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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訴訟基本權之地位 

     近世以來，受到人權意識發展之潮流影響，如何充份而有效地保

障人民之基本權利，乃逐漸成為各國憲政制度建制之焦點所在，也是

當代立憲主義國家之憲法所欲關切者，甚或予以明文化於實證憲法之

基本權條款或章節之中。此外，在「有權利即有救濟」等法諺中，更

可以彰顯出權利救濟之重要性。 

    然而，權利救濟基本權既為基本權體系中之一環，若欲深入探討

其性質或內涵，則非從基本權之發展及建構觀之而不可得。因此，本

章擬藉由基本權發展之歷史和概念之形成，進一步論述其類型，最後

釐清權利救濟基本權之功能、定位。  

 

第一節 基本權之演進 

壹、 基本權之起源與發展 

現代的基本權1理念，一般的看法認為係源起於西方世界（吳庚，

2004：71），它可以說是西方近代文明（特別是歐美諸國）發展史的

投射過程。易言之，吾人可以說，人類的文明發展歷史就是一部人權

                                                 
1 學說上普遍認為，所謂基本權（Grundrecht）乃是基本人權（Fundamental human rights）之簡
稱，且亦可以簡稱為人權（human rights），亦即，此些用語之意涵，或許因不同之留學國背景而
有所不同，然在我國法上，並無加以嚴格區分之必要，甚且可以混合著來使用（許志雄、陳銘祥、

蔡茂寅、周志宏、蔡宗珍，2002：69）。本文亦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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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史（謝易達、洪大安，2003：60）。 

    最早的人權的概念可以上推至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思多葛（Stoh）

學派。該學派主張，整個宇宙實體受到一種理性的力量所控制，人類

身為宇宙萬物之一部份，當然也受到此種力量的統治，而此種力量即

是「自然法」；因此，人類必需服務此種理性或是自然法的力量，也

唯有如此，才是服從天主的意旨（陳曉郁，1996：197）；在自然法之

支配之下，人與人之間乃是處於平等的權利義務關係（謝易達、洪大

安，2003：62）。此種見解雖然帶有某種程度的宗教或是哲學色彩，

但確被視為是近代人權思想之濫殤，因為它承認了人類必需享有與本

性相關之基本權利，藉以彰顯出人性尊嚴與人的基本價值（陳曉郁，

1996：203），而如此的想法，不但是近代人權思想的萌芽，也影響到

了日後「天賦人權」及「人性尊嚴」等當代基本權發展的核心出發點。 

    在文藝復興時期，隨者生產方式的改變與地理大發現之影響，整

個社會階級結構發了重大之變化，早期的地主－領主關係逐漸遭到打

破或質疑；資本主義的新生產方式，造就了為數甚多的資產階級或市

民階級的興起，並要求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於此同

時，發端於十六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浪潮，不僅促成宗教自由之信

念，也促進了「專制國家」的出現，間接地成為近代人權發展及憲法

國家形成之催化劑（李建良，2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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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十八、十九世紀，由於對傳統封建體制之反動所引起的人文

主義思潮與啟蒙運動之興起，使得許多民權學者、思想家，開始建構

出許多當代基本權體系的核心概念或是立基點。該時代的民權學者或

思想家，普遍承繼自然法思想的影響，產生「自然人權」或「天賦人

權」的想法，認為每個人皆有某些與生俱來的絕對不可讓渡的權利，

尚且，該等基本權利不但是人人所應享有，也是人所生存的必要條

件，更是人異於禽獸的基本差別（游伯欽，1997：31）。本於上述「自

然權利論」的理念，許多學者與思想加開始進一步發展出眾多與人權

保障相關的理論，其中影響後世最大的，莫過於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及孟德思鳩

（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 

    洛克指出，人類本來處於一種無國家組織的自然狀態，由自然法

支配一切；在那情況下，人類既以享受生命、身體、自由和財產的權

利，只是在那種情況下，該等權利無法安定而確實享有；從而，人類

彼此間乃立定了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組織社會，建立國家；

因之，國家實際上是為了確保人民的各種權利而建立（李鴻禧等，

2002：29），此觀點進一步得到盧梭之發揚。盧氏認為，人生而自由，

唯有依社會契約所賦予之合法權力，方得以約束人民之自由與人權

（李鴻禧，1995：248）；人民需服從代表人民主權之「公共意志」，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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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乃其執行人而已；政府若違背公共意志，則人民有權加以推

翻（涂懷瑩，2000：367）。 

此外，洛氏與孟德斯鳩又著眼於保障人民自由與權利，進一步從

權力分立之觀點，發揚自然法的理念；洛氏將執行與外交權兩權交託

政府，但將立法權委託於政府之外的議會，以避免立法權與執行權歸

屬於一人或一機構時，為其自身之利益而任意制定法律且憑以執行，

人民之自由權利將無從保障；而孟氏則為強化政府權力的牽制，將權

力分為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使立法權屬於議會，行政權屬於政府，

司法權屬於法院，三者相互分離且相互制衡（李鴻禧，1995：

254-256）。 

洛克、盧梭與孟德斯鳩三者之理論，對於當代自由、人權與民主

憲政等理念之發展有其推波助瀾之效果，也可說是人民對於近代主權

國家興起，國家權力愈加集中與龐大的一種因應之道（李建良，2000：

6-7），不僅促成了英國一六八八年之光榮革命、法國一七八九年大革

命與美國一七七六年獨立革命，尚且對於日後基本權理念之建立與各

國基本權入憲之實證化，產生重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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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立憲主義下之基本權保障   

    就在前述十八、十九世紀天賦人權與自然法之思潮方興未艾之

際，立憲主義（又可稱為憲政主義）思想之興起，不但對現代基本權

之保障產生相當大的衝擊，也對近代憲法之意涵有著劃時代之影響2。 

所謂立憲主義之意涵，可簡單地化約為「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來加以說明，亦即透過憲法之規範，建構一個組織組

成與權力行使均受到制約之有限政府，用以確保人民之基本權利；在

憲法之約束之下，國家權力機關咸須遵循憲法之基本理念進行統治，

故其權力不可恣意的濫用，而係受到憲法控制之「有限」權力，此亦

為法治（rule of law）之精神所在，故立憲主義與法治其實具有高度

密不可分之關聯性。而法治優於人治意謂著有權利的地方必有救濟之

想法，亦於此時日漸受到肯定（Allan，1994：22；Fitzgerald，2001：

1234）。尚且，法律是自主的，它只為正義而服務（Fiss，2001：523）。

為達到上述立憲主義建立有限政府及依法而治之理想，民主憲政國家

多半將國家權力劃分為制定法律之立法權、執行法律之行政權及依據

法律解決紛爭之司法權，並分屬不同之國家機關掌理，在憲法之規制

之下，立法權須妥適地從事立法任務，行政權須力守依法行政，司法

                                                 
2 學說上普遍認為，在立憲主義思潮下之憲法概念，主要展現出三方面的特色：（一）以人民基
本權之保障與權力分立之確立為主要內容；（二）以成文憲法為其主要形式；（三）以剛性憲法為

