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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訴訟基本權之基本理念 

    現代立憲主義國家，為了保障人民之諸多基本權利，多設有人權

條款或人權清單之專章，以列舉或概括規定之方式，制定相關之規

範。我國憲法亦不例外，於憲法本文第一章總綱之後，設有人民之權

利義務專章，詳列各項人民之基本權利。其中，憲法第十六條規定，

人民有訴訟之權利，學說上多以此作為我國之訴訟基本權之基礎規

範。然而，憲法之規範內容多極為抽象，關於人民之基本權利之規定

尤其如此，單憑規範上之文字，實不足以釐清訴訟基本權之相關概

念，而有待學說與實務之發展。本章擬從訴訟基本權之依據、功能與

本質內容之角度切入，剖析其基本之概念。 

 

第一節 訴訟基本權之依據 

壹、 我國憲法上之規定 

    訴訟基本權之保障與實證化，如前所述，已成為當今人權保障發

達之國家所不可抵擋之趨勢。然而，誠如前所述，由於各國本身之法

學發展或社會文化等眾多因素之影響，因此，各國對於訴訟權之法學

上用語或有不同，而有諸如受裁判之權利、司法請求權、法定聽審請

求權、有效（實效）之權利保護請求權、公正審判請求權等不同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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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此種用語上之差異性，不但影響到各國實証法上規定方式之不

同，也進一步導致各國學說或實務上，對於訴訟權引用依據之差異。

此一現象無可避免地，在我國法上亦引起廣泛之討論，並且眾說紛

紜、莫衷一是（劉宗德，2004：5）。 

    近代立憲主義下之憲法，不外乎包含兩大元素之規範，其一為人

民基本權利之規定，另一則為國家統治機關、組織（權力分立面向）

之規定。訴訟基本權雖本身為人民之基本權利之一，然就其本質面向

觀之，則需要司法權相關之規定與之相配合。易言之，訴訟基本權之

行使或保障，與司法權之規定有著密切而不可分之關係。職是之故，

憲法上關於訴訟基本權之依據，並非文義上明文出現訴訟權者始屬

之，凡涉及權力分立之下司法權或訴訟建制等規定，均應包括之（王

寶鋒，1999：38）。因此，訴訟基本權於我國實證憲法上之依據，宜

從憲法第二章人民權利義務專章之相關規定，與憲法其它有關於司法

權面向之相關規定，分成兩大部份加以討論之（宋健弘，1999：111；

劉宗德，2004：6）： 

    一、人民權利義務專章之規範依據：訴訟基本權最重要之性質，

乃是人民之「程序性基本權利」之一環，故本專章中之相關規定，乃

為我國訴訟基本權最具重要性之規範依據，分述如下： 

   （一）憲法第十六條：本條雖然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與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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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惟如前所述，請願權與訴願權實際上乃行政上之受益權，與本

質上乃司法上受益權之訴訟權不同，因此，本條之訴訟基本權之相關

依據，應係指「人民有訴訟之權」而言，也是我國憲法上，最直接與

最明確宣示人民有訴訟權之條文規定。 

    （二）憲法第八條：本條之規定相當繁複，是我國憲法第二章之

中，唯一的兼具宣示原因（Prinzip）與法規（Regel）性質之條文（吳

庚，2004：190）。嚴格言之，本條乃是有關於人身自由保障之規定，

然而由於人身自由可以說是一切自由權利之基礎；若無人身自由，則

其它人民之基本權利亦無從據以開展。因之，本條文設有許多關於侵

害人身自由之相關程序保障的規定，用以傳達出憲法對於人身自由之

重視，於此同時，無形中亦與訴訟基本權之保障產生交集27。此等屬

於「憲法保留」之程序規定，即便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要件，也不

得以法律限制之28（法治斌、董保城，2004：206）；此外，就法律保

留原則之面向以觀，縱使有關人身自由之侵害或限制，不屬於前述憲

法保留之範疇，仍應認為構成「國會保留」之事項，立法者不得授權

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定之，除非該法律本身已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

                                                 
27 學說上有認為，本條與憲法第十六條之規定係處於普通規定與特別規定之關係，而產生救濟
方式之不同：原則上人民之權利受有侵害，其請求救濟之憲法上依據在於為第十六條，但若係第

八條所規定之權利（例如：非法之逮捕拘禁）受有侵害時，則應尋第八條救濟；換言之，憲法第

十六不可與憲法第八條之程序上特別規定相互牴觸，甚或以其它訴訟程序代替之（宋健弘，1999：
116）。 
28 大法官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理由書亦曾指出，「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在一定限度內為憲
法保留範圍不問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均受上開規定之保障（筆者按：即憲法第八條之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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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因或要件29（李惠宗，2004：129）。 

    （三）憲法第九條：我國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

不受軍法審判。」學說上稱此為人民之不受軍事審判之自由（吳庚，

2004：202），且因其規定於人民權利義務專章之中，故亦屬於人民之

基本權利之一（王寶鋒，1999：39）。傳統學說多從文義上之反面解

釋切入認為，由於軍事審判之統帥權（廣義之行政權）之本質，與一

般司法裁判（司法權）之本質不同，故本條蘊涵憲法保障軍事審判制

度設置之意旨，並進一步將軍事審判權，由法院所代表之司法權交給

屬於廣義行政權之軍事審判機關，因此，一般之人民固然不受軍事審

判，然而，現役軍人即應受軍事審判（李惠宗，2004：141）。然而，

從邏輯上之推論而言，本條之規定僅謂「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並不能據此即反推認為「現役軍人即應受軍事審判」30（宋健弘，1999：

116）。從而，除非確有必要，否則基於軍人原則上與一般人民享有相

同之基本權之認知之下，本條之反面解釋，應為現役軍人「得受」而

非「應受」軍事審判（吳庚，2004：202）。尚且，憲法雖允許立法者

得就現役軍人建立一套特別之訴訟或審判制度，但既然本質上仍為訴

訟或審判制度，基於憲法上法院獨佔司法權之法治國原則要求，以及

                                                 
29 大法官釋字第五五九號參照。 
30 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亦認為，「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乃因
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對其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

訴訟程序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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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七十七條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之規定，所以，立法者縱

然有一定之立法形成空間，仍需符合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保障之最低

要求31（宋健弘，1999：116-117；王寶鋒，1999：39）。 

    （四）憲法第二十四條：本條乃公務員責任與國家賠償之規定。

依前段之規定，公務人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權利時，應負起行政（懲

戒）、民事（賠償）與刑事（例如刑法上之國家法益性質之犯罪）責

任；惟為確實填補人民所受之損害，故於後段亦規定，國家亦需為該

等公務人員之行為負責，而負起損害賠償之責。然而，無論前段或後

段之救濟基本權之規定，本質上均為憲法第十六條訴訟基本權之特別

規定（宋健弘，1999：117）。 

    二、其它有關於司法權之規定：由於訴訟基本權之行使，涉及到

權力分立之下司法權運作或建制之規定，因此，理應一併搭配觀察

之，始可得出完整之憲法上訴訟基本權之保障之雛型。針對司法權之

運作或法院之建制，我國憲法本文於第七章設有司法專章，並於其它

之散列條文中針對特殊事項亦有相關之規定，惟此涉及訴訟基本權之 

行使或落實，故於本文第四章中一併討論之。 

                                                 
31 釋字第四三六條號解釋即指出「至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
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

