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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訴訟主體論：法院 

Issue 01 重要度：■■■□□ 
國際審判管轄權之概念  

*自我評估：□非常熟悉 □一知半解 □毫無印象 □閱讀次數    

問
題
意
識 

民事訴訟法第 1 條以下之規定，固然可以用以處理我國內部

各第一審法院之審判事務分配之問題（管轄權），惟是否亦

得用以判斷我國有無特定案件之國際審判管轄權？對於一涉

外民事事件有無國際審判管轄權（如：我國就涉外離婚事件

有無審判之權限？）應如何判斷？ 

我國應否承認或執行外國裁判（如：外國就涉外離婚事件之

裁判，我國應否承認？） 

關
鍵
法
條 

家事事件法第 53 條 

Ⅰ婚姻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 

一、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人。 

二、夫妻均非中華民國人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持續一

年以上有共同居所。 

三、夫妻之一方為無國籍人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有經常居所。 

四、夫妻之一方於中華民國境內持續一年以上有經常居所。

但中華民國法院之裁判顯不為夫或妻所屬國之法律承認

者，不在此限。 

Ⅱ被告在中華民國應訴顯有不便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勞動事件法第 5 條 

Ⅰ以勞工為原告之勞動事件，勞務提供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

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者，由中華民國法院

審判管轄。 

Ⅱ勞動事件之審判管轄合意，違反前項規定者，勞工得不受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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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 

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 

Ⅰ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認其效力：

一、依中華民國之法律，外國法院無管轄權者。 

二、敗訴之被告未應訴者，但開始訴訟之通知或命令已於相

當時期在該國合法送達，或依中華民國法律上之協助送

達者，不在此限。 

三、判決之內容或訴訟程序，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者。 

四、無相互之承認者。 

Ⅱ前項規定，於外國法院之確定裁定準用之。 

強制執行法第 4 條之 1 

Ⅰ依外國法院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者，以該判決無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零二條各款情形之一，並經中華民國法院以判決宣

示許可其執行者為限，得為強制執行。 

Ⅱ前項請求許可執行之訴，由債務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債務

人於中華民國無住所者，由執行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

為地之法院管轄。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42 條 

Ⅰ在香港或澳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其效力、管轄及得為強

制執行之要件，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及強制執行法

第四條之一之規定。 

Ⅱ在香港或澳門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斷，其效力、聲請法院承認

及停止執行，準用商務仲裁條例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之規

定。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 

Ⅰ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

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 

Ⅱ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裁判或判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

執行名義。 

Ⅲ前二項規定，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

判斷，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或為執行名義者，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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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 

實
務
見
解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家抗字第 71 號民事裁定：「按程序法應

適用法院地法為國際私法之大原則，本件抗告人聲請假扣押事

件，屬程序事項，自應適用法院地法，即我國法律之規定。次

按涉外民事，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關於假扣

押之聲請，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

轄；本案管轄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審法院，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 條前段、民事訴訟法第 524 條第 1 項、

第 2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因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無聲

請假扣押法院管轄之規定，故就具體事件受訴法院是否有管轄

權，自應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管轄之規定定之。」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抗字第 2 號民事裁定：「關於涉外事件之國

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固未明文規定，惟受訴法

院尚非不得就具體情事，類推適用國內法之相關規定，以定其

訴訟之管轄。」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抗字 1020 號民事裁定：「依家事事件法第

五十三條規定決定我國有國際審判管轄權後，應由我國之何法

院管轄該事件，則依同法第五十二條土地管轄之規定判斷。而

不能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定法院管轄

者，由被告住、居所地之法院管轄，同法條第四項前段亦有明

定。又假扣押之聲請，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

地方法院管轄。本案管轄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

審法院。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本文定有

明文。此項規定，於涉外事件，並未違反當事人間之公平、裁

判之正當與程序之迅速等原則，是就訴訟之本案在我國有管轄

權，原則上應可認我國法院對保全本案之假扣押事件有國際裁

判管轄權。」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09 號民事判決：「按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立法本旨，在確保我國民於外國訴

訟程序中，其訴訟權益獲得保障。所謂「應訴」應以被告之實

質防禦權是否獲得充分保障行使為斷。倘若被告所參與之程序

或所為之各項行為與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無涉，自不宜視之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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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行為。而在外國行送達者，須向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本

