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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事纠纷”因当事人行使“民事诉权”（其方式是“起诉”）进入“民事

争讼程序”接受法院审判，而成为“民事之诉或民事争讼案件”。民事诉权是关

于民事之诉的权利，解决民事之诉的程序即民事争讼程序（包括初审程序、上诉

审程序和再审程序）。 

“诉•审•判”关系原理是：对原告的“诉”，经“必要的口头辩论”，法院

才能以“本案判决”作出应答。解决民事之诉应当遵循“对审原则”，其要件事

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程序”，在此基础上作出“本案判决”，所以争讼程序又称

“判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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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向国民充分开放诉讼制度作为权利救济或者纠纷解决

的方式，这是国家向国民承担的保护义务或者保护职责，国民享有请求国家给予

司法救济的诉权。所以，本书从国家保护国民之责的角度，研究民事诉权、民事



之诉和争讼程序法理。 

“民事纠纷”因原告的“起诉”而进入“民事争讼程序”接受法院审判，此

际的民事纠纷即“民事之诉”（“民事争讼案件”）；“民事诉权”是关于民事之诉

的权利，原告行使民事诉权的方式是“起诉”；解决民事之诉的程序是“民事争

讼程序”（“判决程序”或者“严格证明”）。 

“民事纠纷·民事之诉·民事诉权·民事争讼程序”关系原理，即“诉·审·判”

关系原理，简要地说，就是对原告的“诉”（包括当事人起诉、上诉、提起再审

之诉、提起异议之诉等），法院应当通过“本案判决”作出应答，并且本案判决

原则上须经“必要的口头辩论”才能作出。 

通常情况是： 

（1）原告确定“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构成原告实体权益主张）。 

（2）当事人履行“主张责任”。即对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原告应当主张权

利产生直接事实（诉因）予以直接支持，被告主张抗辩直接事实予以直接推翻。 

（3）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即对权利产生直接事实，原告应当提供本证

来证明（被告可以反证推翻）；对被告抗辩直接事实，被告应当提供本证来证明

（原告可以反证推翻）。①对权利产生直接事实和被告抗辩直接事实适用严格证明

（程序）和完全证明（标准）。 

（4）案件审理终结后或者法庭言词辩论终结后，法官判断本案全部证据并

据此认定直接事实真伪，之后适用实体（法律）规范作出判决。 

民事纠纷·民事诉权·民事之诉·争讼程序（诉·审·判）关系原理图 

 

                  行使诉权：提起诉讼              初审程序      

                                       争讼程序  上诉审程序  判决程序 

  民事纠纷       民事之诉：争讼案件               再审程序    

 

               原告             被告 

 

        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                                           主张责任 

             直接支持 直接推翻               权利妨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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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反证权利产生事实  原告反证被告抗辩事实                      证明责任 

“诉·审·判”构成了争讼程序的基本阶段，分别对应于争讼程序的“开始”

阶段（包括起诉、受理和答辩）、“续行”阶段（包括审前准备和法庭审理）和“终

结”阶段（包括作出判决和裁定终结诉讼等）。“确定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主要

存在于“开始阶段”；“证据交换和争点形成”主要存在于“审前准备阶段”；“证

                                                             
①
  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是指负责提供“本证”的责任。“反证”是权利，对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证