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七十七條、第八十條等有關司法

權建制之憲政原理；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人身自由者，亦應遵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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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我國學說之見解 

    我國訴訟基本權之主要規範基礎乃憲法第十六條、第八條、第九

條與第二十四條，已如前所述。除了第九條不具積極之權利救濟權之

性質，僅係消極給予人民不受軍事審判之權利之規定外，我國學說上

之通說認為，第十六條係立於訴訟基本權之普遍性或一般性之地位，

用來確保眾多實體性之權利，而第八條與第二十四條乃其特別之規

定，用以更進一步地具體化或補充說明第十六條；換言之，憲法第十

六條之訴訟權之規定，不但建構出一切訴訟救濟途徑之基礎，且提供

一完整而無漏洞之權利救濟保護網，即使無憲法第八條與第二十四條

之規定，相關權利受侵害之人民，仍得依據憲法第十六之規定請求救

濟其權利（宋健弘，1999：118）。 

此外，由於人類文明之變遷，權利救濟已從早期之自力救濟，演

進為當代之公力救濟的模式，特別是公力救濟之強制性確立後，國家

不但負有居於中立者之裁決或裁判責任，如國家本身對於人民知權利

造成侵害時更應負責，因此，在權力分立原則及法治國原則之規制或

影響下，國家應設立司法或法院之制度，提供人民權利受侵害時之訴

訟救濟管道，此種方式不特適用在人民之間私領域（私法關係）之紛

爭中，也可適用於國家與人民間之公領域上之爭執之上（包含刑事案

件與行政案件），從而，人民依憲法第十六訴訟基本權保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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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享有民事、刑事與行政訴訟權等司法上受益權（法治斌、董保城，

2004：259）。易言之，由於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基本權，乃兼具主觀

防禦作用且為憲法之制度性保障之特質，故概念上應成為人民實體權

利保障之前提依據，從而，其不但是基本權輻射間接作用所形成人民

法律保障之實體權利的程序保障，而為解決人民間爭端之司法救濟

權，也是直接針對國家行為的程序保障，而形成對抗國家公權力不法

侵害之司法救濟權（陳慈陽，2004：589），況且，訴訟基本權既為憲

法上之制度性保障，則人民可積極地要求國家應建立一套完備的司法

救濟制度，使得所有受到侵害之公、私法上的權利，都能夠獲得公平、

有效之救濟機會（李惠宗，2004：261）。準此，我國憲法第十六條所

保障之訴訟基本權為廣義的司法上受益權，理應成為公法訴訟與一般

民、刑訴訟之規範依據（宋健弘，1999：15）。 

    然而，學說上亦有認為，我國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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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地將司法審判權之行使，區分成民事、刑事、行政訴

訟與公務員懲戒等類型，因此，不同之司法審判權應有其不同之訴訟

救濟內涵或型態，亦即在憲法之權力分立原則下，具備不同之地位和

功能，從而，不同之訴訟類型於憲法上之依據也會不同，應該分別以

觀；在肯認憲法第十六條訴訟基本權之規定，係人民於其權利遭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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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法公權力侵害，所得享有之司法救濟的主觀權利之前提下，應認

為該條之訴訟權保障僅限於行政訴訟或公法訴訟之類型，蓋因以行政

訴訟為主之公法訴訟所涉及者乃人民對抗國家公權力之關係，而訴訟

基本權之目的即在於促使人民得以享有主張司法權控制行政權之主

觀權利，至於民事訴訟權與刑事訴訟權乃國家司法權當然具有之內

涵，此等司法權之內涵並非人民所可以加以主張，其正當性及依據則

應分別求諸於憲法上法治國原則之一般性司法保障，及對於基本權限

制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而不宜由憲法第十六條直接導出（蔡宗珍，

2004：57-64）。 

    本文認為，學說上之所以會將以行政訴訟為主之公法訴訟與民、

刑訴訟之依據分別以觀，乃係受到德國學說上對於德國基本法第十九

條第四項理解之影響。該條規定：「任何人之權利受到國家權力侵害

時，得依法律途徑救濟。」而多數學者認為該條主要係賦予人民於其

權利受到國家公權力不法之侵害時，得請求一公正獨立之法院（尤指

行政法院）加以救濟（陳新民，1985：167；陳愛娥，1998：57），且

代表行政權自我支配而不受司法審查之時代已被終結，而為法治國之

「完成」（蔡宗珍，2004：59）。然而，此等將德國學說上對於德國基

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詮釋，逕行套用於我國憲法之訴訟基本權之解

釋上，而認為我國之訴訟基本權亦具有「針對國家性」或「對抗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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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僅為公法訴訟權之依據之見解，其是否妥適尚有待商榷。況

且，將民、刑事訴訟權之依據提升自憲法上法治國原則導出，似乎忽

略了通說對於我國憲法之訴訟基本權兼具主觀權利與制度性保障之

功用，而有過於限縮憲法第十六條訴訟基本權之保障內涵之嫌，亦未

考慮民、刑訴訟權與公法訴訟均係透過法院之訴訟程序尋求司法救濟

之本質。職是之故，本文認為我國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基本權足以作

為各類型訴訟之依據，而無須求諸於憲法上法治國原則。  

參、 正當法律程序之導入      

    近年來，我國釋憲實務上針對訴訟基本權保障之解釋，引進了外

國法制或學說上之「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概念32，

惟綜觀我國憲法上之規定，並無此概念之具體明文，因此，此套源與

英美法系之觀念，究竟其在我國法上之依據，及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為何，在援引時是否會與我國現行法制有所齟齬，實有加以探討之必

要。 

    正當法律程序在英美法制上乃是人權保障之重要程序性概念，且

與水平的權力分立原則具有密不可分之關聯性角色，蓋因水平的權力

分立乃是不同權力部門之區分與權限界定之外延性問題，而正當法律

                                                 
32 我國大法官解釋之主文中提及「正當法律程序」者，如釋字第五八八號、第五八五號、第五
八二號、第五七四號、第四九一號、第四三六號、第四一八號、第三九六號等解釋；於解釋理由

書中論及者，如釋字第四四六號、第四四五號、第三九二號等解釋；此外，各別大法官之協同或

不同意見書中敘及者，更是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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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則是各權力部門行使權力所應遵循之程序軌道與應有之細緻安