人為之，向其訴訟代理人送達者，亦無不可，惟以該國之替代

送達方法為之，對於當事人之防禦權是否充分保障，上訴人可

否充分準備應訴，自應予詳細調查。」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572 號民事判決：「按外國法院之確

定判決，其敗訴之被告未應訴者，不認其效力，但開始訴訟

之通知或命令已於相當時期在該國合法送達，或依中華民國

法律上之協助送達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係為保障敗訴被告之程

序權而設，倘該被告已於外國法院應訴者，原則上應承認該

外國法院確定判決於我國之效力，而不論開始訴訟之通知或

命令是否依我國法律協助送達，或於相當時期合法送達於該

被告。而所謂「應訴」，應以被告之實質防禦權是否獲得充分

保障行使為斷，如當事人於外國訴訟程序中，客觀狀態下可

知悉訴訟之開始，可充分準備應訴，可實質行使防禦權，即

已符合應訴要件，不以當事人本人是否親收開始訴訟之通

知，是否親自參與言詞辯論程序為必要。」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531 號民事判決：「按兩岸關係條例

第七十四條僅規定，經法院裁定認可之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

判，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並未明定在大陸地區作

成之民事確定裁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該執行名義核

屬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

強制執行名義，而非同條項第一款所稱我國確定之終局判決可

比。又該條就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之規範，係採「裁定認可

執行制」，與外國法院或在香港、澳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香

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明定其效力、管轄及得為強

制執行之要件，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及強制執行法第

四條之一之規定），仿德國及日本之例，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

二條之規定，就外國法院或在香港、澳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

採「自動承認制」，原則上不待我國法院之承認裁判，即因符合

承認要件而自動發生承認之效力未盡相同，是經我國法院裁定

認可之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應祇具有執行力而無與我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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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既判力，債務人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

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債

務人異議之訴。原審見未及此，徒以上述理由即認上訴人不得

提起本件異議之訴，所持之法律見解，已有可議。且上訴人於

原審一再表示：最高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判決規定第十三條及第

十七條，另設有不平等互惠之限制規定，兩岸關係條例第七十

四條更未如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規定採自動承認制，經認

可之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即無與確定判決之同一效力云

云，並提出該規定全部條文為憑（分見原審卷一○一、一○二、

一一三、一一四、一三三～一三五、一四○～一四二頁），原審

未予深究，僅以最高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判決規定第十二條，明

定台灣地區法院判決經認可後，不得更行起訴，及基於禮讓、

平等互惠政策原則及對他國司法之尊重等由，遽認經法院認可

之大陸地區判決，與我國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不免速

斷。又原審既認定兩岸關係條例第七十四條與民事訴訟法第四

百零二條規定，就審查之項目及程序，前者較後者為寬鬆，則

能否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逕謂經法院認可之系爭大陸地區判

決，有與我國法院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亦滋疑問。」 

學
說
見
解 

壹、二重機能說 

一、概念 

德國： 

此見解源自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與學說，其等認為，民事

訴訟法上的土地管轄之規定，兼具有「規範國內審判事

務之分配」及「規範國際審判事務之範圍」的機能，亦

即，國內土地管轄之規定，實際上具有同時規範國內管

轄與國際裁判管轄的二重機能1。進而德國學說上有認

為，德國於制定民事訴訟法時也有意識到國際審判管轄

權之問題，故並不存在違反立法者規範計畫的規範漏

洞，土地管轄之規定本即得適用於國際審判管轄權之問

                                                        
1 蔡華凱（2004），〈國際裁判管轄總論之研究－以財產關係訴訟為中心〉，《國

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17 期，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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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自得將民事訴訟法上土地管轄之規定「直接適用」

