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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訴訟程序 

第一階段 準備開跑──起訴前 

第二階段 訴訟程序開始囉！ 

第三階段 民事訴訟之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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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戰篇──幫您作好起訴前的準備 

 
 
 
 

 
 

 
 
 
 
 
 
 
 
 
 
 
任何一位法律人初次接觸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時，

莫不懷著誠惶誠恐、戒慎恐懼的心情！民訴法這麼「可怕」又「難懂」

嗎？和其他學科比起來，民訴法的理論、體系，倒也談不上特別複雜深

奧，可是，百家爭鳴的盛況，就算稱不上空前，也絕對是首屈一指的。 
整部民訴法，說穿了，就是一部「行為規則」，規範著法院和當事

人之訴訟行為，法院和當事人可以或不可以為哪些訴訟行為？如果可

以，這些訴訟行為會發生什麼樣的法律效果？等等。 
既然民訴法是以規範法院和當事人之訴訟行為為核心，而這些訴訟

行為，從起訴、言詞辯論、證據調查到判決，連成一氣。為了避免片斷

式的學習，更為了避免只知抽象的概念、卻不知該如何將500餘個條文

第1階段 準備開跑──起訴前
┌法院
┤ 
└當事人 

第2階段 訴訟程序之開始 

 ┌處分權主義
┌┤ 
┤└辯論主義 
│ 
└訴訟標的理論 

第3階段 民事訴訟之審理 

 
┌民事訴訟審理原則 
┤ 
│┌言詞辯論┐ 
└┤    ├程序 

└證據調查┘ 

第4階段 民事訴訟之變化 
┌訴之合併、變更、追加
┤ 
└反訴 

第5階段 民事訴訟之終結 
┌確定判決之效力
┤ 
└訴訟上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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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訴訟法（第一冊） 

【第一講 第一階段】 

逐一串起並知所運用，故而筆者擬按照時間發展的歷程，而不是依循法

條編排的順序，從「起訴」開始，逐一解析在每一個階段，法院或當事

人所為之每一個訴訟行為之意義及法律效果。您可以回頭看看前面的

【流程圖】，筆者將整部民訴法區分為五個階段：起訴前的準備→訴訟

程序的開始→民事訴訟之審理→民事訴訟之變化→民事訴訟之終結；這

五個階段完整地囊括了通常訴訟事件的第一審程序。至於簡易、小額訴

訟程序及調解程序，乃至於上訴審等，筆者將留待【第二講】及【第三

講】再作說明。 
萬丈高樓平地起！【第一階段】先來介紹說明起訴前的準備工作，

包括以下五個重點： 

一、法 院 

既然決定走向起訴一途，當然得先弄清楚：該向哪一個法院提起訴

訟？第一章從法院的審判權談起，緊接著即歸納整理決定管轄權之標

準，並說明負責審理的法官，在如何情況下應予迴避，以維護裁判的公

正性。 
目前尚在立法院研議中的民訴法修正草案，於第一章法院第39條以

下增訂「專家參與」，如該事件涉及專業領域，由法院選任或當事人指

定專業委員或法律專家參與審理程序，以其專業知識協助法院整理爭

點、調查證據，甚至於促使當事人達成和解。第一章即為您介紹這個即

將上路的新制度。 

二、當事人──原告、被告 

誰有資格擔任原告及被告？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在您拿到狀紙的

第一瞬間、正要下筆的那一剎那，可能會有些猶豫喔！絕大部分的案

子，「適格」當事人（包括原告及被告）的判斷，並不困難；可是部分

較具難度的訴訟案件，從「原告」該由誰任之？可是大有學問喔！第二

章先從基本的「當事人能力」談起，再依序介紹聽起來十分陌生又不易

理解的「訴訟擔當」及「訴訟參加」制度。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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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事人──共同訴訟 

訴訟上兩造當事人，不論是原告或被告，均以單數為常態，但也不 
排除一造、甚至兩造當事人均有多數人的情形；這就好比法律行為的當

事人，以單數為常態，但也不排除仍會有「多數債務人與債權人」的情

形出現。為此，民訴法第53條以下即在規範得以多數人為當事人（亦即

「共同訴訟」）之要件。第三章即統合地就共同訴訟，為您詳細說明。 

四、參加人 

筆者在第四章第一節的導讀裏，直接了當地道出了各位的心聲：民

事訴訟程序，怎麼會有這麼多「當事人」啊？除了原告、被告、訴訟擔

當之外，還有「參加人」！「參加人」是誰？別人家的訴訟，他來湊什

麼熱鬧啊？「訴訟參加」和「訴訟告知」的確是民事訴訟程序特有的議

題，在前面三章的基本功夫都穩當之後，第四章再添點新元素，為您介

紹誰是「參加人」。 

五、訴訟代理人 

直到89年民訴法修正時，始將「律師強制代理制度」正式明文化，

但適用範圍僅限於於第三審（民訴§466之1）。不過，民訴法修正草案

已將其適用範圍更形擴大，而且強化訴訟代理人之責任，以期落實第一

審之事實審、第二審之嚴格的續審制、第三審之法律審的功能。律師，

或者更精確一點地說──訴訟代理人，究竟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扮演什麼

樣的角色？第四章即為您整理說明之。 
這些起訴前的基本功，一步步得踏的精實才行！準備好了嗎？深呼

吸一口氣，翻到下一頁，熱身賽開始囉！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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