排之內涵性問題（李念祖，2003：741）。最早之正當法律程序概念之

出現，可追溯至西元一二一五年之英國大憲章第三十九條有關「陪審

制」及「人身保護令」之規定，原本即為針對訴訟或審判程序所設之

規範（郭介恒，1998：129）。其後更直接訴諸於自然法之「自然正義

（nature justice）原則」，強調任何人不得為自己事件之裁判官（nemo 

judex in partesua），且任何判斷必須聽取雙方之陳述，若未經陳述則

不得作對其不利之決定（audi alteram partem），簡言之，自然正義即

為「行為之公平（acting fairly）」（法治斌、董保城，2004：206-207）。 

    受到英國法之影響下，為避免聯邦政府成為類似英國王權政府般

之集權政府，而侵害各州之權利，美國憲法於西元一七九一年於制定

了增補條款第一條到第十條，亦即權利典章（bill of rights）之規定，

其中第五條採用了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明定任何人非依正當法律程

序，聯邦不得剝奪其生命、自由及財產，其主要規制對象為聯邦政府；

在南北戰爭後，為防止南方各州對於黑人人權之不當迫害，乃又制定

增補條為第十四條，明定無論何州，不得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即剝奪

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將規範之對象及於各州政府，兩條文成

為美國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依據。然而，正當法律程序之所以會發

展成為支配美國法制之重要原則或條款，乃有其偶然之原因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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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發展出「是否符合美國正義

體系（fundamental to the American scheme of justice）」之標準，欲將

多數權利典章之內容，特別是增補條款第四條至第八條諸多關於民、

刑事訴訟上之原則之規定，透過增補條款第十四條之規定涵攝至各

州，並且擴大解釋「生命、自由或財產」之概念，故正當法律程序之

內涵於美國法上並非僅適用於刑事訴訟程序，而係所有之訴訟程序皆

有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林超駿，1997：65；法治斌、董保城，2004：

207），尚且，其適用之對象更擴及於所有可能侵害人民權利之國家行

為，舉凡民事、刑事、行政管制、公務員懲戒及諸多其它公法程序等

司法與行政程序或領域，皆有其適用之餘地（王寶鋒，1999：23-25；

林子儀等，2003：376-377）。甚且，固然正當法律程序在字面上似乎

僅為程序上限制之意義，然而在美國司法實務上，卻發展出一套以其

為基礎之「實質正當」之司法審查的標準，用以規制立法權之行使，

從而進一步形成「實體性正當法律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 of 

law）與「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 of law）概念

之分野33（郭介恒，1998：134；王寶鋒，1999：24）。 

無論如何，美國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首重者乃「基本公平

                                                 
33 所謂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為正當法律程序原先之意涵所在，每每與行政或司法之程序相結
合，強調對人民之權利為一定之裁決之前，應先進行一定之公正無私之程序，諸如舉行聽證或給

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實體性正當法律程序係用於檢視法律（特別是有關涉及人權方面）

內容是否公正、合理及符合正義等要求之原則，此乃美國司法實務上於西元一八九 0年代以後所
逐步發展出之概念，且成為維護或承認不成文之憲法實體權利（例如隱私權或與人格發展相關之

權利）的主要依據（吳文城，2000：51-54；林子儀等，200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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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fairness）」之理念，惟不同之訴訟程序中會有不同之基

本公平的內涵，準此，正當法律程序僅係提供人權保障之基本要求，

也就是法律不應該是不合理（unreasonable）、專擅的（arbitrary）或

恣意的（capricious），此外，所使用之手段與追求之目的間須有合理

的（reasonable）或實質的（substantial）關係始可（法治斌、董保城；

2004：207-208）。 

    在我國大法官釋憲實務上，由於我國憲法並無類似美國憲法之正

當法律程序之規定，因此大法官係透過解釋之方式，將美國法上之正

當法律程序之概念引進我國。一般咸認為，大法官是在釋字第三八四

號解釋首開以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強調法律程序必須正當，法律之

內容更要實質正當；其後更陸陸續續在多號解釋中，藉由憲法第八條

第一項之「依法定程序」或第十六條之訴訟基本權等規定，明確引用

正當法律程序概念一詞，來架構出上述條文之程序保障的具體內涵，

致使正當法律程序成為我國釋憲實務操作上，判斷或決定司法（訴訟）

或行政程序是否合憲之重要準據（林子儀等，2003：376；王寶鋒，

1999：36）。 

    綜觀大法官歷來直接引用正當法律程序之用語或實質正當之概

念所作成之解釋可知：首先，在同樣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之案例時，

大法官未必會引用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而係訴諸憲法之明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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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來作為審查之標準，徒然造成解釋上之

困擾與不一致；其次，大法官對於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的「依法定程序」

的內涵所指為何，欠缺明確之定義，而游移於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

確性與比例原則之間；再者，除釋字第四九一號等解釋係對於行政決

定之作成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作成外，其它之解釋均為試圖援引正當法

律程序之概念，勾勒出憲法第十六訴訟權保障之具體要求，然而，如

此之作法，不但忽略訴訟程序之最低憲法要求與不同之訴訟類型所應

具備之不同原則係不同之概念，也導致了大法官於各解釋推論出不同

之訴訟程序要求，此對於憲法第十六條之內涵之建立或最低要求之保

障，似乎並無助益（陳愛娥，2004：384）。 

    大法官引進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對於我國人權保障之發展，尤

其是人身自由與訴訟基本權之程序建構方面，固然具有正面之助益，

可謂其用心良苦。然而，誠如前所述，正當法律程序概念本身乃英美

法系，特別是美國法制下之特殊的歷史產物，且其在美國司法實務運

作之發展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因素，貿然引進襲自大陸法系之我國

法制下操作，難免會產生解釋與適用上之諸多疑義，甚至於產生更多

新的問題，徒然增加困擾。況且，即使在美國憲法上，也未對於正當

法律程序加以定義，故正當法律程序並無固定之內涵，具有高度之不

確定性，且於美國司法實務上亦採取保留之態度，不敢妄自論斷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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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確切內涵，而必須透過司法實務於具體個案中認定是否符合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法治斌、董保城，2004：207）；職是之故，不如善

用我國憲法上既有之規範基礎，重新掌握或架構出憲法第八條人身自

由保障之特殊程序要求與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保障之憲法最低要

求，再配合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與公益原則之規定，由釋憲

者逐案審查系爭之個案或法案，即足以因應正當法律程序之實質正當

之要求，而達到同樣之效果；如此不但不會逸脫我國現有之規範基

礎，尚且亦可將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民權利之立意導入我國，似為較

為妥適之作法（陳愛娥，2004：385；王寶鋒，1999：36-37；林超駿，

1997：72-73）。 

 

第二節 訴訟基本權之功能  

壹、 基本權之功能體系 

    當今立憲主義國家，無不以基本權之保障為其憲政落實之主要目

標，促使基本權保障之規定成為憲法中最為重要之部分；惟憲法雖然

保障人民諸多之基本權利，且將其付梓於憲法規範之中，但往往以極

為精簡之文字以為描述，以致於憲上之基本權相關規定，不但抽象且

具有不完整性；以我國憲法第二章之基本權專章為例，每每僅以「人

民有某項權利或自由」之文字，用來表達人民所受保障之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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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無法說明基本權之主體（人民）得依據基本權之規定，主張何種