於國際審判管轄權之判斷上2。 

我國： 

我國有學者肯定上述見解，蓋定土地管轄的連繫因素

（如：便利證據調查），基本上亦適於類型化涉外財產

權事件的國際管轄分配，以及直接適用內國完整且穩固

的土地管轄規範於國際管轄的法安定性或管轄明確性之

程序正義的憲法價值；而針對可能產生之個案不妥適

性，應透過民事訴訟法各該定管轄條文之解釋（如：民

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解釋）及妥適運用法院調查訴

訟要件之職權，本於個案妥當性之衡量來判斷在如何之

例外情形，得容許因涉外因素而偏離既有之體系，以平

衡兼顧形式與實質正義3。 

二、優缺點 

優點： 

以實定法為準據，符合管轄法規所應具備之法律安定性

價值與當事人的預測可能性之要求。 

缺點： 

於國際裁判管轄之判斷上，欠缺針對涉外事件的特殊性

應具備之特別考量，在具體個案上可能產生不合理之結

果。 

貳、類推適用說 

  德國學說上有認為德國民事訴訟法並未明定國際審判管轄

權之規定，但得基於類似之利益狀態「類推適用」之。我

國亦有學者認為，我國並無針對國際審判管轄權之一般規

定，故解釋上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有關土地管轄之規

定，以填補法律漏洞4。 

參、法理說（審判管轄分配說、利益衡量說） 

                                                        
2 參陳瑋佑（2015），〈國際民事訴訟管轄權之規範與解釋－以財產所在地審

判籍為例〉，《臺北大學法學論叢》，93 期，頁 146。 
3 陳瑋佑（2015），〈國際民事訴訟管轄權之規範與解釋－以財產所在地審判

籍為例〉，《臺北大學法學論叢》，93 期，頁 148、151。 
4 劉鐵錚、陳榮傳（2016），《國際私法論》，5 版，頁 670，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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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認為，民事訴訟法上土地管轄之規定，僅係針對內國民事

事件進行法院的地域性分配，與各國對於某一事件進行法院的

地域性分配，只有在地域性的管轄分配上，具有同質性。從而，

定國際審判管轄權應有不同於定內國管轄權之思考，應以「當

事人間之公平」、「裁判之正確妥當性」與「程序之迅速」作為

定直接管轄之法理，配合涉外事件特殊性之考量，在國際社會

之間對於管轄進行地理性的分配5。 

筆
者
分
析 

針對涉外事件之規範，按照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區別，可區分為

「處理如何確定實體準據法的衝突規則（狹義國際私法）」（涉

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及「如何進行訴訟的實質程序規範

（國際民事訴訟法）」。 

國際審判管轄權6，涉及各國法院審判權應如何劃分、分配之問

題，亦即，應由何國法院行使管轄權之問題。國際審判管轄權

之概念又可區分為「直接國際審判管轄權」（直接管轄）與「間

接國際審判管轄權」（間接管轄）。 

關於定國際審判管轄權之方法，各國或締結國際條約，或於內

國法中自為規定，而我國民事程序法中，除家事事件法第 53 條

有針對涉外婚姻事件的直接管轄為規定及同法第 69 條第 1 項親

子關係事件、同法第 98 條部分婚姻非訟事件加以準用、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第 11 條第 1 項關於死亡宣告管轄、第 12 條第 1

項關於監護、輔助宣告管轄之規定，以及勞動事件法第 5 條有

                                                        
5 蔡華凱（2004），〈國際裁判管轄總論之研究－以財產關係訴訟為中心〉，《國

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17 期，頁 19。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

事訴訟法講義》，2017 年 9 月，2017 年筆記版，頁 155～159。 
6 關於此一用語，我國文獻或最高法院裁判中，有稱之「國際裁判權」者（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海商字第 13 號民事裁定），有稱之「國際裁判管

轄權」者（如：蔡華凱（2004），〈國際裁判管轄總論之研究－以財產關係

訴訟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17 期），亦有稱之「國際管轄權」

者（如：陳瑋佑（2015），〈國際民事訴訟管轄權之規範與解釋－以財產所

在地審判籍為例〉，《臺北大學法學論叢》，93 期），然許士宦老師認為，既

然家事事件法制定已將「國際審判管轄權」作為條文要旨（家事事件法第

53 條），換言之，已有實定法之用語，宜以「國際審判管轄權」稱呼之。參

許士宦，《民事訴訟法（上）》，2018 年 8 月，增訂 1 版，頁 254。筆者認為，

為避免混淆，原則上應以實定法之用語為準，故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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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外，我國民事程序法上，並未針對其他涉外民事事件

