法所定之法院係指狹義的法院，即職司審判任務工作之

法官所組成之裁判機關。 

（二）獨任制及合議制 

裁判機關之法院視其由一位法官、三位或五位法官組成進行審

判，分為「獨任制」或「合議制」。獨任制係由一位法官構成法

院，合議制則由三位或五位法官構成法院。為何法官人數不採取雙

數？因為由多數法官組成合議庭之法院，進行評議時最後若意見不

一致，即應表決，法官人數為雙數可能意見分成二半，將無法形成

多數決，故非採單數不可。目前地方法院之審判採一人獨任或三人

合議為之，重大案件方採合議審判，原則上皆為獨任審判。高等法

院原則上採三人合議審判，最高法院採五人合議審判，此為目前體

制。 

合議審判與獨任審判兩者之主要區別，係一位法官進行審判比

較迅速而經濟作成裁判，因為程序如何進行、甚至何時調查證據、

如何形成心證、如何適用法律，由其一人決定即可，故較為迅速，

且一位法官即可審理一件訴訟事件，就全國的司法負擔而言當然較

輕。若採合議審判，須由三人共同決定，最後在評議時如不一致則

行多數決，故不能如獨任審判般迅速裁判，惟正因為有三人，「三

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合議審判較能確保裁判之客觀性，不

會因為個人之偏好或意識型態而左右裁判，故合議審判有慎重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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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裁判之優點。除此之外，合議制尚有培養、訓練新進法官之功

能，因為縱然其考上且經職前訓練，面對實際之案件應如何妥適、

迅速、正確裁判亦需要相當經驗，合議審判中若有一兩位資深法

官，資淺法官或候補法官擔任陪席法官參與審理工作即可加以磨

練，這也是一種有效之訓練方式。惟我國現在法官員額並未充分，

地方法院第一審案件幾乎皆為獨任審判，獨任審判之法官甚多未經

過參與合議審判之歷練，故呈現法官年輕化之問題。是以如何提升

裁判品質與法官之素質、歷練、經驗息息相關，如後述依自由心證

判斷事實真偽之結果等，法院所為事實認定有時與社會之常情、經

驗悖離，即與法官年輕化有關。 

（三）法官之種類 

合議審判若有三位法官，是否從訴訟開始到言詞辯論終結均由

三人同時參與進行程序？沒有必要如此，特別是在爭點整理之情

形，由一位法官進行即可，故有受命法官、審判長、陪席法官之

分。依第 270 條第 1 項規定，行合議審判事件先由（法院庭員一人

為）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亦即由其確定兩造之聲明、權利主張、

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就哪些事實自認、哪些事實有爭執，就有爭

執之事實有無及提出何項證據，在爭點整理時由受命法官進行即為

已足。待集中證據調查、言詞辯論時，始由合議庭全部法官出庭予

以審理，故合議審判事件中法官間也有以上區別。 

又在訊問證人情形，台北地方法院欲訊問住在高雄之證人，如

其至台北出庭不方便，即囑託高雄地方法院訊問，承辦該訊問之法

官稱為「受託法官」，即受委託調查證據之法官。 

我國採取職業法官制，不採取英美之法曹一元制。法曹一元制

似乎要推行，現在大量錄取律師，將來法官可能要從律師中遴選。

美國之法官限於執業一定年限之律師，於其能力相當、風評良好，

再經一定程序遴選為法官，故擔任法官即具一定之榮譽，因為並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