也可以不予反证。 



明直接事实”主要存在于“法庭审理阶段（主要包括质证和辩论）”；“法院判断

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主要存在于“终结阶段”。 

根据“先程序后实体原则”和“正当程序保障原理”，起诉要件、诉讼要件

和实体要件的审理裁判顺序通常是：（1）起诉要件是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所以

法院首先调查起诉要件是否具备，若起诉要件具备则受理起诉。此后，（2）法院

调查诉讼要件是否具备，诉讼要件是争讼程序的续行要件，若诉讼要件具备则诉

讼程序继续进行直至作出本案判决。其后或者同时，（3）对实体要件须在法庭上

按照言词方式进行审理，然后作出本案判决。 

对起诉要件的审理和裁定通常在法院受理阶段完成。不过，受理后，发现原

告所提之诉不具备起诉要件的，也得裁定驳回起诉。至于判断诉讼要件是否具备

的时间，原则上至（初审、上诉审、再审）言词辩论终结之时。由于诉讼要件多

兼具程序内容和实体内容，所以须在程序启动以后的审理程序进行审理，特别是

实质当事人适格、诉的利益等诉讼要件更具实体内容，往往需到言词辩论终结时

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 

至于对“实体要件”的审理，必须在开庭审理阶段完成，在审理程序上必须

遵行对审、公开、直接言词等原则，在言词辩论终结时法院按照处分原则或者职

权干预主义作出判决。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应当采用“严格证明”并遵循“对

审原则”，即保障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质证权和辩论权是严格证明程序或者民事争

讼程序的必要内容。 

“诉不合法”和“诉无理由”有着比较明确的区分。“诉不合法”是指诉不

合程序性要件（首先是起诉要件，其次是诉讼要件），法院用“裁定”驳回诉讼。

考虑到“诉讼要件”兼具程序内容和实体内容，德国和日本等对不具备诉讼要件

的则采用“诉讼判决”驳回诉讼。“诉无理由”是指诉不合实体要件，即没有实

体根据（实体事实根据和实体规范根据），法院作出原告败诉的“本案判决”。 

 

【基本原理】——要件事实或直接事实与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 

（一）要件事实或者直接事实 

要件事实在案件中的具体化，即直接事实。比如，环境侵权诉讼中被告某造

纸厂向外排放污水为直接事实，是要件事实之一的加害行为在本案中的具体化。

直接事实是直接导致某项民事权利（益）产生、妨碍、阻却或者消灭的事实，包

括权利产生直接事实、权利妨碍（或者妨害）直接事实、权利阻却（或者受制）

直接事实和权利消灭直接事实。 

直接事实的作用是：（1）权利产生直接事实“直接支持”原告实体权益主

张（如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2）权利妨碍、阻却和消灭直接事实“直接推

翻”原告实体权益主张。对直接事实应当采用严格证明（程序）和完全证明（标

准）。对直接事实的证明途径主要有二：（1）直接证明（利用直接证据来证明）；

（2）间接证明（通过间接事实来证明）。 



权利产生直接事实（诉因）包括如下两类：（1）民事法律事实——其发生

使当事人获得民事实质权，比如合法继承（取得所有权）、签订合同（形成合同

关系）等。（2）民事纠纷事实——民事实质权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的事实（如

侵权事实或者违约事实），产生民事救济权。比如，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受到损害

而产生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并且产生具体的民事诉权或者仲裁请求权等。 

【案例】A 与 B 签订一份货物买卖合同，此为民事实质权产生事实，导致 A

与 B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A按照合同的约定，将货物交付 B，但是，B

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此为民事纠纷事实，使得 A拥有实体救济权（给

付货款的请求权）和纠纷解决请求权”申请调解权、申请仲裁权、民事诉权等）。 

在 A诉 B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 A应在起诉状中记载如下两类要件事

实支持诉讼请求：（1）民事（实质权产生的）法律事实，即 A 与 B 签订一份货

物买卖合同；（2）民事（救济权产生的）纠纷事实，即 B 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

向 A支付货款的违约事实。 

被告抗辩直接事实包括：（1）权利妨碍直接事实。即直接妨碍（或者妨害）

某项民事权利产生的事实，能够直接导致某项民事实质权（和民事救济权）自始

不产生。②（2）权利阻却直接事实。即永久或者暂时地直接阻却某项民事权利行

使的事实，或者说是使某项民事权利的行使受到直接限制。③（3）权利消灭直接

事实。即使既存的民事权利消灭的事实。此种事实抗辩，能够导致业已存在的某

项民事权利消灭。④ 

（二）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 

间接事实是“不能直接导致”某项民事权利义务或者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妨

碍、阻却或者消灭的事实，而是用来推导或者证明直接事实是否存在的事实。 

间接事实的主要作用在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直接事实”时，只得运

用“间接证据”证明“间接事实”，多个相关的间接事实形成一个事实逻辑链，

以证明直接事实是否存在。⑤ 

                                                             
②
  比如，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则可提出合同不成立事实、合同无效事实、免责事由（如

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受害人故意、合法免责条款）等进行抗辩。 

再如，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则可提出免责事由（如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第三人或者受害人过错、合法公务行为、合法自助）等进行抗辩。 

应当说明的是，《合同法》第 52 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事由，基本上属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范畴或者违反了

法律强行规范，纵然被告没有主张合同无效事由，法院也应按照该条规定依职权探知合同是否无效。 
③
  此类事实主要存在于债务人行使实体法上抗辩权的场合。抗辩权作为请求权的对立权利，其作用在