之直接管轄為一般規定7。然此非謂其他涉外民事事件無直接管

轄之問題，故應如何定該等事件之國際審判管轄權（直接管

轄），我國學說與實務見解即衍生出：下列之「二重機能說」、「類

推適用說」與「法理說」。 

上述實務見解中，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家抗字第 71 號民事裁

定結論上同二重機能說；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抗字第 2 號民事裁

定結論上採取類推適用說；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抗字 1020 號民

事裁定結論上採取法理說。 

破
題
關
鍵 

國際（民事）審判管轄權旨在判斷我國法院就特定民事案件得

否加以審判。所以，若個案為涉外案件（個案涉及外國人或外

國事務），或涉及「受訴法院應如何處理」或「應如何裁判」時，

應特別加以注意此爭點。 

經
典
試
題 

101 高考二級司法行政一、101 高考二級司法行政二、101 高考

二級司法行政三、101 高考二級法制一、102 高考三級法制二、

106 高考二級司法行政三、107 年東吳法研二 

Issue 02 重要度：■■■■□ 
普通審判籍與特別審判籍  

*自我評估：□非常熟悉 □一知半解 □毫無印象 □閱讀次數    

問
題
意
識 

 

某一民事訴訟事件，應由何地方法院管轄？於認定我國具有審

判權限後，究應將特定事件分配予何一民事法院？ 

 

                                                        
7 大陸法系國家之法典，對於國際私法上管轄權之確定（即國際審判管轄

權），一般均無完整的指示。從而，各國法院多須以劃分內國案件管轄權之

規定為依據，類推解決國際私法案件之管轄問題，其主要根據常即內國之

民事訴訟法，德國法院即為著例。參馬漢寶（2014），《國際私法：總論各

論》，3 版，頁 189，台北：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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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法
條 

民事訴訟法第 1 條 

Ⅰ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不能行

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被

告居所地者，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 

Ⅱ被告在中華民國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之

居所，視為其住所；無居所或居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

最後之住所，視為其住所。 

Ⅲ在外國享有治外法權之中華民國人，不能依前二項規定定管

轄法院者，以中央政府所在地視為其住所地。 

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 

Ⅰ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

之法院管轄。 

Ⅱ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第 12 條 

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

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第 1 項 

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第 20 條 

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

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第四條至前條規定有共同管轄

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 

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 

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第 53 條第 3 款 

二人以上於下列各款情形，得為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一同

被訴：三、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係同種類，而本於事實

上及法律上同種類之原因者。但以被告之住所在同一法院管轄

區域內，或有第四條至第十九條所定之共同管轄法院者為限。 

民事訴訟法第 21 條 

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

之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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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 22 條 

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 

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第 3 項 

Ⅱ第二十四條之合意管轄，如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依其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成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他

造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但兩

造均為法人或商人者，不在此限。 

Ⅲ移送訴訟之聲請被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9 

小額事件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者，於其預定用於同類契

約之條款，約定債務履行地或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時，不

適用第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但兩造均為法人或商人

者，不在此限。 

勞動事件法第 7 條 

Ⅰ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

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勞

工為被告者，得於本案言詞辯論前，聲請移送於其所選定有

管轄權之法院，但經勞動調解不成立而續行訴訟者，不得為

之。 

Ⅱ關於前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民事訴訟法第 510 條 

支付命令之聲請，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依第一條、第二條、

第六條或第二十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第 524 條 

Ⅰ假扣押之聲請，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

法院管轄。 

Ⅱ本案管轄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審法院。但訴

訟現繫屬於第二審者，得以第二審法院為本案管轄法院。 

Ⅲ假扣押之標的如係債權或須經登記之財產權，以債務人住所

或擔保之標的所在地或登記地，為假扣押標的所在地。 

勞動事件法第 6 條 

Ⅰ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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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以雇主為原

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現在或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

轄。 

Ⅱ前項雇主為原告者，勞工得於為本案言詞辯論前，聲請將該

訴訟事件移送於其所選定有管轄權之法院。但經勞動調解不

成立而續行訴訟者，不得為之。 

Ⅲ關於前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實
務
見
解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477 號民事判決：「查我國民事訴訟