其主要性質（許志雄等，200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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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須貫徹依法審判，使得國家權力之運作由法治來取代人治；此外，

尚須建立一套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以確保人民之基本權於受到國家侵

害時，可以有一救濟之路徑，間接維護憲法規範之最高效力與實踐可

能性（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03：10-12）。唯有憲法

保持緘默之地方，法官始應接受或是尊重民主之抉擇（Branett，1991：

622）。  

雖然各國立憲主義思想與制度之發展，因自身之社經、文化背景

之不同或有差異，然而大體上而言，其具有共通之本質：藉由權力分

立之方式，以限制國家權力之恣意行使，進而達到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之目的。換言之，在法實證主義盛行之十八、十九世紀，立憲主義者

希冀在「固有意義之憲法」之上3，進一步能架構出符合立憲主義精

神之「立憲主義憲法」4（許慶雄，2004：21）。 

    基於上述之立憲主義之本質，逐步建構出當今主要憲政國家之憲

法的根本架構，亦即，成文憲法主要係由人民基本權利之規定與國家

統治組織之規定兩大部分所組成。前者主要規範人民之各個基本權利

及不受侵犯之旨；後者則是關於統治組織、運作及權力分立之設。誠

如孫中山先生所言：「憲法者，政府之構成法，人民之保障書也。」

                                                 
3 相較於現代意義之憲法，固有意義之憲法係指範各種國家權力或統治組織之規範，此種意義之
憲法在現今已不具討論之實益，蓋因凡國家存在，必會形成各個權力或統治的組織或體制，也因

而必然會形成一定之規範存在。 
4 立憲主義之憲法即為「現代意義之憲法」，係相對於「固有意義之憲法」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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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份地道出立憲主義憲法之兩大基本構成元素。此亦可以從十八世紀

末以降，諸重要憲政發展國家之實證憲法中得到印證。例如，美國各

邦憲法大都分為「權利典章」或「權利宣言」與「政府組織」兩部份；

而其聯邦憲法初始雖僅有政府組織之規定，然未久即增訂了與人權保

障相關之增補條款。法國一七九一年之憲法，也包括了「人權宣言」

與「法蘭西憲法」兩者。在德國，不但戰前的威瑪憲法也將憲法區分

為「德意志國民之基本權與義務」及「國家之構成及權限」兩大面向，

戰後所制定之基本法更是如此。 

    正如同一七八九年之法國人權宣言所宣示者：「一個無權利保

障、權力分立的社會，就不能謂為有憲法的社會。」，職是，從憲法

之實效觀之，憲法之權力或統治組織之規定，似應居於首要地位；然

而，若著眼於立憲主義精神之本質，則此等訴諸於憲法文字，而受憲

法所明文肯認或維護之人民各項人權保障之規定，不論其用語是德國

法上慣用之「基本權利（Grundrecht）」，亦或是美國法上所習用之「憲

法權利（Constitutional Right）」，其居於整部憲法之最核心、最重要之

部分乃是無庸置疑的，而政府權力組織之規定僅為確保人權之「手段」

或「工具」而已（李鴻禧等，2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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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以人性尊嚴為基礎之基本權 

    受到近數百年來西方英、美、法等多數國家人權發展脈絡之影響

下，逐漸肯認個人之自由與安全之確保乃是國家存立之基礎或目的，

也是國家取得權力之正當化根源，也就是說，人民始為國家之主體，

國家權力來自於人民之賦予；為了確保國家權力不會遭到濫用，必須

給予一定之限制，此時，除了透過權力分立之國家統治組織建制基本

理念，將國家權力分離以相互牽制外，基本權即成為人民促使國家落

實上述國家存立目的之最佳武器（李建良，2000：10-16）。準此，基

本人權保障雖已成為當代立憲主義下，最為重要之基本價值與核心部 

分，然並不影響基本人權之「先於國家性」5；由於此等先於且超於

國家之權利，具有本於自然法為基石之天賦人權理念所架構出的先於

國家而存在之特性，因此，憲法上有關於基本權或人權保障之規定，

充其量僅具「確認」之效果，而並無「創設」之作用6；國家權力既

然在各個方面都需要受到基本權規定之拘束，當然更不具廢棄此基本

                                                 
5 在十七、十八世紀時，自然法思想與天賦人權之說甚囂塵上，認為人權係先於國家而存在；然
而，至十九世紀時，受到法律實證主義興起及保守主義抬頭之影響，人權之先於國家性受到強烈

之質疑與挑戰，人權一度矮化成國家所賦予之權利，於憲法或法律規定範圍內始受保障，因此，

人權之保障乃是國家或統治者給與人民之恩賜，人權保障之規定成為空有華麗外殼裝飾用宣言；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經歷了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之慘痛經驗之後，基本權之「先於國家性」始

完全地受到肯認與確立，並成為當今學者之通說（謝瑞智，2000：156-157；游伯欽，1997：30）。 
6 北美與西歐之學者，多從傳統的自由主義之觀點，認為基本權係「先於國家」或「超越國家」
存在之權利，而屬於非法律所能限定其內容與範圍之個人自由空間，現代國家存在之正當性在於

盡其保障基本權之責；然而，部分無上述傳統之國家，例如德國與日本，其部分之學者則從實證

的角度出發，而認為基本權係指憲法或基本法所或基本法所障之權利，亦即基本權並非先於國家

而存在，基本權之主體乃基於身為國家之一構成員而受到國家之保障（吳庚，2004：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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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權。學說上更進一步認為，基本權利係源於人性尊嚴而生，而不

