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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2017 年 5 月 22 日總統召開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我國

應推動設置商業法院，以使商業紛爭之裁判，符合專業、迅速、

判決一致且具可預測性等要求，並就其管轄事件範圍、訴訟標的

金額或數額應達數額、是否為專屬管轄、採二審或三審制，以及

法官專業人數與專家證人制度之採行等事項，研擬相關配套
1
。

嗣 2018年 7月 11日司法院成立商業事件審理法研究制定委員會

研擬該法草案，完成後將之送請立法院審議，經該院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三讀通過商業事件審理法（以下簡稱「商事法」），總

統並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予以公布，司法院則已定自 2021 年 7

月 1日施行。 

商事法第 1條即明示其立法目的在於，為迅速、妥適、專業

處理商業紛爭，協助企業管理運作、提供有效監督機制、落實企

業經營者責任等公司治理原則，以收案件專業、效率審理之效，

並期商業法院之裁判具有一致性與可預測性，促進經商環境，提

升國際競爭力，特制定本法。為達此目的，商事法所建構之商事

審判制度，可從下述三個方向予以觀察。第一是，有關審判之效

率，即如何達成迅速而經濟之裁判，節省紛爭解決所花勞時費

                                                        
1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2017 年）45 頁。關於商業事

件審理法之制定沿革，見管靜怡「建構商業法院─從商業事件審理

法談起」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主編『台灣法學新課題（十四）』（2019

年）131 頁至 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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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合理有效利用司法資源，並保護當事人及關係人之程序利

益。就此，例如①明定審判對象之事件類型，使商業法院所管轄

之事件，僅限於涉及與商業、金融糾紛有關之重大民事事件，包

含商業訴訟事件及商業非訟事件（商事法 2 條），避免商業事件

之類型及範圍廣泛，影響商業法院之審判效能；②商業訴訟採行

計畫審理，法院應落實集中審理，與兩造商定審理計畫，法院並

得定期命當事人就特定事項提出攻防方法（商事法 38 條至 40

條），預先規劃訴訟程序進行而使其有效率，並有預測可能性；

③擴大合併審判制度，使與商業訴訟事件相牽連之民事訴訟事

件，得合併提起，或於其準備程序終結前為追加或反訴（商事法

2 條 4 項、37 條），以符訴訟經濟原則；④擴充裁判外紛爭解決

方法（ADR），採行調解前置（商事法 20 條）、訴訟中合意移付

調解（商事法 24 條 1 項、32 條 2 項、61 條 1 項）、訴訟上和解

及仲裁協議（商事法 61條），鼓勵當事人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解決紛爭，並保障當事人自主性合意解決紛爭之程序選擇權；⑤

借助科技設備降低審判成本，利用電子書狀傳送系統傳送書狀及

司法文書（商事法 14 條至 16 條），採行遠距視訊審理（商事法

18 條），以節省法院及當事人之勞費時間，促進程序之進行，增

進審理之效能、效率；⑥採行二級二審制，事實審理制度由高等

法院層級之商業法院行合議審判（商事法 2 條 1 項、36 條 1

項、66 條 1 項），其第二審即為法律審，由最高法院受理裁判

（商事法 71 條、73 條、74 條），俾迅速而有效率解決商業紛

爭，平衡兼顧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之要求。 

第二是，有關裁判之品質，即如何達成公平及妥適之裁判，

保障兩造在訴訟進行上武器平等，並作成慎重而正確之裁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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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可信賴法院之審判，並使當事人及關係人之實體法利益獲得