法關於法院管轄之規定，係以「以原就被」之原則，旨在便於

被告應訴，以免其長途奔波。」 

最高法院 22 年抗字第 531 號民事判例要旨：「被告普通審判籍

所在地法院之管轄權，僅為法律規定之專屬管轄所排除，不因

定有特別審判籍而受影響，故同一訴訟之普通審判籍與特別審

判籍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即為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一條所

謂數法院有管轄權，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其向被告普

通審判籍所在地之法院起訴者，被告不得以另有特別審判籍所

在地之法院，而抗辯該法院無管轄權，其特別審判籍已經消滅

者更不待論。」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抗字第 827 號民事裁定：「查原法院以：……

惟同一訴訟普通審判籍與特別審判籍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者，僅生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之效

力，特別審判籍並無優先於普通審判籍之效力。再抗告人之住

所地為嘉義市，依民事訴訟第一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其住所

地法院即台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有管轄權，而依

同法第四條規定再抗告人寄寓地法院即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下

稱台北地院）亦有管轄權，則相對人即第一審原告有選擇法院

起訴之自由，應依其意見選擇定之。相對人選擇向台北地院起

訴，台北地院即非無管轄權。乃……核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編按：亦即，除專屬管轄外，特別審判籍並不排除普通審判

籍）。 

最高法院 74 年台上字第 280 號民事判例要旨：「依被上訴人所

訴之事實觀之，其請求上訴人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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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顯在行使系爭土地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自係因不動

產物權涉訟，依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應專屬系爭土

地所在地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管轄。」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1421 號民事判決：「惟按因不動產之

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而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

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之法院之規定，

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十

條第一項、第二十六條定有明文。換言之，專屬管轄之事件不

得以合意定管轄法院。且專屬於他法院管轄之事件，無管轄權

之法院，並不因移轉管轄之裁定（按：移送裁定）而取得管轄

權，此觀諸同法第三十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自明。本件被上訴

人請求塗銷系爭土地之抵押權設定登記，顯在行使系爭土地所

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自係因不動產物權涉訟，應專屬該不

動產所在地之嘉義地方法院管轄。」 

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字第 4722 號民事判例要旨：「因不動產物

權而涉訟者，雖應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然因買賣、

贈與或其他關於不動產之債權契約，請求履行時，則屬債法上

之關係，而非不動產物權之訟爭，應不在專屬管轄之列。」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抗字第 468 號民事裁定：「按因契約涉訟者，

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

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就特別審判籍所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

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明示或默示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

訂定，固均無不可，即其履行地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

負擔之債務雙方定有互異之債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

亦皆有管轄權，惟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

合致，始有該條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 56 年台抗字第 369 號民事判例要旨：「因侵權行為涉

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

生之地皆屬之。」 

 ※因不動產物上請求權涉訟，是否該當「因不動產物權涉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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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說
見
解 

通說實務採肯定見解，蓋物上請求權乃物權所由生，前者

為後者之作用，旨在維持物權之完整性，與物權本身不可

強加割裂，故應認為以「物上請求權」作為訴訟標的時，

仍有第 10 條第 1 項專屬管轄之適用。8 

惟有見解採取否定見解，蓋其認為專屬管轄之規定將造成

當事人訴訟進行之不便，應從嚴解釋，且物上請求權雖由

物權而生，但與物權有別，結構上類似債權之請求權；此

外，因物上請求權涉訟時，當事人未必就「不動產所有權」

有所爭執，故非因不動產之物權涉訟。9 

筆
者
分
析 

壹、概念 

土地管轄之規定，若得適用於所有訴訟事件者，稱之為「普通

管轄權」，若僅得適用於特定事件者，則稱之為「特別管轄權」。 

貳、普通管轄權（普通審判籍）（民事訴訟法第 1、2 條） 

一、定義 

  指以「被告與法院管轄區域間之關係」為原因，就具有專

屬審判籍（如：本法第 10 條第 1 項）事件以外之一切訴訟

事件，定其管轄之關係。 

二、精神 

  採取「以原就被原則」，蓋基於處分權主義，原告得以決定

何時提起訴訟，使被告對於應訴處於不可預測之狀態，故

為求公平，應顧及被告應訴之負擔，並避免原告濫行起訴，

原則上應由被告享有管轄利益，以「被告生活中心之住所

地」（或居所、主事務所等地）定管轄法院。 

三、管轄利益 

  指當事人至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或應訴，因而獲得之利

益。具體而言，當事人因不必至較遙遠、較難以利用之法

院進行訴訟，即可節省勞力、時間、費用，較容易提出攻

防方法，較可取得迅速經濟或慎重正確之裁判，此係歸屬

                                                        
8 參：姜世明（2007），〈不動產訴訟之管轄〉，《月旦法學教室》，55 期，頁

12。 
9 陳啟垂（2003），〈不動產物上請求權事件的地域管轄權〉，《月旦法學教室》，

6 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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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事人之利益。 