必屈服於國家主權之下之權利（陳新民，1985：163）。換言之，人性

尊嚴以其一般化、抽象化之人權實質，成為一國生活秩序或法秩序價

值判斷之基礎，以人性尊嚴作為憲法之最上位原則，可約制國家公權

力之恣意妄為，並可使其尊重個人之人格發展利益，進而達到保障人

民基本權之目的（李震山，2000：19）。此從德國基本法第一條之規

定亦可得到印證7。 

    縱然基本權之理念已普遍深植於人心，甚且成為重要之民主憲政

國家存立之基本價值，然而其確切之意涵事實上具有多義性；即便是

在基本權之體系或理論相當發達之德國，其多數學者亦不敢輕言加以

界定，而係從各種面向切入描述，以免有欠周延，換言之，係對於基

本權理解（Grundrechtsverstandnis）8，而非對基本權下定義9（吳庚，

2004：88）。固然基本權之內涵具有多義性已如上述，且世界各國之

學說或實證憲法上，對於此等人民之自由權利之用語或稱謂也有所不

同，惟可以確定的是，既冠之以「基本」，正明白張顯出該等權利對

                                                 
7 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明確地宣示國家存在之最高價值及基
本權保障之最核心意義。 
8 例如，學者 K.Hesse提出基本權雙重性質理論，主張基本權既是個人主觀之權利，亦是共同生
活中客觀秩序之基本要素；而 Fritz Ossenbuhl則提出了基本權五種面向解說：防禦權、價值決定
之基本規範、制度性保障、分享之權利與請求權基礎；E.-W. Bockenforde亦建構了五種基本權理
論：自由的、制度性的、價值的、民主-功能的及社會國的基本權論。 
9 學說上亦有學者綜合人民之權利意識、社會發展之現況與人權之普世趨向，而對基本權作出如
下之定義：「基本權是凡人皆有的權利，憲法加以規定具有確認其在國家規範秩序中的最高效力，

國家有加以保障的義務，不僅立法者不得任意限縮，制憲者如有侵犯也視為一種憲法破毀的行

為。基本權內容越是充分實現，政治體系越具有存在的正當性。」（吳庚，20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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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民而言，乃居於不可或缺之根本上的重要性，唯有透過人民基本

權利之保障，也才能促使人民處於符合人性尊嚴之地位（法治斌、董

保城，2004：123）。 

 

第二節 基本權之分類 

壹、 基本權之發展趨勢 

    由於基本權具有「多義性」之本質，且隨著時代之變遷，人權保

障之憲法上要求之呼聲日益高漲，再加上當今憲法所追求之價值日趨

多元，而具有高度之複雜性，國家與社會對於人民基本權之侵害態

樣，勢必亦隨之擴增，因此，基本權之種類有加以類型化或體系建構

之必要，以區隔其作用之不同（陳慈陽，2004：322）。另一方面，從

基本權種類之區分與類型之建立，某種程度上亦反映了近代人權發展

的時代背景與意義。 

    依照學者瓦薩克（Karel Vasak）之見解，近代人權種類之發展趨

勢，可分為三個階段，並據以提出「三代人權」之概念（引自謝易達、

洪大安，2003：68）： 

一、第一代人權：自十六、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人民為對抗君主

或統治者之壓迫，而要求享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生存與財

產保護等權利，此類權利大體上屬於居於政治主體地位之「公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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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公民和政治權利」。此階段之人權主要係從自然權利論出發，

兼容個人主義之自由主義哲學，反對政府之恣意濫權，以達到排除國

家對於個人自由之干預。綜之，此階段多強調人民消極的防禦權，較

少論及積極的給付之權。 

二、第二代人權：約至十九世紀末，固然由於工商業之發展，而

成就了許多資產階級。惟大多數的低階工人，受到資本家的剝削，生

活仍然貧困，工作條件欠佳。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勞工成為賤價

求售之「商品」，勞工權益無法受到保障，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因之，

社會主義之思潮湧現。受到社會主義之影響，許多反對貧富懸殊，要

求國家主動介入社會資源分配，干預資本家的剝削以保障與改善勞工

之生活，爭取社會生活立足點的平等之訴求興起。大體而言，係以社

會與經濟人權為主，例如工作權、社會福利權、勞動權等，但亦非排

斥前述第一代人權所追求之各項自由權或公民權。 

    三、第三代人權：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有關種族、宗教與

族群等衝突之紛擾，造成國際秩序的動盪與不安。亞、非許多第三世

界國家之反殖民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壓迫之民族解放運動興起，人權之

焦點，乃由個人而擴大為國家或民族之人權主張，以民族自決為核心

之群體權利。然而此涉及到一根本之問題，亦即民族自決之性質究屬

一項原則或是權利。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一條之規定：「發展國際間以



 

 21

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方

法，以增強普遍和平。」，雖有提及民族自決原則，然似乎未將其定

位為權利。經過多方努力後，一九九六年聯合國大會終於通過「公民

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其中明

文肯認所有之民族均享有自決權。其實，民族自決權因為涉及到國際

政治之角力，與各國間領土完整性等諸多國際法之問題，因此，將其

提升為權利之性質，固然立意甚佳，然而在現實上是否可行，仍是困

難重重。 

    此外，自二十世紀以來所謂「第四代人權」之概念已逐漸形成。

其乃融合前述三代之人權觀念，所發展之集體共同性質的權利，且與

人類之生存權利密切相關。其所包含之範圍廣泛，且帶有高度之不確

定性，換言之，係動態的、發展的且具時代意義的（謝易達、洪大安，

2003：72）。例如：生存權、工作權、環境權、和平權、知的權利勞

動三權等即屬之。由於第四代人權係近代新發展之人權類型，故亦可

稱為「新興人權」以概括之。 

貳、 古典人權與新興人權 

    由前述人權種類之發展趨勢可知，基本權之種類及內涵，不但隨

著歷史之發展與社會變遷而變動，且亦因人權保障之浪潮愈深而益加

豐富。從人權發展之歷史切入，可以區分為自由主義思潮以來產生之



 

 22

「古典人權」或「傳統人權」，及本世紀以來，受到社會主義影響而

帶有追求社會正義色彩之「新興人權」兩大類10。 

    一、古典人權：自從啟蒙時代倡導天賦人權之觀念以來，人類首

先追求者，係具有保障個人自由、排除國家恣意侵害目的之「防禦權」

性質之基本人權。此等古典人權亦為近代西方一連串革命所強烈倡議

或爭取之對象。主要包括自由權、參政權、平等權與受益權11。 

   （一）自由權：謂國家公權力，非依據一定之要件，不得任意侵

害人民之自由之權利。由前述基本權發展之歷史可知，自由權可說是

諸人權之中，發展最早也是最重要之權利。然而，現今對於自由權之

態度，相較於自由權所由產生之十八、十九世紀之時，似乎已略有轉

變。當時之自由之市民階級，欲盡可能爭取多一點之自由權，以對抗

特權階級，謀求自身多一點之經濟等利益；現今之看法，則是基於過

去長時間之歷史經驗經驗顯示，國家對於人民之自由居於強勢之威脅

地位，亦即，自由權之所以居於憲法基本權保護之重要地位，無疑地，

係對於上世紀以來至今日的人類自由之侵害的「答覆」（陳新民，

1985：165）。 

   （二）參政權：係指人民得參與國家意志之形成或公共事務運作

                                                 
10 日本學說亦有以「基本人權之舊譜」與「基本人權之新譜」來稱之。此外，我國學說上亦有
學者未嚴格區分兩者，而總括地加以區分成平等權、自由權、政治參與權、社會權與程序基本權