基本權內容，亦無從說明基本權之受規範主體（國家）因基本權之規

定，而負有何種義務（許宗力，1999：155）。從而，當代學說上戮力

於基本權利體系（Grundrechtssystem）之構築，期盼能夠藉由一套基

本權利之解釋及相關問題之思考模式或架構，勾勒出基本權之規範內

涵（李建良，1997：59）。此套基本權的體系並非是封閉的，毋寧地

應使其具有相當程度地開放性與彈性，可以與時俱進地隨著歷史之發

展或變遷來作調整，甚至於加入或賦予新的內涵，而帶有「可填充的

性能」（ergänzungsfähig）（李建良，2003b：178）。 

    德國學者在建構基本權之理論時，多半從其功能的角度切入，透

過基本權之「作用面向」（Wirkungsdimensionen）的觀察，來剖析基

本權之內涵為何，而據以發展出基本權之功能體系（李建良，1997：

61）。在基本權具有直接拘束所有國家權力（包括行政、立法與司法

等諸權）之規範效力的前提下，基本權之憲法規範功能包含「確保個

人權利」與「作為客觀法規範」兩個面向，並得以進一步開展出基本

權之「主觀功能體系」與「客觀功能體系」兩方面之內涵（李建良，

2003b：178），換句話說，基本權具有主觀與客觀（法）面向之雙重

性質（又可稱為雙重功能、雙重形構或雙重角色），既是主觀權利，

也是政治共同體客觀秩序之基本元素（張嘉尹，2002：47），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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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在當今憲法秩序之下，一體兩面之作用表現的本質34（陳慈陽，

2004：339）。 

此一基本權功能體系之建立，徹底顛覆了傳統上將基本權區分成

自由權、平等權、受益權與參政權之想法，希冀藉由基本權功能之概

念的提出，能促使基本權之內涵於解釋上更富有彈性，以避免傳統分

類方式將各個權利之性質予以絕對化之僵硬作法，致使忽視了其它定

性可能性之弊；此例如傳統上對於自由權均將其定位為防禦權之性

質，而未能思考到其防禦權性質以外之功能；總之，基本權之傳統分

類固然有其明一目了然之優點，然而，基本權功能之概念卻較能點出

基本權對於國家與人民間之關聯性與影響，不但可提供對於基本權更

清晰之理解，對於基本權之保障似乎亦更具有實益（張嘉尹，2002：

34-35）。 

    我國學說上受到上述德國學之影響，多數學者亦尋上述主觀與客

觀兩面向功能之脈絡，來思考或建立基本權之內涵。然而，正如前所

述，基本權功能之體系並非固定或是不可動搖的，其係處於一浮動的

狀態，有可能由於觀察或切入角度之不同，而產生分類上之歧異，因

此，不論是德國或我國之學界，對於基本權功能體系之內涵尚缺乏一

致性之定見，特別是何者歸於基本權之主觀面向功能，及何者屬於基

                                                 
34 惟學者吳庚（1998：14-17）有不同之見解，其認為在主觀與客觀面向之外，尚有基於身分理
論（地位理論）所生之法律關係，遂主張應以基本權之三重性質替代基本權之雙重性質，蓋因確

認身分關係之後，始有可能決定人民之主觀權利是否存在與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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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之客觀面向功能，見解尤其分歧35。 

貳、 基本權之功能 

訴訟基本權雖為程序性基本權利之一種，而與多數之實體性基本

權利或有不同，惟仍屬於基本權之一環，故如欲了解其功能，自應先

探尋基本權之功能，於此脈絡下依訴訟基本權之性質循序觀之。然

而，學說或實務上對於基本權之功能體系應如何建構，尚處於眾說紛

紜之狀態，已如前所述。其實，與其爭執於主觀與客觀面向各自含括

何種內容，不如直接聚焦於基本權之功能究竟為何，似乎較有實益36。

依據學說上整理我國釋憲實務之見解，基本權之功能主要可以歸納如

下（許宗力，1999：156-176）： 

    一、防禦權功能：係指基本權給予人民法的地位，於國家侵害人

民之基本權所保護之法益時，得直接援引基本權規定，請求國家停止

其恣意之侵害，以達排除國家恣意干預之目的，故又稱為侵害停止請

求權之功能；相對地，國家亦負有停止侵害之不作為義務。任何基本

                                                 
35 以我國學說為例，學者李建良（1997：73）主張，基本權之主觀權利功能包括防禦功能與給
付功能，客觀規範功能則包含價值決定（及其導出之基本權利第三人效力與基本權利之保護義

務）、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及國家權利之消極規範；學者蕭文生（2000a：27-33）則認為，基
本權利之主觀功能含蓋防禦功能及受益或請求給付功能，客觀功能則有基本權之客觀價值體系、

保護義務功能及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學者陳愛娥（2000：236）則指出，除原始之防禦權功能
外，其它之功能均可歸於基本權作為客觀法規範之面向。 
36 學說上亦有不採基本權功能之用語，而以基本權之「作用」或「效力」之用語代之代之（陳
慈陽，2004：332；法治斌、董保城，2004：130；吳庚，2004：119），惟其所討論或描述之對象
其實並無不同。此外，學說上歸納出的基本權功能亦有所不同，例如，學者李惠宗（1999：244-253）
將基本權之功能分為防禦權功能、分享權功能、客觀價值秩序功能、制度保障功能、行為授權及

憲法委託、程序保障功能、社會行為規範功能、國家保護義務功能等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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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無論其所保障之法益內容為何，都具有此一基本權最基本且最重

要之功能（許宗力，1999：156-159）。  

    二、受益權功能：又可稱為給付請求權之功能。基本權若具備此

項功能，則人民得逕依該基本權之規定，直接請求國家為一定內容之

給付，而國家於此時負有提供給付之義務。惟基於國家財政與資源有

限性之考量，在權力分立原則與責任政治之下，法院所代表之司法權

不宜代替立法者，決定國家資源該如何加以分配或利用，據此，並非

所有之基本權都有此種功能，僅極少數特定之基本權，例如憲法明示

之受益權（此如我國憲法第二十一條之受教育權）或制憲理由中明示

為保障無產階級而設之權利（此如我國憲法第十五條之生存權或工作

權），國家始具有給付之義務或責任，而人民於此才有對應之請求權，

尚且，給付之範圍亦限定於合乎人性尊嚴最低生活標準所需條件之最

低保障（許宗力，1999：159-164）。 

    三、保護義務功能：亦即基本權課與國家一定之義務，使其須採

取一定之措施，用以保障人民免於受到來自於第三人對於該人民基本

權之侵害。不管何種基本權，只要其有受到第三人侵害之可能性時，

即有保護義務功能適用之空間存在，且國家所採取之保護手段不限於

立法措施，而應針對個案之需要而定之，故亦可包括行政與司法措

施。此功能係源於古典之國家契約理論，本於此理論，人民組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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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棄自力救濟而由國家獨佔救濟之管道，故國家自應負起保護人民之