參、特別管轄權（特別審判籍） 

一、定義 

  指以「訴訟事件（訴訟標的）或被告與法院管轄區域間之

特定關係」為原因，所定之管轄關係（如：民事訴訟法第 3

條至第 20 條）。 

二、立法意旨 

  為兼顧證據調查、便利原告起訴或日後強制執行等需求，

於不甚妨害被告應訴便利之情形下，允許原告向被告住所

地以外之法院起訴。 

三、注意 

  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除專屬審判籍外，特別審

判籍並不排除普通審判籍，原告得任向普通或特別審判籍

之法院擇一起訴（民事訴訟法第 22 條參照）。 

肆、特別管轄權之分類 

一、獨立審判籍（民事訴訟法第 3 條至第 19 條） 

定義： 

與其他訴訟事件並無關聯，而係基於一定理由，獨立就

各類訴訟事件規定其審判籍之情形。 

與普通審判籍之關係： 

競合管轄：未排除普通審判籍之獨立審判籍，並與之

競合，使同一訴訟事件有兩個以上管轄法院（民事訴

訟法第 20、21 條參照）。 

專屬管轄：法律本於高度公益性要求，而明文僅特定

法院有管轄權之情形（如：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499

條、第 507 條之 2、第 510 條、第 537 條之 1）。排除

普通審判籍之獨立審判籍。 

應特別注意之獨立管轄權： 

因不動產涉訟之特別審判籍：民事訴訟法第 10、11 條 

因不動產物權涉訟：基於證據調查便利之公益性因

素，本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動產物權涉訟之專

屬管轄。包括確認所有權、地上權或抵押權等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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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物權作為訴訟標的之訴訟事件。 

不動產物上請求權涉訟，是否該當「因不動產物權

涉訟」？（參前揭學說見解） 

因不動產分割涉訟：指共有人就共有之不動產不能

協議分割時，請求法院判決分割（如：遺產分割涉

及不動產者）（民法第 824 條及第 1164 條參照）。 

因不動產經界涉訟：指定不動產界線、界標之訴，

亦即，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

其界線所在之訴訟。若原告請求確定至一定界線之

土地屬於自己所有或非屬被告所有者，係屬確認不

動產所有權之訴（最高法院 27 年上字第 1451 號民

事判例要旨參照）。 

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指該訴訟事件與不動產有

關，但非屬非因不動產物權涉訟（如；請求履行買

賣、贈與或其他關於不動產之債權契約）。 

因契約涉訟之特別審判籍：民事訴訟法第 12 條 

規範目的：事案接近性、債務人預見可能性。 

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指約定債務履行地（意定債

務履行地），亦即，本條適用情形限於契約所定之債務

履行地，並不包括民法第 314 條所定法定債務履行地。 

注意：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9。 

因侵權行為涉訟之特別審判籍：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 

規範目的：事案接近性（便於調查證據）。 

侵權行為地：包含實行行為地與結果發生地。 

破
題
關
鍵 

通常民事訴訟法的考試中，只要一講到誰住哪，什麼事情發生

在什麼地方，什麼東西在哪裡，有這種「where」的關鍵字時，

八九不離十就是在考國際審判管轄權或管轄權。此際，就可以

把思考的方向導引到這兩個方向。 

經
典
試
題 

101 三等書記官一、102 行政執行官一、103 公證人書記官一、

104 薦任升等司法行政二、104 三等財稅法務一、105 東吳法研

一、105 三等警察法制人員三、105 四等執行員一、106 薦任升

等司法行政一、107 一般警法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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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03 重要度：■■■■□ 
管轄瑕疵與救濟  