五者（吳庚，2004：107-109）。 
11 學者林紀東（1993：60）指出，此四種基本權發展之先後，大致上係先有自由權，次有參政
權，再次有平等權，最後為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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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主要包括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等政治性基本權利與服

公職之權等。然而，若從自由權之角度觀之，參政權似乎是人民直接

或間接參與政治事務或社會重要事務之一種「政治自由」（游伯欽，

1997：36）。 

    （三）平等權：乃指國家對於人民在法律上之地位，不得為恣意

或不合理之對待。亦即，其意義不在於要求每個實際上不同之人或個

案，於任何之情況下，皆須得到一個外在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應該

「相同之事務需為相同之處理或對待，不同之事務需為不同之處理或

對待」。平等權與自由權概一樣，概念均甚早即已形成12，例如，法國

大革命時所追求之口號即為「自由、平等、博愛」，而美國獨立宣言

中亦揭示了「人皆生而平等」之理念。儘管如此，「平等」究屬為主

觀之「權利」亦或只是一項客觀之「基本原則」，至今在學說與實務

上仍然存有爭議13，惟通說已認為其兼具兩者之性質（李惠宗，2004：

114-115）。 

    （四）受益權：係人民為己之利益，請求國家為一定之行為或給

付之謂。受益權之概念，其包含之內容或範圍究竟有多廣，在學說上

                                                 
12 政治學者薩孟武（1974：77）認為「平等的概念乃發生於不平等的社會，即社會上有不平等
的現象，而後人民才要求平等。然此尚須人民有自覺之心，人民沒有自覺之心，縱受差別待遇，

亦必處之泰然，不會起來反抗。」一針見血地指出，平等概念之產生或是爭取，必然出現於人民

明顯感受到，因其地位或身分之不同，而受到差別對待之時。而在西方社會中，在歷經了早期之

領主與奴隸之分，及後來之貴族、平民之別，至十七、十八世紀時，終於孕釀出一股追求平等對

待之權利之浪潮。 
13 關於此爭議，楊仁壽大法官於釋字第五七一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有詳細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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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有爭議。學說上有採廣義之看法，認為其係涵括了生存權、工作權、

財產權、請願權、訴願權、訴訟權及受國民教育權14（林紀東，1992：

150）；然而，此種廣義的看法遭到不同學說之質疑，蓋因財產權應屬

自由權之一種，生存權與工作權乃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為興起之社

會基本權之一環，若將上述七種性質上顯有差異之基本權合稱為受益

權，在體系上似有不妥之處（吳庚，2004：107）。 

二、新興人權 

    自從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由於工業革命之影響，致使社會生活型

態大變，呈現日趨複雜而多元之面貌；加上資本主義之興起，社會貧

富差距日益擴大，種種之因素交雜在一起，使得「最少統治即為最佳

政府」之思想受到質疑與挑戰，轉而認為國家應更積極地創造各種社

會給付與挫施，以確保人民擁有合於人性尊嚴之生活品質或環境。因

之，帶有濃厚之人道關懷與社會主義色彩之社會福利原則之概念（或

稱為社會國原則）孕育而生15。其主要係本於公平正義之精神，認為

                                                 
14 在此前提下，林紀東教授（1993：61）進一步指出，受益權之趨勢係由消極轉而積極。蓋因
在往昔，人民普遍相信，干預人民生活最少之統治者即為最好之政府，人民在社會生活中應享有

最廣之自主空間，僅在權利受侵害時，可透過訴願或訴訟之手段，請求國家加以救濟，因此，昔

日之受益權乃消極地避免權利受侵害；惟二十世紀以來，由於社會生活日趨複雜，人民轉而認為，

能提供最多服務之統治者始為最好的政府，因此，國家之任務不止於消極地保障人民權利，尚需

積極地促進人民之生活與福祉。此外，涂懷瑩教授（2000：469-476）亦採廣義之看法，並且依
照歷史之發展軌跡，將受益權區分成「固有的受益權」與「新興的受益權」，前者即請求救濟權

（又稱為訴權），包括司法上之受益權及行政上之受益權；後者即社會權，包括經濟生活或物質

生活方面的受益權及文化生活或精神生活方面的受益權。 
15當今各國憲法對於此一原則多有所宣示或明文。例如，日本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民均有營

健康而文化性之最低限度生活之權利」；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亦明文規定德國為「社會國

家」；在我國，雖無明文之字眼規定，然學說上亦認為，可從憲法第一條「基於民生主義」、憲法

本文第十三章「基本國策」章與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加以導出（法治斌、董保城，20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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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現代之人，在許多方面不可能獨立而生存，必需仰賴他人之給付

始可，而國家於此應適時地介入，以實現社會安全（soziale Sicherheit）

及社會正義（soziale Gerechtigkeit）之理想（法治斌、董保城，2004：

83）。社會福利國原則雖然可作為客觀上之憲法規範而具有直接拘束

國家各機關之效力，然是否亦可作為具有之主觀請求權性質之「社會

權」，通說採取否定之看法，蓋因此涉及國家財政有限之考量，故宜

交由立法者基於其立法裁量權予以具體化，人民需透過法律之具體規

定，始得向國家為給付之請求16（法治斌、董保城，2004：88）。即使

如此，社會權仍可作為憲法上之「指導原則」或國家之「願望表示」，

但其拘束力之強度將不如其他之基本權類型（陳新民，1985：

168-169）。 

    傳統人權與新興人權固為一般憲法學說上，常用以對於基本權分

類之標準，惟隨著時代之變遷及基本權內涵擴大之發展，該等分類事

實上已無法因應當代基本權發展之需求，特別是許多基本權往往具有

多重或複合之特性，而無從明確地劃歸於上述之某種類型之中（謝瑞

智，2000：165），此亦為現今憲法學者多從基本權之功能或作用之角

度剖析基本權之重大原因之一。 

                                                 
16 惟德國聯邦行政法院曾認為，基於社會國原則，可以例外地承認，人民享有符合人性尊嚴之
最低生活水準之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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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身分理論（地位理論） 

    前述之傳統人權與新興人權之分類，係從權利產生之時代及歷史

發展脈絡之角度所為，雖然具有一定之哲學上或歷史上之價值，但對

於法學上之價值似乎並不明顯（陳新民，1998：130-131）。一般認為

影響當今基本權分類最深的，莫過於德國學者耶林內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所架構出的「身分理論」（又稱「地位理論」）