義務。就我國憲法上之規定而言，可由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導出，

蓋依該條之規定，雖未可得出國家為了「防止妨害他人自由」之目的，

有立法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行為義務，但可認為其已授權國家為達保

護他人自由之目的時，以法律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此外，國家對於

保護義務之對象不得採擇無法達到保護目的之手段，亦即「不足之禁

止」義務；另一方面，國家為了保護基本權主體免於第三人侵害所採

取之手段，或多或少以限制該第三人之基本權為必要，但負有「過度

之禁止」義務，不得採取超出必要限度之措施（許宗力，1999：

164-168）。 

    四、程序與組織保障功能：國家負有提供適當之程序與組織之義

務，以便於打造適合基本權實踐之環境，達到人民基本權落實之助益

之功能。其強調兩個面向，除了營造適合基本權落實的環境之積極面

向外，亦強調透過事前適當程序之採用，降低基本權實害發生機率之

消極面向。僅高度具有程序與組織依賴性之基本權，始具有積極面向

之程序與組織保障功能；但任一基本權皆具有消極面向之此一功能，

蓋因國家之任何決定，尤其是行政決定在最終作成之前，只要涉及人

民基本權者，不論其內容為何，均應踐行一定之程序義務，來減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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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免基本權實害之發生37（許宗力，1999：168-173）。此種基本權之

功能與訴訟基本權等程序性基本權，在運用上有其先後之關聯性存

在，原則上在援用實體基本權利或一般法律原則衍生出此基本權功能

之前，須先審視有無訴訟基本權等程序基本權可供引用，若無，方可

依個別之實體基本權發展出程序上之要求（程明修，2005a：2）。 

    五、制度保障功能：或稱制度性保障功能，雖為近世以來新興之

概念，但其內涵似乎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有不同之解讀，故其尚屬於概

念上有待釐清之功能（陳春生，2000：274-281）。在早期威瑪時代，

德國之學界與實務界，由於受到學者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之影

響，認為制度保障所指之制度，乃是規範具有制度特徵之特定基本權

所保障社會生活事實之法規範總合，從而，制度保障係指保障該等制

度中具典型特徵之傳統核心原則，使其免受立法者之侵害，由此可

知，早期之制度保障僅為一種「現狀之擔保」，尚未課與國家積極創

設一理想制度之義務，且可享有制度保障者甚少，只有鄉鎮自治、大

學自治、傳統職業文官制度、財產權及繼承權等而已，此種制度保障

之概念，與前述受益權功能、保護義務功能及程序保障功能，在內涵

上不至於有所重疊；惟戰後在學者 Peter Häberle及 Ernst-Wolfgang 
                                                 
37 惟學說上亦有認為，此種說法似乎對於基本權之程序與組織保障功能之概念有所誤解或誤
用，蓋因此種基本權功能係指，部分實體基本權利有賴特定的公平合理之組織或程序作為其配套

方能實現，故基本權利保障效力需要擴散到該等組織或程序面向上，實體基本權利才不會遭到架

空；至於諸如行政程序法上之陳述意見、閱覽卷宗等不利益行政處分作成前之程序性規定，則是

本於基本權之防禦權功能而來之要求，兩者出發點不同，不應該混為一談（法治斌、董保城，200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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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öckenförde等人之發展下，制度保障功能之內涵已與早期有所不

同，不但適用於所有基本權，更加諸立法者義務去積極地形成或保

護，而非只是消極地現狀之擔保（許宗力，1999：176），由此可見，

制度保障之新的意涵係採廣義之界定，認為個人權利與制度保障共同

構成基本權整體，基本權不但是個人主觀公權利，亦為生活關係上之

建制，而具有客觀的及制度上的特徵，故實已異於早期之狹義見解（吳

庚，2004：121），此種新的制度保障功能之概念，促使其與受益權功

能、保護義務功能及程序保障功能難以界分，使得其存在之價值在學

說上備受批評（許宗力，1999：176）。制度保障功能之新發展，不僅

影響到近代德國實務上部分聯邦憲法法院之判決，也影響到我國若干

之大法官釋憲實務之見解38。 

 

參、 功能體系下之訴訟基本權功能 

    基本權之功能在學說與實務之發展下，不但已日趨粲然大備，甚

至於正朝向於形成一套體系化或類型化之架構而努力。然而，正如前

所述，並非每一基本權利咸具有上開之所有基本權功能，而應檢視各

個基本權自身之內涵或性質而定。故訴訟基本權具有何種功能，自亦

不能例外地須本於上述基本權功能之脈絡或體系加以探討之。 

                                                 
38 學者許宗力（1999：176）即指出，我國實務上釋字三六八號解釋由吳庚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
見書，以及釋字第三八 0號解釋等，明顯地均受到新的制度保障功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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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防禦權功能而言，所有之基本權均擁有此一最原始且最

首要之功能，來對抗所有國家公權力不法之侵害，以形成人民一定之

自主空間（法治斌、董保城，2004：130）；況且，訴訟基本權具有程

序性基本權利之性質，乃用以保障所有實體性基本權利之手段，其存

在之目的在於使實體權利於受侵害時有回復之可能，或是使得本應實

現之權利得以實現，因此，其存在本身不但是「功能性」的存在，其

自身更理所當然地就是一種「主觀權利」，若其受到侵害時，自然也

應該得到救濟；據此，訴訟基本權與其它之基本權一樣都具有防禦權

功能，藉此要求國家消極地不得侵害，維護訴訟基本權最基礎地運作

（李惠宗，2004：261；宋健弘，1999：37）。然而，訴訟權之行使，

往往有待國家先行建立一套訴訟制度方為可能，因此，國家侵害訴訟

基本權之態樣主要為相關訴訟制度之缺乏及相關訴訟程序有違憲法

訴訟基本權保障之旨，此兩種態樣均非請求國家不作為而得以排除，

毋寧地皆為國家之不作為所造成，職是之故，帶有請求國家不作為本

質之防禦權功能，除了在國家不法剝奪或限制訴訟權時，得以發揮其

功能外，似乎對於訴訟基本權之保障發揮之助益不大（王寶鋒，1999：

9）。 

其次，就受益權功能而言，人民不論請求國家創設訴訟制度，或

請求給予平等使用訴訟制度之機會，均符合基本權之「原始（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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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給付請求權」或「衍生性的給付請求權」功能之概念39，故應肯

認訴訟基本權之受益權功能，使人民可依前者請求國家給付有欠缺之

訴訟制度（亦即實體權利受侵害時無相對應之救濟管道），亦可依後

者請求利用國家現已有之訴訟制度（王寶鋒，1999：10）。況且，人

民得向國家請求給付之內涵或範圍甚廣，即使訴訟基本權具有強烈之

程序基本權性質，而以程序之提供為其主要內涵，不屬於一般之物質

性給付，惟在我國法上，仍可透過憲法第十六條明文訴訟權保障之意

旨，請求國家提供合乎訴訟基本權內涵之程序性給付（李建良，1997：

10-13；宋健弘，1999：44）。 

    復次，就保護義務功能而言，訴訟基本權之目的在於透過程序保

障之方法，以實現實體權利，此目的反映到憲法客觀價值決定上，可

導出國家負有提供符合一定內涵之訴訟救濟途徑之國家之基本的保

護義務，否則實體權利之保障無異等於空談，故應肯認訴訟基本權具

有保護義務之功能（宋健弘，1999：52；王寶鋒，1999：10）。 

    再者，就程序保障功能而言，訴訟基本權之實踐一方面仰賴眾多

之組織與程序規定，另一方面其亦會影響到諸多組織與程序法制之建

立，換句話說，組織與程序規定有助於訴訟基本權之實現，也是訴訟

                                                 
39 所謂「原始性的給付請求權」係指直接自憲法基本權之規定導出對於國家的請求權；而「衍
生性的給付請求權」則指人民基於憲法上平等原則之要求，對於現有既存之給付系統要求平等的