*自我評估：□非常熟悉 □一知半解 □毫無印象 □閱讀次數    

問
題
意
識 

若受訴法院誤認其有管轄權而為本案判決，應如何處理？ 

關
鍵
法
條 

民事訴訟法第 451 條 

Ⅰ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

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

時為限。 

Ⅱ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同意願由第

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 

Ⅲ依第一項之規定廢棄原判決者，其第一審訴訟程序有瑕疵之

部分，視為亦經廢棄。 

民事訴訟法第 452 條 

Ⅰ第二審法院不得以第一審法院無管轄權而廢棄原判決。但違

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不在此限。 

Ⅱ因第一審法院無管轄權而廢棄原判決者，應以判決將該事件

移送於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第 453 條 

第四百五十一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二項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 

民事訴訟法第 469 條第 3 款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 

三、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 

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

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

者，不在此限： 



 

│Chapter 1 訴訟主體論：法院│ 019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筆
者
分
析 

壹、任意管轄 

一、第二審 

  欠缺管轄權之本案判決瑕疵，因第一審終局判決而治癒（民

事訴訟法第 452 條第 1 項本文）。 

二、第三審法院 

  非權利上訴事由，蓋該瑕疵已被第一審終局判決治癒，不

生第二審法院違背任意管轄之問題。 

貳、專屬管轄 

一、第二審法院 

  得以第一審法院無管轄權為由廢棄原判決（民事訴訟法第

451 條第 1 項、第 452 條第 1 項但書）。 

二、第三審法院 

權利上訴事由（民事訴訟法第 469 條第 3 款）。 

參、兩者共通：欠缺管轄權不得作為再審事由 

一、問題意識 

  民事訴訟法第 469 條明文規定「專屬管轄之違背」為上訴

第三審之事由，相較之下，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雖

未明文規定「專屬管轄之違背」為提起再審訴訟之事由，

惟其是否該當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謂「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而得據以提起再審？ 

二、管轄權僅係審判權應分配至何法院行使之問題 

  我國法院既然有審判權，且已作成本案終局判決，故如為

任意管轄，該瑕疵已被治癒；如為專屬管轄，基於法安定

性、維持訴訟經濟、保護當事人程序利益之考量，欠缺專

屬管轄不得作為再審事由。10 

三、民事訴訟法未明文將「欠缺管轄權」作為再審事由，且依

上述說明，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謂「適用

法規顯有錯誤」，自不包含有關管轄權規定適用錯誤之情

形。11 

                                                        
10許士宦，《民事訴訟法（上）》，2018 年 8 月，增訂 1 版，頁 326。 
11姜世明老師亦認為，為維護程序安定性，再審程序原則上應從嚴解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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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題
關
鍵 

在考場上，如果判讀出考題是在考管轄權（判斷方式：請參照

本章 Issue02），建議務必先檢驗一下有沒有專屬管轄的情形

（如：原告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因為如上所述，關於管轄

瑕疵的救濟，應視該瑕疵係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或任意管轄之

規定而有所不同，進而將影響論理與結論。 

經
典
試
題 

102 三等關務一、104 輔大法研三、107 四等書記官、執行員二 

Issue 04 重要度：■■■■■ 
訴之客觀合併與專屬管轄  

*自我評估：□非常熟悉 □一知半解 □毫無印象 □閱讀次數    

問
題
意
識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67 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具有參

考價值之裁判）改編】 

Y 向承租 X 其所有座落於桃園之Ａ屋，並於租賃契約約定若發

生訴訟，由台北地院專屬管轄。嗣後，租賃期間屆滿，Y 拒不

返還 A 屋，X 遂對 Y 於台北地院提起訴訟，主張租賃物返還請

求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再抗告

人返還Ａ屋，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此際，若受訴法院就

合併提起之部分訴訟無管轄權，應移送管轄權之部分訴訟？抑

                                                                                                                        
姜世明（2014），《民事訴訟法（上冊）》，頁 120～121。筆者以為，參照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77 號解釋文：「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

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

範圍，應許當事人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

旨。……惟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對於裁判顯無影響者，不得據為

再審理由……」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固為消極的不適用程序法規，按釋字

第 177 號解釋，亦得該當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惟其進一步限於「顯然影響裁判者」，始該當之。而管轄之規

定，乃係法院相互間審判事務分配之事項，與裁判結果並無影響，應不得

作為再審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