（Statustheorie）。耶氏試圖以「身分」作為切入點，來闡述個人與國

家之間的公法上權利義務之關係（吳庚，2004：99）。易言之，耶氏

希望以個人與國家間之關係作為理論基礎，藉由個人在國家中之地

位，來區分基本權之種類或建立基本權之體系（李鴻禧，1994：48）。 

    耶氏之身分理論係以現代國家之本質作為出發點。首先其強調，

國家之統治即是對於自由人或個人之之配；國家在承認人格

（personlichkeit）之範圍內17，其自身亦受到限制，此限制具有劃定

國家與臣民界限，及國家賦予個人法律上的能力雙重性質；緊接著，

其又從不同之面向建構出國家與個人間之關係或狀態，進而產生公法

上權利（李建良，2003a：7），亦即，人民在此之請求權，係直接基

於其所處之法律狀態或地位（陳慈陽，2004：330）。耶式將此狀態關

係，依人民法律地位歸屬性區（具法重要性狀態）為劃分之標準（陳
                                                 
17 此處之「人格」，在法學上係指一種「狀態」（Zustand）或是一種「身分」（Status），也可說是
一種「法律地位」（Rechtsstellung）（李建良，2003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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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陽，2004：329），分為四種不同之身分： 

    一、主動身分（aktiver status）：係指人民參加國家政治意思形成

之地位。人民既為設置國家機關之主體，自可基於其作為國家機關之

特性，享有參與國家意志形成之機會。一般所謂之政治權利或參政權

即屬之。 

二、被動身分（passiver status）：又稱為臣屬身分（status 

subiectionis），係指個人單純臣服於國家，被動的接受國家統治之地

位。此多屬個人之義務。在此領域之中，個人的自我決定甚或人格受

到排除，蓋因國家與個人之間處於相互補充之關係，所有得人格都是

相對的、受有限制的（李建良，2003a：8）。義務雖非權利，但經由

被動之地位判明義務之後，相對於義務之權利自可浮現（李鴻禧

1994：48）。 

    三、消極身分（ status negativus）：又稱為自由身分（ status 

libertatis），乃指人民在被動地位之外，得享有一定程度之自由領域，

而不受國家權力之干預，惟自由只於法律之框架內予以承認；此消極

身分並非僅屬於客觀法律之反射效果，而係可透過法律手段貫徹之主

觀公權利（李建良，2003a：7-12）。帶有排除國家非法干預之防禦權

作用之自由權，多半屬於此種身分關係，人民可據此身分消極地排除

國家公權力不法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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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積極身分（positiver status）：又可稱為國民身分（status 

civitatis），係指國家給與人民法律上之資格，使人民得以向國家積極

地請求一定之給付或國家設施之利用之地位。蓋因人民為國家的成員

屬性，故國家應給個人積極之身分，且賦予個人積極之請求權，此一

身分為基於個人利益而得對於國家整體請求給付之基礎。此身分所產

生之權之性質或內容，大體而言與受益權相當。耶氏並且認為，本於

此積極身分之下，至少應賦予人民三種最基本之請求權，否則將形同

人格覆滅（李建良，2003a：12-14）： 

   （一）司法保護請求權（Rechsschutzanspruch）：即請求法律保護

之權利，此乃積極身分衍生出最重要之請求權。此項權利係直接導自

於人格本身，因為，法律既以允許個人一定之行為，則國家自應當履

行其保護義務（Schutzpflicht），以示對於人民人格之承認，而訴訟程

序正可以確認國家是否履行其保護義務，且為判斷人民對於國家主張

權利有無理由之機制。 

    （二）利益滿足請求權（Interessenbefriedungsanspruch）：即請求

國家為特定之行政行為，以達個人利益滿足之權。在許多行政機關有

義務採取利於個人利益之行為的案例中，例如，出具公法上之證書或

發給退伍證明等案件，通常需要行政機關作成相關之確認性質之行政

處分，若符合法律之要件，人民享有請求承認之權，若遭拒絕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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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提起「承認訴願」（Anerkennungsbeschwerde）。 

    （三）利益顧及請求權（Interessenberucksichtigungsanspruch）：

此之利益係指事實上之利益，與前述之法律上利益不同。事實上利益

雖不具法律上之實效性，惟國家於作成或不作成行政處分時，應採為

基礎或原因，而注意是否有所變化，故人民享有請求國家顧及此等事

實上利益之權利。例如，人民有陳請權，而國家對人民之陳請亦負有

接受、處理之義務。 

    由上述耶氏的理論可知，其所建構之四種人民與國家間之身分關

係，係依被動、消極積極主動之順序而推進，相當程度地反映出人權

歷史演變之序列關係（李建良，2003a：16）。其主要之貢獻在於，將

人民與國家間之關係與基本要素，用抽象化之方式描繪出來；然而，

此雖為其之長，另一方面亦為其之短，蓋因各種身分之間與各身分要

素或內涵之間，均過於粗略而難以嚴格區分；尚且，單從身分地位似

乎難以導出基本權利，反倒是基本權利有建構身分之功能（李建良，

2003a：25-26）。即便如此，身分理論仍提供了近代學說上探討基本

權問題之架構與方向，而影響了當今基本權之體系化或分類18。 

                                                 
18 日本學者小林直樹曾試著針對耶林內克之理論作更為細膩之分析，若依據其看法：首先，人
民處於被動地位（受動之關係），此時，國民對於國家係基於服從之地位，人民有納稅、服兵役

等義務；其次，人民處於自然地位（無關係之關係），人民於此享有飲食、散步、休息等對抗國

家加於其身義務之自然自由權；再者，人民處於消極地位（消極之受益關係），國家不得制定法

律限制言論、學術、信教等近代自由權之行使；接著，人民處於積極地位（積極之受益關係），

國家應制定法律以保障人民之工作權、生活權等權利；最後，人民處於主動地位（能動之關係），

得直接參與立法政策之形成，如請願權、受裁判權、選舉權等（游伯欽，19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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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訴訟基本權 

壹、 權利救濟之源起 

    就在近代人權保障之思想，日益根深柢固，基本權之內涵與種

類，亦隨之愈加豐富而完備。然而，若不給予前述之眾多實體基本權，

於遭受國家其他第三人不當或非法之侵害時，一定之救濟管道或途

徑，則該等實體基本權之保障或落實，無異於空談而已。換言之，各

種實體基本權之本質既然為權利，而權利乃是一種由法律地位

（Rechtsstellung）而生之個別權能，其所著重者在於內容之實踐性

（Durchsetzbarkeit），若權利不能加以實現的話，無異等同於無權利

可言，故權利之實踐性可以堪稱是構成權利救濟之重要基石19（宋健

弘，1999：23）。從「有救濟而無實效，即非救濟（Ein Rechtsschutz ohne 

Effektivität ist kein Rechtsschutz）」、「無救濟之權利，非權利（A ric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a richt）」、「法律恆須規定救濟（Lex simper dabit 

remedium）」等諸多法諺中亦可以得知權利救濟之重要性及必要性。

尤其是在西方社會中，權利通常與法、法院、法官、正、直等意義上

相通，保護權利即為實現正義之最佳表限（邱聯恭，1998：5）。職是

                                                 
19 權利之意義或性質，過去學說上有自由說、意思說、利益說、混合說等，惟現今之通說係採
「法力說」，此說強調：權利係指可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所謂法律上之力包括了保護