享有。後者於學理上較無爭議，通說肯認之；較有爭議而常成為討論之焦點者係前者（蕭文生，

2000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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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有效達成其規範目的之必要手段（蕭文生，2000a：32-33），

而在我國釋憲實務上，吳庚大法官於釋字第三六八號解釋之協同意見

書中亦指出，訴訟基本權若無適到程序之配合，則其規範意旨將難以

達成，故訴訟基本權乃屬一高度依賴組織與程序之基本權利，並進而

負有提供一定內容之訴訟程序要求之義務，此亦為訴訟基本權程序保

障功能之肯認40（許宗力，2002：77）。惟學說上亦有認為，人民固然

享有請求國家提供對於基本權保障具實效性之程序的權利，而此程序

自然包括法院救濟程序之設計，但既然憲法已明文保障訴訟基本權，

則該等實效性程序救濟可藉由訴訟基本權之有效權利救濟之內涵加

以涵括，至於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則限縮於藉行政程序落實基本權之

情形（陳愛娥，2000：250-251）。 

    最後，就制度保障功能而言，由於憲法上訴訟基本權具有保障一

定之權利救濟途徑的規範目的，從而國家必須設立一定之訴訟救濟制

度，始能達權利救濟之憲法上客觀價值決定，因此，其似應具有制度

保障功能（宋健弘，1999：55），而我國釋憲實務上，亦於多號解釋

中肯認訴訟基本權之制度保障功能41。 

                                                 
40 惟吳庚大法官在該協同意見書中，並未使用程序保障功能之用語，而係以制度保障稱之。 
41 例如，吳庚大法官於釋字第三六八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及林永謀大法於釋字第四三六解釋之
不同意見書與釋字第四四二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等，均論及訴訟基本權之制度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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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訴訟基本權之內涵 

壹、 立法裁量自由與限制 

    立憲主義國家之憲法雖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為主要職志，惟受限

於憲法在一國法秩序中居於最高性與根本性之地位，自不可能對基本

權之具體內容有極為詳細的規定，而係委諸立法者形成基本權之具體

內涵；易言之，在權力分立及功能最適原則之考量下，國家之重要行

為均須受到法律保留之拘束，立法者透過其優越之地位，本於憲法規

範之「框架性（Rahmenartig）」特性，衡量諸多相關之社會事實，擇

定並形成一國之法規範秩序；據此，一國之立法者所代表之立法權，

實扮演著基本權實踐之具體化的首要推手之角色，且於此運作過程中

享有高度而廣泛的意思形成空間（宋健弘，1999：62-71）。 

    惟受到近代納粹殘害人權之歷史教訓的經驗影響之下，憲法上之

法治國原則所關心者，已從形式法治國之要求轉而到實質法治國之追

求，在實質法治國的理念之下，立法權不再象徵著絕對的國民主權，

而應受到實質法治國原則之規制，據此，立法者並非享有絕對的立法

裁量或形成空間，而應該受到某種立法行為界限之控制，以避免立法

者過大的裁量自由，造成議會主權侵犯到國民主權之現象，換言之，

由於實質法治國原則思想之興起，「法律等於全體人民之意見」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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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既已遭到修正，立法權與行政權及司法權既同為國家權力之一環，

故亦須受到全體國民意志的監督（李惠宗，1988：73-80）。準此，在

現代立憲主義下，國家權力不論是行政、立法或是司法權，咸須受到

基本權條款效力之制約，方能讓所有之國家權力之行使受到一定程度

之規範。 

貳、 基本權之核心理論 

    由於立法權亦有可能成為侵害人民基本權之來源或主體，因此，

如何對於立法權產生一定之箝制效果，促使立法權亦受到現代立憲主

義國家之基本權規定之拘束，乃是當代基本權保障之重要課題之一，

也促成基本權核心理論之興起及發展。 

    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基本權之本

質內容不得侵犯。」，學說上認為此所謂基本權之本質內容，即構成

基本權之核心領域。其產生之時代背景係肇因於德國威瑪憲法雖以法

律保留之方式保障基本權，但反造成立法者得以藉由形式合憲之法

律，輕易地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形成基本權利空洞化之惡果，也促使

納粹政權有機可乘，而一度開啟了一段殘害人權的慘痛歷史，因此，

戰後德國基本法制定者為了避免基本權利形同具文，主張基本權應該

具有一定之堅固核心，國家權力無法將其黑手伸入此領域中，從而基

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由然而生。（高烊輝，1994：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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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學說普遍之見解咸認為，所有的國家權力皆不可侵犯基本權

利之核心，但從上述歷史發展的經驗看來，係以立法權作為主要的規

制對象，蓋因立法權仍為具體化基本權利之主要國家權力，負有保護

基本權與限制基本權之任務，不論其系保護或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

都應該受到基本權本質內容保障之約制，而不可侵犯基本權利之核心

領域（陳慈陽，1997：112；宋健弘，1999：64）。 

    訴訟基本權既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之一，則亦應確保其具有

一定之本質內容，成為不受立法裁量權侵害之核心，使其得以充份展

現保障實體權利之程序救濟功用（宋健弘，1999：78）。 

參、 訴訟基本權之本質內容 

    我國憲法第十六條僅明文賦予人民訴訟基本權，然對於其應具備

之內涵為何則未多加言明。事實上，基於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所產

生之抽象性或開放性之特質，欲探求訴訟基本權應有之內容於其中亦

有困難之處，而有待於學說或實務之發展甚或參酌外國之法制或國際

公約之規定來加以建構。 

    依據西元一九五三年歐洲人權暨基本自由保護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簡稱歐洲人權公約）之規定，訴訟權（right to a court或right 

to a fair trial）應包括三大項要素，分別是接獲利用法院的權利（righ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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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ccess to a court）、法院組織保障（guarantees concern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urt）及訴訟程序保障（guarantees concerning 

the conduct of the proceedings）（湯德宗，2004：66）。此項宣示似乎僅

偏重於訴訟基本權概念之描述，然而對於訴訟基本權內涵之建立似乎

助益不大。 

我國學說上對於訴訟基本權之核心內涵之切入角度雖然多有所

不同，惟若仔細加以整理分析之，則仍可勾勒出大致上相同之方向或

內涵。詳言之，我國通說認為訴訟基本權主要之規範目的係提供人民

一定之訴訟救濟管道，因此，該救濟途徑之提供須為完整的，不可有

任何之遺漏，亦即能夠實現或保護人民各種實體權利，避免某些權利

無從得到救濟，尚且，此救濟途徑須是公平公正的，蓋因國家之公力

救濟壟斷了權利救濟之路徑，若無法提供符合正義要求之救濟途徑，

則此救濟無異於空言，此外，此權利救濟必需是有效的，唯有適時有

效的救濟才具有存在之價值（法治斌、董保城，2004：260）。易言之，

訴訟基本權強調一切之公、私法上權利於受到侵害時，均有得到司法

救濟之可能性，且法院之司法審查應該具備有效性、無漏洞性、及時

性及充份性等要求（李惠宗，2004：261）。從上述之論述可以架構出

訴訟基本權最重要之內涵，也就是訴訟基本權之不可侵犯之核心領

域，展現在無漏洞之權利救濟途徑、公平之權利救濟途徑及有效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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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救濟途徑三個主要面向42（法治斌、董保城，2004：260；宋健弘，