于防御而不是攻击，所以必待债权人行使请求权，债务人才可行使抗辩权。永久性抗辩权能够永久排除请

求权的行使，如债务人因消灭时效届满而拥有的抗辩权。延缓性抗辩权只能暂时阻止请求权的行使，如同

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先诉抗辩权等。 
④
  民事权利绝对消灭是指权利本身终局地消灭。比如，标的物灭失（使该物的所有权消灭）、履行（包

括替代履行）、提存、抵销、免除、混同、撤销权行使（如撤销合同等）、合同解除、权利滥用、交易基础

丧失等。民事权利相对消灭，并非权利本身消灭，只是原权利人变为新权利人（权利主体变更），实际上是

民事权利发生了移转。比如，房屋买卖后，若原所有权人就该房屋提起诉讼，主张所有权，则被告可以提

出此种事实抗辩。 
⑤
  例如，没有证据来直接证明 B 曾向 A 借款的事实，可以由 A多次催促 B 还钱的事实和 B 没有拒绝的

事实（间接事实），推导出 B向 A 借过钱的事实（直接事实）。 

邵明认为，间接事实主要是用来证明直接事实的，实际上起的是证据的作用，所以应当按照举证时限

规定提供间接事实。 



辅助事实是用来证明“证据能力”有无和“证明力”大小的事实。例如，证

据收集的违法事实（关涉证据能力有无）、证人与当事人是亲属的事实（关涉证

明力大小）等。质证通过证明辅助事实来判断证据能力之有无和证明力之大小。 

（三）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分类标准是“证据与直接事实”之间的关系） 

直接证明即运用直接证据证明直接事实。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直接

事实”是否真实。比如，借据通常能够直接证明借款事实（属权利产生直接事实），

所以是直接证据；C 将自己所见到的“A 的狗把 B 咬伤”的事实，向法院作出陈

述，该证言能够直接证明本案的直接事实（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

所以是直接证据。 

间接证据（又称情况证据、旁证）与直接事实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只能直

接证明“间接事实”是否真实的证据。间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直接事实是否真实，

只得通过对间接事实的证明，经过推理来确认主要事实是否真实。 

在与直接事实的关联性上，直接证据强于间接证据，所以通常情况下直接证

据的证明力大于间接证据，因此应当注重收集、提供、保全和采用直接证据。对

同一案件事实，既有直接证据又有间接证据的，禁止当事人和法官以间接证据代

替直接证据。 

（四）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 

法律通常是依要件事实或者直接事实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主张责任和证明责

任。“纲举”——对某项要件事实或者直接事实承担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则

“目张”——对支持该项要件事实或者直接事实的间接事实及辅助事实，相应地

负责主张和证明。⑥ 

辩论主义诉讼或者民事私益案件中，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的通常关系是“谁

主张谁证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⑦对此，具体阐释如下。 

1.原告确定诉讼标的和提出诉讼请求，并应负担主张责任（主张权利产生直

接事实）来支持本案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谁主张谁证明”在原告方体现为原

告对其主张的权利产生直接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原告应当提供“本证”作出初

步证明（若被告反证使权利产生直接事实真伪不明，则反证成功，于是原告还得

提供本证作出进一步证明，达到证明标准的则本证成功）。 

2.原告主张后，被告才予以抗辩（以推翻本案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若未

（具体）主张则可能败诉。
⑧
“谁主张谁证明”在被告方体现为被告对其主张的

                                                             
⑥
  法律根据权利产生（构成）要件（事实）、妨碍（构成）要件（事实）、阻却（构成）要件（事实）

和消灭（构成）要件（事实）；实务根据权利产生直接事实、妨碍直接事实、阻却直接事实和消灭直接事

实，来规定和明确原告与被告间承担的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此为德国罗森贝克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 

德国罗森贝克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适应民事实体成文法的立法体例，实现民事实

体成文法律规范所包含的价值；因此，具有较高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只要理解了权利产生（构成）要件

（事实）、妨碍（构成）要件（事实）、阻却（构成）要件（事实）和消灭（构成）要件（事实），此一学说

和方法就能较易学会使用。 
⑦
  特殊情形主要有：（1）诉讼中，原告舍弃其诉讼请求的，则被告无须主张或者无须证明抗辩事实，

诸多国家地区规定法院直接作出原告败诉的判决（舍弃判决），我国实务中是按撤诉来处理的。（2）诉讼

中，被告认诺原告诉讼请求的，则原告无须证明权利产生事实，法院直接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认诺判决）。