人民特定利益為目的內涵，且需要救濟制度之支持方可；因此，從權利之意義或性質，亦可以看

出權利實踐性之重要性（施啟揚，1987：24-25；鄭玉波，1990：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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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各個重視人權保障之憲政國家，無不建構一定之權利救濟之制

度，甚至於進而將其提升為權利救濟基本權（又可稱為權利救濟請求

權或簡稱為救濟權）之層次。此種權利救濟基本權即為憲法所保障之

程序性基本權利，最主要之功用在於促進或確保實體上基本權利之實

現，俾對於人民權利之保護豎立起最後且最重要的一道防線（法治

斌、董保城，2004：259）。 

雖然各國對於權利救濟之制度，不但制度設計或規範方式或有不

同，所關心之權利救濟之面向亦多所差異，然此並不影響權利救濟於

今日民主法治國家之重要性或價值。其中又以訴訟權（prozessuale 

Grundrecht）為權利救濟發展之首要的手段或方式，而此種權利救濟

途徑亦為本文研究之重心所在。 

貳、 權利救濟之發展 

    在早期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由於人與人之間交往日益頻繁，難免

會因為利益之爭奪，而產生磨擦或衝突，因此，人類為了自身之利益

考量，相互約定了一定之社會規範，並賦予一定之權利，用以規制社

會生活之秩序；然而，當時之權利充其量僅為「實力權利」，雖受一

定之法規範之拘束，但於其權利受到他人侵害時，動輒以自身或所處

團體之實力防衛之，甚或加以反擊或報復，因此，可以說是「自力救

濟」之階段；當時之救濟方式主要是「復仇」與「賠償」：前者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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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侵害之人，對於加害者施以同樣之對待或損害，以達到洩恨或威

嚇之目的；後者則係由於貨幣制度之逐漸興起與健全，故藉由一定之

貨幣金額之給付，來取代手段殘忍與不合乎救濟本意之復仇手段，除

了重大之紛爭，例如殺人等之外，均強制被害人領取賠償，以彌補其

權利受侵害之損失，而不允許以復仇來救濟其權利（宋健弘，1999：

24-25；姚海鎮，1987：29-32；林紀東，1990：143-146）。 

    前述復仇之限制與賠償之強制，將自力救濟逐漸轉化成現今之

「公力救濟」（宋健弘，1999：25）。其實，最早之公力救濟之現象，

係源於古代之神秘法時代，由於當時之社會規範尚不明確，一切只能

以宗教信仰或風俗習慣作為社會秩序之準繩，人類對於神祀懷有無限

之尊敬與畏懼，致使代表神祀之祭司無成為公力之代表，藉由傳達神

的旨意之表象，行權利義務關係之決定之實；此外，在某些部落或團

體中，其構成員間之紛爭，則多由當中之最受敬重之長者，基於其本

身之魅力及威信，來裁決權利義務關係，呈現出了另一種樣態的公力

救濟；進入中古封建與君主專制時代之後，神祀之力量與長者的威

信，已不足以支撐解決爭端之需要，公力救濟之角色，轉由掌握一定

實力之領主或君主來承接，由領主或君主執掌解決紛爭之權，得作出

終極且具拘束力之裁斷，其所下之命令即為「法律」，並有權加以執

行之，整個社會生活秩序完全受到統治者之控制，因而被稱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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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時代20；時至近代十七十八世紀之後，在自由主義浪潮之帶動與

啟蒙運動之影響下，近代之民權思想興起，高舉反君主專制之大旗，

強調人權保障之重要性，加上現代民族國家之建立，國家主權概念日

益支配著人民之生活秩序，乃由代表國家之權力機關扮演權利救濟之

功能，「君主裁判」遂進而發展成為「國家裁判」21，現代權利救濟之

雛型於焉成形（宋健弘，1999：25-26）。 

參、 權利救濟制度之建立 

    公力救濟係人類社會文明史之重大里程卑，蓋因國家壟斷了權利

救濟之途徑，禁止人民利用其私力維護其權利，而導出了「人民自力

救濟禁止之原則」，使得人類社會秩序脫離了「野蠻社會」或「私刑

社會」之色彩，不再以牙還牙或以暴制暴。然而，國家既已獨佔權利

救濟之管道，禁止人民自力救濟，就應該提供一個完整而公正之救濟

制度，給予人民充分利用，使得人民不致「哭訴無門」，易言之，在

現代社會中，扮演紛爭仲裁者角色之國家，在掌握了權利救濟大權之

同時，更應擔負起給予人民權利救濟之重責（宋健弘，1999：27）。

因之，在現今諸民主憲政發展成熟之各國，各種權利救濟之基本權或

相關規定，也就因此由然而生。 

                                                 
20 所謂權力法時代，係指統治者藉由「君權神授」之說法，強調統治者乃奉天神之命統治萬眾，
以建立其統治之權威性，進而得為所欲為之時代（林紀東，1990：147-148）。 
21 在權力分立之制度運作下，在理論上，權利救濟之角色依執掌之國家權力機關之不同，可分
成國會裁判、行政裁判與司法裁判三者（宋健弘，1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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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代西方社會中，權利救濟方法或法律上之救濟，通常係帶有

訴諸法院以請求救濟之意涵，透過透過法院之司法訴訟救濟，人民始

能獲得權利之保障，社會之公平正義也才能彰顯，不過，此並非謂權

利之主張或救濟非必然循求訴訟或裁判之方式加以解決，事實上，紛

爭之解決或權利之維護所可訴諸之訴訟外管道本有多種，訴訟或裁判

僅為其中之一而已，甚且應居於備位性之手段之地位（邱聯恭，1998：

6-7）。由於現代國家任務愈益擴張，伴隨著國家行為模式的多變，加

上社會生活也日趨複雜而多元，因此人民之權利受到侵害之可能性大

大地增高，同時，不同之侵害來源或類型，所造成之侵害結果，亦有

所不同；職是之故，救濟制度之建立，亦應反映出此一多樣性，無可

避免地非僅透過單一模式來達到權利救濟之目的，毋寧地應提供完整

而多樣之救濟建制，來充分地保障人民之權利，否則，國家獨佔權利

救濟之公力救濟之良好美意將會大打折扣（蕭文生，2000b：472）。 

    以我國為例，我國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

訟之權。」通說認為，此乃我國權利救濟基本權之最根本之規定22。

學說上之所以統稱其為「權利救濟基本權」或「權利保護請求權」，

乃因此三種權利，均以救濟或保障其它實體上權利所受之侵害為目

                                                 
22 學說上對此有不同之見解，認為請願係人民向政府主管機管或國家其它機關陳述其對於國家
政策、公共利益或自身權益等意見之行為，固然屬於權利救濟方法之一，但由於其請願內容不具