1999：78）： 

    一、無漏洞之權利救濟途徑43：人民權利受到侵害時，之所以往

往未能得到應有之保護，常常係導因於自始即隔絕人民接觸與利用法

院或司法制度之途徑，從而無法得到司法救濟之幫助（邱聯恭，1998：

86）。國家既已強制壟斷權利救濟之管道，且禁止人民採用自力救濟

之方式保護其權利，故訴訟基本權勢必要求國家負起提供權利救濟途

徑之義務，提供完善而無漏洞之權利救濟途徑，亦即國家必須本於權

利之可實踐性，提供能滿足一切權利紛爭之權利救濟路徑，促使所有

爭議得由司法程序或法院建制解決，確保所有實體權利均得以實現，

如此亦符合「無救濟之權利非權利」之理念（法治斌、董保城，2004：

260-261）。據此，非但不可透過不正當或不符合期待之方式，來阻斷

人民使用法院救濟之可能，或是造成訴訟途徑之排除，毋寧地至少應

該有一次以上之機會，讓法院或法官從事實與法律之角度加以審理判

                                                 
42 學說上有認為，訴訟基本權應具有下列之內涵：一、接受裁判請求權；二、適時救濟請求權；
三、接受公平法院之裁判（李惠宗，2004：261-268）。亦有學者參酌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
之規定及德國學說上之見解，認為訴訟基本權並非單純提供形式的權利保護機制，更應具備「有

效的權利保障（effektiver Rechtsschutz）」之內涵，而有效的權利保障不但須開放法院救濟管道
（Zugänglichkeit des Gerichtsweges），亦即盡可能無漏洞之法院保障，而立法權唯有在一定之要
件下始得加以限制，此外亦強調法院審查程序之實效性，也就是預防性的權利保障（vorbeugender 
Rechtsschutz）、暫時性的權利保障（vorläufiger Rechtsschutz）及加快訴訟程序的要求（Gebot zur 
Verfahrensbeschleunigung）（陳愛娥，1998：58-65）。尚有學者同樣參考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
項有效性權利保護或實效性權利保障之規定，導出最低限度之有效性權利保障及最適當之個人權

利保障兩面向之內涵。雖用語或架構或有不同，惟其所勾勒之內涵大體上無所差異。 
43 學說上認為，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任何人之權利受到國家權力侵害時，得依
法律途徑救濟。」即為無漏洞之權利救濟途徑之要求的最佳展現（李惠宗，200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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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該系爭之案件（程明修，2005a：4）。換言之，訴訟基本權應確保

「到法院途徑（Weg zu den Gerichten）」之暢通，不但要解決私權之

爭執或是確定具體之刑罰權是否存在，更應該讓法院得以審查一切之

國家公權力與第三人侵害人民利益之行為，使得人民之權利侵害均有

受到救濟的機會可能性（宋健弘，1999：79），亦即透過人民所期待

或信任之法院，或是可預知之訴訟救濟模式，將一切會造成權利損害

之國家行為或其它可歸責於公權力之行為，徹底地置於司法權所得以

監督、制衡之下，至於人民是否具有最大可能及比重普遍一致之法院

審查請求權則係另一問題（程明修，2005a：6）。國家應建立起友善

且易於接近使用之訴訟制度，人民於其權利遭到國家公權力或其他第

三不法侵害時，只要該爭端具備涉及具體權利義務關係之訟爭性時，

即可請求司法訴訟以救濟之（劉宗德，2004：11）。此所謂保障人民

有接近使用訴訟制度之機會，不但應讓提起訴訟之原告易於提起訴

訟，也應該使任何人民於不當被訴時，有充份應訴以行使防禦權之可

能性（邱聯恭，1998：86）。然而，法院給與人民司法救濟，並不能

只考量到人民實體上權利之保護，蓋因國家司法之人力、物力資源有

限，在訴訟具有高度之集團性的本質下，國家司法公器不應任意遭到

濫用，相反地，唯於具有權利保護必要或訴訟利益時，人民才有訴訟

司法救濟之必要性，故即便人民享有實體上之權利，仍不得無益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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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利用訴訟資源（劉初枝，1987：40）。準此，對於有意透過法院

或訴訟制度主張其權利者，應透過訴訟扶助、法律扶助或法律諮詢等

制度，給與其必要之支援，使人民之起訴或應訴成為可能，同時，法

院針對已提起且主張正當權利者，應盡量給與補正程序瑕疵之機會，

俾使增加進入本案實質審理的可能性，不可輕易動輒以欠缺訴訟之訴

訟要件駁回訴訟（邱聯恭，1998：87；湯德宗，2004：69）。綜之，

在無漏洞之權利救濟之下，國家所設置之法院或司法建制，不得完全

拒絕某種類型之法律爭議的審判，且程序進行中應行一定之言詞辯論

以維護人民之法律聽審權，更不得以法律有所漏洞（法律漏洞）而拒

絕審判（李惠宗，2004：262-264）。 

二、公平之權利救濟途徑：國家既獨佔救濟管道，則其所提供之

權利救濟途徑須是符合人民所期待之最低要求，亦即合乎公平正義或

自然正義之法則，若權利救濟不符合此等要求，則人民之權利無法正

當實現，人民對於國家提供之司法救濟將喪失信心，國家公力救濟之

威信亦將蕩然無存（法治斌、董保城，2004：262）。公平具有「不得

偏頗」之重要特質，亦即須為適當之平衡，期為合理之評價，惟若非

盡可能以弱勢之當事人之保護為基本思維的話，評價難免有偏向權力

一方之虞，而此等合理之評價應使一般人得以檢驗其是否係基於預斷

而產生之偏見所作成，唯有如此，透過公平審判所蘊藏之誠信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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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與抑制權利濫用所呈現的法的否定的一面之意識得以顯現，才能

使訴訟之當事人化解訴訟程序中，因利害關係有所衝突所產生之不信

賴感（林永謀，1998：133-135）。公平審判並不是僅限於不受有偏頗

之嫌之組織與構成之法院裁判之謂，尚及於程序上必要之公平的保障

（林永謀，1998：134），亦即基於公平審判之理念所欲建構之公平法

院，包括了組織及程序之公平要求（李惠宗，2004：265）。故權利救

濟途徑可展現於兩方面之要求：組織上之公平正義救濟途徑與程序上

之公平正義救濟途徑，也就是組織面向與程序面向之架構（法治斌、

董保城，2004：262）。質言之，公平的權利救濟途徑在救濟組織上須

符合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之要求，國家所設立之職掌司法救濟之法裁

判機構，也就是法院，於組織上符合權力分立時，才能確保其行使職

務之公平性；而在裁判程序上須合乎一般法治國家之司法程序的原

則，蓋因法官非神更非萬能，唯有合於法治國之所欲求取之程序正義

之理念，藉由縝密或完備之訴訟程序建制，方能期待法院公平地論斷

是非（宋建弘，1999：82）。前者例如權力分立、法院獨佔司法權、

法定法官原則、司法獨立、法官迴避制度等，後者諸如法律上聽審、

武器平等原則、訴訟程序之嚴格形式等。 

    三、有效之權利救濟途徑：訴訟基本權所要求之權利救濟途徑，

不但須為提供法院保障之機制，更應該是對於人民權利保護事實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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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路徑，亦即該權利救濟途徑須事實上能夠有效實現權利之內容，