維護。就此，例如①採行專業法院之集中專屬管轄，使商業事件

專屬商業法院管轄（商事法 3 條），商業法庭之法官既遴選具商

業專業者任之，另設置具會計、投資、財務分析及金融市場等專

業知識之商業調查官輔助法官（商事法 17條），並得聘請對於商

業糾紛有專門知識之調解委員參與諮詢（商事法 38條 2項），以

利事證爭點之整理，而為言詞辯論之準備；②採行律師強制代理

制度，要求當事人或關係人均須委任律師為程序代理人（商事法

6 條），依其專業知識及經驗，在訴訟或非訟程序上適時提出攻

防方法，以保護本人之權益，並使程序得以順利進行；③加強法

院調查證據之權限，既得命兩造聲明之專家證人就爭點或其他必

要事項進行討論（商事法 51條），而且在證據持有人無正當理由

不從提出命令之情形，得為強制處分（商事法 54 條 1、2 項），

並於保全證據程序，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據保全之實施時，

得以強制力排除之（商事法 60條 4項），據以釐清專業證據上爭

點，並及時取得必要證據，助益於發現真實而為妥適裁判。 

第三是，有關程序保障，即如何充分保障當事人或關係人之

程序權，避免其遭受法院之突襲性裁判，包括發現真實的突襲、

促進訴訟的突襲及適用法律的突襲。就此，例如①充實當事人之

辯論權，要求法院因商業調查官提供而獲知或本身已知之特殊專

業知識，應予當事人或關係人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始得採

為裁判基礎（商事法 17 條 2 項、46 條 1 項），以保障其聽審請

求權，並避免發生突襲性裁判；②加重法院之闡明義務及公開心

證之範圍，其應向當事人曉諭事實上、法律上及證據上爭點，及

得適時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公開心證（商事法 46條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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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據以避免發生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促進訴訟之突襲性裁

判，及平衡保護當事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而且就待證事實

存否及適用經驗法則所獲得之階段性心證及法律見解，適時為適

當之揭露，保障當事人之聽審請求權及適時審判請求權，以利其

適時提出必要之事證，而法院得迅速、妥適作成裁判；③擴充事

證資訊及必要事證之蒐集手段，保障當事人之辯論權、證明權，

既採行當事人查詢制度（商事法 43 條至 45 條），引進專家證人

制度（商事法 47 條至 52 條），並明定秘密保持命令（商事法 53

條、55 條至 60 條），使當事人得以迅速、充實地整理並協議簡

化爭點，而舉證證明待證事項；④明定訴訟契約或訴訟上合意之

效力，既承認當事人於商業調解程序就訴訟標的、事證或其他得

處分事項所成立書面協議之效力（商事法 29條 2項），以利紛爭

解決及後續訴訟審理，且明定當事人應受其在訴訟程序就上開事

項所成立書面協議之拘束（商事法 42條），以符誠信原則。此等

規定容許當事人就其有程序或實體處分權之事項為約定，依合意

進行訴訟，以利法院迅速、妥適及專業作成裁判，而追求實體利

益與程序利益平衡點上真實乃至爭點簡化協議上真實之裁判。 

上述程序制度雖參酌德、日、美、英等法制而制定
2
，但亦

                                                        
2 關於德國之商業訴訟制度，參見邱琦「醫療專庭與專家參審─以德

國、法國商事法庭為借鏡」〈月旦法學雜誌〉185 期（2010 年）84

頁。關於日本之商業訴訟制度，參見蔡英欣「日本商事案件審理之法

庭組織與程序」〈月旦法學雜誌〉177 期（2010 年）48 頁。關於英國

之商業訴訟制度，參見顏玉明「從英國工程專業法院之發展談我國專

業審理機制之現狀與期許」〈月旦法學雜誌〉177 期（2010 年）34

頁。關於美國之商業訴訟制度，參見張心悌、朱德芳「商業法庭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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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從我國既有制度予以延伸及擴充者。就商業訴訟程序之新變革

而言，其中引進或擴充之四種新制為以往民事訴訟程序所未有，

乃此次變革中最具特色之特徵，引導將來民事訴訟程序之改革。

此四種新制係採行律師強制代理制度及擬定審理計畫，新訂當事

人查詢制度及引進專家證人制度。前二者加強訴訟程序上法院與

當事人（律師）間之協同，使訴訟程序有計畫進行，落實集中審

理制度；後二者則強調當事人兩造間之協同，使爭點整理迅速而

充實，並借助專家提供專業意見以利法院發現真實。在此等程序

制度配備運作之下，商業訴訟程序可謂係協同或合意之訴訟程

序，雖一方面擴大當事人進行訴訟程序之主導權，但另一方面加

強法院之訴訟指揮權或案件管理權，形塑 21 世紀台灣新訴訟審

理模式或民事司法制度。 

                                                                                                                      
國發展現況與趨勢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177 期（2010 年）5 頁；

王志誠「德拉瓦州商業法院之設立及啟發」〈月旦法學雜誌〉250 期

（2016 年）5 頁；伍偉華「美國之商事法庭」〈月旦法學雜誌〉250 期

（2016 年）14 頁；Donald F. Parsons, Jr. and Joseph R. Slights III（周懷

平、李維心、朱德芳譯）「美國商業法庭的先驅德拉瓦州商業法庭的卓

越歷史─從古早建立的衡平法院至今日的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司

法週刊〉1417 期（2008 年）2 至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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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律師強制代理之採行與審理計畫之
擬定─法院與當事人（律師）之
協同 