拘束力，充其量僅為補充其它救濟制度之不足，並非直接有效之救濟權，因此，憲法第十六條雖

然形式上規定了三種不同之權利，惟只有訴願與訴訟兩權始可稱為「正式的權利救濟途徑」（宋

健弘，19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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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上，本條所規定之請願權、訴願權及訴訟權三種基本權之性

質或內容均有所不同，應屬三種不同態樣之權利救濟方式（李惠宗，

2004：257；宋健弘，1999：112）。 

請願權係指人民對於國家之政策、公共之利益或人民自身權益之

維護，而向職掌相關事務之主管機關或該機關之首長，陳述其主觀上

之期待或表達其意見之權，又可稱為陳請權（petition）。性質上可謂

言論自由權與行為自由權之結合（陳新民，1998：327）。請願之對象

可包括民意機關或主管之行政機關，惟對於依法應提起訴願或訴訟之

事項則不在請願之範圍內，否則將有干預司法審判獨立之嫌。此權利

係淵源於西元一六八九年英國之權利典章（the Bill of Rights）23，主

要之目的在於保障人民有一定之管道可以抒發其反映出心聲，促使主

管機關得以重視或參酌民意之後，而形成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在專

制時代，君王每每將人民之請願行為視為洪水猛獸，而欲除之而後

快，因此，請願權之承認或賦予，可說是相當程度地反映出對於過去

打壓人民言論自由或陳請自由的一種反撲（陳新民，1998：327）；由

於請願之事項過於廣泛，又對於陳情機關之拘束力過於薄弱，況且在

                                                 
23 該權利典章第一條第五款規定：「向國王提出請願，為人民之權利，弱因人民請願而加以罪罰、
或提出公訴均屬違法。」首次明文宣示人民之請願權；而嗣後之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一條規定：

「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以剝奪人民申訴而請願於政府之權。」德國基本法第十七條規定：「任何

人均有個別或與他人共同以書面向該管機關或向民意代表機關提出請願或訴願之權利。」日本憲

法第十六條規定：「任何人關於損害之救濟，公務員之罷免，法律、命令或規則之制定、廢止或

修改，及其他事項，均有和平請願之權利。任何人均不得因其請願而受差別待遇。」亦均肯認人

民之請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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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壓力之下，民意之重視已成為民主憲政國

家施政所不可忽視者，而各種其它更有效之救濟制度，例如訴訟之建

制亦已日趨完備，故此一古老之救濟權利於現今社會所能發揮之功效

頗受質疑（吳庚，2004：286）。 

至於訴願權係指人民因行政機關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認為其

權益受有侵害時，可向該管行政機關或其上級行政機關請求審查該處

分是否妥適，並修正該行為之權。訴願乃源於大陸法系國家特有之制

度，其用意在於將救濟之時點提前至行政權之行為對於人民有所規制

之時，促使行政機關得以在作成處分之後，有再一次自我內部審查或

反省之機會，以減輕行政法院之負擔，強化人民權利之保障（法治斌、

董保城，2004：268-270），蓋因行政權具有積極性且注重效率，若直

接透過司法訴訟加以救濟，不但對於行政權有所不公，且有損於人民

權利救濟之有效性（陳慈陽，2004：593）。固然訴願之性質究為司法

救濟亦或仍屬行政程序之一環，於我國學說上素有爭論；此外，於行

政訴訟救濟之前，強行將訴願程序擇為必經之前置程序，是否係對訴

訟基本權之不當限制，也有正反不同之見解；惟於現行憲法規範架構

下，訴願權正如同訴訟權一樣，乃是受憲法所保障之程序基本權之一

種，而具有主觀上公權利之性質（陳慈陽，2004：594），提供人民正

式且通常之救濟途徑，使人民對於行政行為（特別是行政處分）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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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能有另一管道尋求救濟（法治斌、董保城，2004：267）。 

由上述之分析可知，不論是帶有濃厚政治性色彩之請願權，或是

針對行政措施違失之訴願權，均偏重於透過行政權或立法權等政治或

政府部門之途徑，以尋求救濟之可能性，此與透過司法裁判救濟之訴

訟權有所不同。正因為其性質上有所差異，故學說上有依其性質將其

分為司法上受益權（即訴訟權）與行政上受益權（包括請願與訴願兩

權）兩大類（法治斌、董保城，2004：259-270）24。從上述我國憲法

第十六條救濟基本權之規定即可以看出，我國憲法欲保障救濟制度之

完整性與多樣性，以便於人民之權利受到更為妥適之維護。   

此外，憲法第十六條之規定，雖為我國最基礎之救濟基本權利之

規定，但並不以此為限，而應以此為基礎，並配合其它相關之涉及權

利救濟之規範，例如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保障、第九條人民不受軍事

審判之保障、第二十四條公務員責任與國家賠償責任，及諸多司法權

相關建制之規定，始可得出我國完整之權利救濟基本權之架構25（吳

庚，2004：286；宋健弘，1999：111）。在這眾多之規範當中，憲法

第八條、第九條、第十六條與第二十四條等四個條文，不但建構出了

                                                 
24 惟學說上有認為，雖目的上同為請求政府機關予以救濟之路徑，然請願權、訴願權與行政訴
訟權均為針對公權力侵害之行政受益權，而民事訴訟權與刑事訴訟權始屬針對他人侵害之司法救

濟權（陳春生，1998：141；劉慶瑞，1991：86-92）。本文認為，行政訴訟雖然係針對不法之公
權力行為或行政措施之救濟途徑，而有其不同於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係針對一般之他人之不法行

為之特性，然行政訴訟與民、刑事訴訟皆為人民對於不法之侵害，尋求扮演中立第三者角色之司

法權或法院，透過一定之訴訟程序加以救濟，因此，行政救濟權應屬司法受益權之一環。   
25 學說上有認為，憲法學上之權利救濟請求權，應涵蓋請願權、聲明異議權、訴願權、訴訟權、
國家賠償請與補償、憲法訴願及國民抵抗權（宋健弘，199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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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上之權利救濟基本權之中心內涵，也是我國訴訟基本權最重