（3）当事人主张法定的免证事实，无须证据证明（证据裁判原则例外）。（4）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中，

一方当事人无须证明自己主张的利己要件事实而由对方当事人证伪。 



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主张权利妨碍、阻却或者消灭直接事实，随之承担

证明责任，即被告应当提供“本证”作出初步证明（若原告反证使抗辩事实真伪

不明，则反证成功，被告还得进一步提供本证）。 

通说认为，“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包含两个相区别、相关联的

概念：行为证明责任和结果证明责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行为证明责任的内

涵和结果证明责任的内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 90 条“举证证明责任”包括行为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和结果证明责任（证明责任）。 

邵明认为：（1）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2）不同意将“证明责任”理解为

包含两个相区别、相关联的概念（行为证明责任和结果证明责任），同意将两者

理解为“证明责任”包含的两个内涵；（3）无须通过结果证明责任为法院在要

件事实或者直接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判决提供根据。 

举证责任包含提供证据的行为内容，在法律规范层面就必然包含“法官是否

采信”的后果内容。法律规范是由行为要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的，据此

证明责任包含两个内涵： 

1.行为模式的内容，即要件事实或者直接事实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亦即权

利产生事实由原告负责证明，权利妨害、阻却和消灭事实由被告负责证明； 

2.法律后果的内容，包括三种后果：要件事实或者直接事实“真”（达到证

明标准）则法院采信；⑨“伪”（未达到证明标准）则法院不采信；“真伪不明”

（未达到证明标准）则法院亦不采信（结果证明责任实际上只是关于证明责任规

范中法律后果之一种）。⑩  

“诉讼证明”既指诉讼证明的过程又指诉讼证明的结果并且诉讼的“过程”

与“结果”具有“一体性”。作为“行为模式”的内容，“提供本证”（或称“举

证”）存在于诉讼证明的过程中（即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时限”内“提供本证”）；

作为“法律后果”的内容，结果证明责任是在审理终结时要件事实或者直接事实

“真伪不明”时才现实地发生，该项事实主张者现实地承担“不利实体后果”。 

                     假    定    主张利己要件事实 

 

证明责任法律规范     行为模式    提供本证  

                                                 真：法官采信 

                     法律后果    利己要件事实   伪：法官不采信 

                                                 真伪不明：法官不采信 

       法庭言词辩论终结  合法证明手段用尽 

                                                                                                                                                                               
⑧
  原告虽然具体主张了权利产生的要件事实，但是该事实的真实性没有得到确定或者没有实体法律根

据的，纵然被告没有正当理由未主张或未具体主张抗辩事实，也不会败诉。只有在权利产生的要件事实是

真实并有实体法律根据的情形中，被告没有正当理由而未主张或未具体主张抗辩事实的，才会导致败诉。 
⑨
  “采信”的含义是相信（某种事实）并用来作为处置的依据。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

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20 页。 
⑩
  “真伪不明”即日常话语“半真半假”“真假莫辨”，在人内心产生“半信半疑”“将信将疑”，

其后果是“不采信”。法谚有云：“对存疑事项与其肯定不如否定。”对真伪不明的直接事实，因其真实

性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故法院不采信为判决根据。 



综上所述，作为法律规范，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均包括行为模式（“举证”

或者“提供本证”）和法律后果（法官“不采信”真伪不明的直接事实）两方面

的内容，所以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两者没有本质区别（见上图）。 

通说认为，法官不采信该项直接事实为判决根据，则对该项直接事实负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是“败诉”。邵明认为，“法官不采信该项直

接事实”才是证明责任规范中“法律后果”的内容，即“不利后果”；该当事人

“通常败诉”但“不必然败诉”。 

从原告方来说，权利产生的直接事实“真伪不明”的，法官不采信，即原告

实体权益主张（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法律后果通常是“败诉”。

不过，被告在诉讼中认诺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全部自认权利产生直接事实（并且

被告没有抗辩或者抗辩失败）等，则被告败诉。 

从被告方来说，权利妨害、阻却或者消灭的直接事实“真伪不明”的，法官

不采信，被告“可能败诉”但“不必然败诉”。不过，权利产生直接事实没有得

到证明、原告诉讼请求没有实体法律根据、原告在诉讼中舍弃其全部诉讼请求或

者全部自认被告抗辩事实等，则原告败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