一、律師代理之強制及當事人之自主 

（一）律師強制代理制度之採用及其內容 

商事法第 6 條第 1、2 項規定，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程序代

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當

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之姻親，或當事人為法

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商

業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前項之程序代理人。其立法理由為，

由於商業事件具技術性及專業性，無律師資格者實不易勝任。為

保護當事人權益，並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強制當事人應委

任律師為程序代理人。但如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

者，應認亦具處理商業事件之專業能力，自無強制其再委任律師

為程序代理人之必要。與當事人有上述特定親屬關係之人，或其

所屬專任人員，如具有律師資格，而經商業法院認為適當者，既

與律師強制代理之制度目的無悖，亦得為程序代理人。 

依上開規定，商業訴訟與一般民事訴訟不同，採行律師強制

代理制度，不論原告或被告，於進行商業訴訟時，除當事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外，均須委任律師作為程序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當事人原則上無辯論能力。此係鑑於律師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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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制度具有保護當事人權益及促進訴訟程序進行之機能。就前

者而言，律師代理不但得防止當事人因不知程序規定（如逾時提

攻防方法）、因不明瞭法律效果即輕率遂行程序（如未抗辯無管

轄權、未就程序瑕疵為異議），或因不知實體法而不能為充分之

陳述（如主張不具一貫性），以致喪失權益之情形，而且當事人

得因律師能與法院進行法律上討論而提高實現實體正義之機會，

並因受專家代理而可以與立於優勢經濟、知識地位之他造為平等

之攻防。就後者而言，不僅可減少司法制度之不當使用，藉由當

事人受律師代理之必要，以避免無實益之起訴、上訴，並增加合

意解決紛爭之機會，而且可減輕法院之負擔，透過法律專家之參

與，以貫徹審理之集中化，並謀求訴訟之促進
3
。尤其商業訴訟

事件多為公司關係、證券期貨或金融關係等之重大事件，涉及公

司股東、債權人或社會投資大眾，乃法律關係複雜、關係人數眾

多或影響社會經濟重大之事件類型，既有異於一般民事訴訟之複

雜度而具技術性、專業性，且其處理解決又常具時效性、急迫

性，因事涉當事人訴訟遂行能力、司法運作效率、公正及適正裁

判等公益性理由，可據以正當化限制當事人自己進行訴訟之權

利
4
。 

為配合律師強制代理制度之採用，商事法第 6 條第 3 項規

                                                        
3  許士宦、陳瑋佑『民事訴訟事實審之律師強制代理』（司法院 105 年度

委託專題研究案研究成果報告）36 頁至 41 頁。 
4  許士宦「民事訴訟事實審引進律師強制代理制度之立法論」『訴訟理論

與審判實務』（2011 年）141 頁；許士宦、陳瑋佑，前揭報告（註 3）

99 頁；管靜怡，前揭文（註 1）144 頁至 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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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當事人無資力委任程序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

請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程序代理人，以維護當事人之權益，避

免其因無資力而無從進行商業訴訟，影響其訴訟權所應受保障。

再者，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律師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限

定其最高額；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定之。因商業訴訟既採律師強

制代理制度，委任律師所支付之酬金，原則上應屬因訴訟所生之

必要費用，而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惟如當事人委任律師所約定之

酬金過高，於應由他造負擔訴訟費用時，全數由他造負擔，並不

合理，故就律師之酬金得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者，應限定其最高

額，以求公允。 

商事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商業事件，除別有規定外，應由

程序代理人為程序行為。其立法理由示明，為貫徹律師強制代理

之目的，明定除別有規定外，依本法所進行之程序，包含調解、

保全程序，均應由律師擔任程序代理人為之，當事人本人所為

者，原則上均不生效力。本條項明定商事法所採律師強制代理主

義之意義及範圍。亦即，商事法就律師強制代理制度雖參考德、

奧等國民訴法之同類制度而增設之，但前者與後者仍不盡相同，

①在其適用範圍上，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律師資格者，不必

委任律師為程序代理人（商事法 6 條 1 項但書）；②當事人偕同

程序代理人到場時，得自為自認、成立和解或調解、撤回起訴或

上訴（商事法 8 條 2 項）；③到場之當事人得即時撤銷或更正程

序代理人所為自認或事實上陳述（商事法 11條 1項）。即使在上

述範圍以外，當事人自為之訴訟行為雖不生效力，但其經遵期補

正，選任律師為其程序代理人者，程序代理人得追認其行為，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