要之規範依據或基礎（宋健弘，1999：115）。 

肆、 訴訟基本權之定性 

    訴訟基本權又可簡稱為訴訟權（Prozeßgrundrecht），係指人民於

其實體權益受到侵害之時，可透過國家之司法權或法院建制之強制力

量介入，以達到權利救濟或權利保護目的之權。基於每一個法律問題

應當只能有一個正確答案之思維下（Barak，2002：22），訴訟即為一

種藉由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以發現真實並論段是非，以求得法律之正

確援用與權利之有效保護之過程（李惠宗，2004：257），故其性質上

乃程序性或手續性基本權，主要之目的在於促使實體權利之有效實現

或有效確保。換言之，訴訟基本權主要係訴諸於司法權與法院建制之

運作，希冀其立於公正、中立之第三人之地位，作成足以定爭止紛之

裁判，以求得權利救濟之程序性基本權利。簡言之，訴訟基本權就是

救濟基本權或救濟制度一環之司法救濟權，其是否得以充分發揮其功

能，端賴司法權之配套或建制。 

    訴訟基本權之概念與內涵，與憲法上之司法權運作有著高度之關

聯性，已如前述，而司法權之運作與憲法上之法治國原則及權力分立

原則，亦有著非常密切之關係（蔡宗珍，2004：57）。此兩大憲法上

之基本原則之主要立基點，皆在於防止國家之權力之恣意妄為，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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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捍衛人民之基本權利，且兩者處於互相影響之角色，一方面權力分

立原則乃法治國原則具體化之依據，法治國原則所希冀規範之國家權

力劃分與共同作用，取決於權力分立原則欲達到之憲法上任務，另一

方面國家權力之劃分，若無規範之約制時，將致使國家權力之行使發

生衝突或矛，影響憲法秩序之和諧與穩定（陳慈陽，2004：198-199）。

法治國係以權力分立之存在為前提，若國家無權力分立，則不能稱其

為法治國；法治國唯有在權力分立之配合下，方能促使國家權力理性

地受到限制與約束，進而保障居於國家主權地位之人民（陳慈陽，

2004：213）。在法治國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之要求下，國家之權力受

到一定之法規範之束縛，並分由不同之憲法權力機關所執掌，彼此相

互制衡；同時為了讓人民實體基本權能夠確實而有效地受到保護，遂

由職司司法任務之獨立法院，行使司法救濟之功能；透過法院訴訟救

濟程序，不僅擔負起解決人民私權紛爭之任務，更須發揮解決國家與

人民間之公權利行為爭執之作用（法治斌、董保城，2004：68）。換

言之，在國家禁止人民自力救濟，而獨佔救濟之管道之前提下，基於

法治國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之支配，必然會將國家首要之公力救濟之

方式，與司法訴訟救濟制度相連結，進而產生法院保障請求權

（Gerichtsschutzanspruch），由代表司法權之法院行使解決爭端之權限

（宋健弘，1999：27），法院為定爭止紛所作出之司法裁判，須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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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之爭議，最少須給與一次以上由具備法官資格

之法官所組成之法庭建制審理，否則即有違背權力分立原則之嫌（李

惠宗，2004：264），尚且，在實質法治國原則所要求之正義取向下，

唯有訴訟基本權之賦予，才能真正確保人權保障此一現今民主憲政國

家之目標的落實。    

學說上或各國實證法上有不同之用語或描述。例如，在德國憲法

學上稱其為程序基本權（Verfahrensgrundrecht）或司法上之基本權

（Justizielle Grundrechte）；此外，學說上有受到日本學說之影響，而

稱之為「司法受益權」或「接受裁判之權利」者（李惠宗，2004：257；

法治斌、董保城，2004：259），亦有學者將其與訴願權歸類為狹義之

「司法人權」26（Justizgrundrecht）。換言之，學說上或各國實證憲法

上，雖然因其本身環境或法學發展上之不同，而未必使用訴訟權之用

語，甚或對於訴訟權保障之描述切入點，亦有所差異。例如，德國基

本法之中，訴訟權保障主要依據之第十九條規定「任何人之權利受到

國家權力侵害時得依法律途徑救濟。」雖未使用訴訟權之用語來描

述，然而，學說上普遍認為本條之概念與訴訟基本權之規定相當，均

係強調人民若其權利受侵害時，得提起法律途徑（特別是指法院）以

                                                 
26 相較於挾義之司法人權，廣義之司法人權之內涵包括德國基本法第一 0三條第二項之「罪刑
法定主義」、同條第三項之「一罪不二罰」、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與日本憲法第三十八條之「不

得強迫認罪」與「無律師在場可拒絕應訊」、德國基本法第十六條「禁止設立特別法庭」等與訴

訟權相關之諸原則（陳新民，199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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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並實現其權利。又如，美國憲法上未如我國憲法般，明文規範訴

訟基本權之保障，然而透過增補條文第四條至第八條之規定，對於影

響人民法益或利益最為重大之刑事訴訟程序，賦與刑事被告相當程度

的保護，使其不會在國家機器追訴犯罪下，顯得束手無策；此外，又

透過增補條文第五條與第十四條之規定，強調正當法律程序之應行遵

循，而此一原則之核心價值即為公平，由上述諸多規定即可看出，類

似我國訴訟基本權保障之精神或要求，甚至於結合平等原則要求之訴

訟上平等保護之意旨，已經隱含於該等條文之中，無待另有明文之法

源或規範（法治斌，2003：220）。總之，不論訴訟基本權有無明文之

規定，亦不問關於訴訟基本權所描述或重視之點為何，均不影響訴訟

基本權此一現今最重要之權利救濟手段所扮演之功能或角色，亦即訴

訟基本權乃是為了實現憲法上基本權保障之終極目的，在法治國原則

與權力分立原則之影響下，給與人民透過司法救濟手段以維護其權益

之程序性基本權利，且具有補充憲法實體基本權之功能（法治斌、董

保城；2004：68）。 

    無論如何，訴訟基本權雖為程序性之司法受益權，然至少在我國

憲法之秩序下，其屬於基本權之一環似無疑義，因此，基本權所應具

有之人性尊嚴必須尊重之價值，亦應反映在訴訟基本權之上。據此，

在訴訟程序之建構上，應擔保當事人成為程序之主體，而非受支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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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從而須給與充份之程序上權限，易言之，保障以尊重人性為最

高理念，正面肯定國民之法主體性之訴訟基本權，進而影響當代司法

機制之建立及運作，為現今訴訟基本權之最重要課題（邱聯恭，1998：

19）。而釋字第五九二號解釋肯認人民立於程序主體地位之程序選舉

權，似乎反射了此種認知。 

 


	第一節基本權之演進
	第二節基本權之分類
	第三節訴訟基本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