以收定爭止紛之效果（法治斌、董保城，2004：264）。換言之，當今

權利救濟所重視者，不僅在於保障人民觸及、使用法院之可能性，或

是受到公平審判的對待，更在於有效的權利保障，人民可實質上請求

一個有效之「法院監督」，促使法院對於一切高權措施之事實關係或

法律關係上作完整的審查，享有得以完全排除權利之侵害的權限，尚

且必須在適當之期限內作出具有法律確定力與執行力之裁決（宋健

弘，1999：100-101），蓋因遲到之救濟每每形同無救濟，遲來之正義

猶如正義之拒絕（Justitia debet esse et celeries，quia dilatio est quaedam 

negatio）。任何實體權利均應該伴隨著救濟權之存在，特別是訴訟救

濟之權，而此訴訟救濟之權之範圍應該大於實體之權利，亦即實體權

利雖尚未受到侵害，但遭致無法回復或重大損害之可能性甚高時，應

可認為已為達此目的，在德國學說與實務上，對於有效性權利救濟到

底應具有何種內涵，曾經試圖提出諸如禁止運用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方

法妨礙救濟管道、禁止對救濟管道之利用附加不要要之困難、須符合

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要提供適當之救濟形式、應給與即時之權

利救濟等不同之觀點（陳愛娥，1998：58），但仍無法統一具有多樣

性與相異性本質之有效訴訟救濟之意涵。惟現今德國學說上於探討有

效之權利救濟途徑時，均聚焦於暫時性權利保護、預防性權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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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性權利保護及簡潔的權利保護等面向（法治斌、董保城，2004：

264）。 

    暫時性權利保護係為排除執行權對於人民之專斷，避免人民因立

即執行所造成之即使獲得勝訴也無從回復之損害之權宜之計。針對該

等為時已晚之權利救濟，法院應依當事人係為了排除不利益或得到利

益之不同取向，採取不同方式之暫時性權利保護措施，以阻止不利益

之發生或暫時給與必要之利益，如此才能確保訴訟之成果（宋健弘，

1999：103-104）。易言之，若不給與暫時性之保護措施，將可能形成

嚴重或難以避免之損害結果，導致即便本案之裁判作成後也無法事後

將該損害排除時，則可認為有暫時性權利保護之必要性存在（程明

修，2005a：4）。任一訴訟制度之形成，不問其係民事、刑事、行政

訴訟，甚至於憲法訴訟（釋憲權之行使）等各領域，均應納入暫時性

權利保護機制方為完善，此乃由於為確保司法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

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

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有異；惟保全制度固屬司法權之核心機能，

惟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當屬法律保留範圍，應由立

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容44。  

預防性權利保護係於符合特殊之權利保護必要時，基於不能期待

                                                 
44 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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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於損害發生後始能救濟之考量，故提供人民事先之權利救濟管

道，透過預防性之確認之訴或預防性之不作為之訴來排除侵害，至於

個案中是否具有可期待性，則取決於受危害法益之重要性、損害發生

之迫切性與損害之範圍大小等因素（陳愛娥，1998：62-63）。現代之

權利救濟原則上為事後之救濟制度，以避免同步進行之司法救濟程

序，造成行政、立法等其它國家運作之過度妨礙；然而此並不表示排

除在嚴格之條件限制（例如具備特別的權利保護要件）之下，本於個

案之權利侵害不可逆轉性或不可回復性之考量下，開啟預先之權利救

濟之空間的可能性，而非必然僅能針對現時的權利侵害有所行動（程

明修，2005a：4）。簡言之，預防性權利保護係不同於一般傳統之訴

訟救濟之事後（又可稱為壓制式）排除侵害之性質，允許人民於權益

有被侵害之虞或發生之前，即可事前提起救濟，然此事前之救濟受有

一定之要件限制，亦即該侵害必須直接、具體、重大、針對個人，且

有發生之極大可能性始可（宋健弘，1999：104）。準此，預防性權利

保護之必要性，亦可由及時性權利保護之角度切入而得之（李惠宗，

1999：253）。 

    及時性權利保護又可稱為「適當程序時程之要求（Das Gebot 

angemessener Verfahrensdauer）」，係敦促法院必須於適當之期限內提

供權利救濟，或是至少加快訴訟進行與審理之過程，蓋因過於漫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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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救濟程序將影響到法院權利救濟之實效性，過遲之救濟對於當事

人而言已無實益（陳愛娥，1998：65）。多久之訴訟時程方屬適當，

通常交由法院於個案中加以判斷，而學說上（程明修，2005a：7-8）

有從歐洲實務上分析出數個標準以資參考；首先，根據事物之重要性

加以判斷，訴訟之審結對於當事人極為重要時，較短之時程越有可能

致使權利受損；其次，依據案情之複雜性來衡量，越是涉及較複雜之

事實或法律問題，越是需要較長之訴訟時間；再者，依照當事人之行

為判斷，若係由於當事人之行為導致程序延宕時，必須將此因素列入

考量；最後，國家機關（包括法院自身）是否通暢運作也應納入參考。

固然及時性權利保護受到不能犧牲裁判之正確性來換取訴訟程序迅

速性之質疑，故得否成為有效性權利保護面向之一環，在學說上尚有

爭論；易言之，在制度設計上，慎重之程序保障有可能造成程序之延

長，兩者處於矛盾之狀態；惟事實上似可透過預防性權利保護或暫時

性權利保護之賦予，而緩和裁判之迅訴性與正確性之衝突（宋健弘，

1999：106-107；陳愛娥，1998：65；程明修，2005a：7）。 

    簡潔之權利保護意謂著有效權利救濟不能是「雜亂的法院救濟途

徑（Wirrwarr von Gerichtswegen）」或是「權利保護之叢林

（Rechtsschutzgestrüpp）」，否則都將導致事實上阻撓權利救濟路徑之

後果；在此要求下，首先，訴訟準備程序需要徹底地貫徹落實；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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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期間之遵守須受到重視；此外，基於促使法院能有充足之人力與

物力，以便於順利運作並發揮功能，所衍生出的法院適當功能配備之

要求（Gebot funktionsgerechter Ausstattung）及繳費義務，法院如果提

供權利救濟時，雖然可以收取必要且適當之訴訟或裁判費用，惟此時

亦應考量到對於無資力者之訴訟基本權妨害可能性，也就是不能因此

而有損於人民權利救濟之路徑（程明修，2005a：8；宋健弘，1999：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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