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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民事訴訟法 

第一章 管轄權 

 

第 1 條〈普通審判籍－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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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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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有一大堆法院，若要告人，要向哪個法院告人？若可以隨便挑選法

院或是以原告住所的法院的話（假設語氣），萬一有人在金門地院告你，萬一

他只告你 500 元，你會花幾千元坐飛機坐船來回開庭數次？或是自認倒楣而賠

他 500 元？相信有些人會選擇後者，同理，像我這個住台北的人，我就會拼命

亂告住在花蓮台東澎湖的人，算準有些人捨不得跑這麼遠來打官司，我肯定能

小賺一筆，當消息傳開後，像我這種投機客會越來越多， 後會導致全台灣人

都會拼命亂告住很遠的人。所以為了保障被告的權益，也為了避免「遠距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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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風氣，第 1 條才會規定原則上只能向被告住所地的法院提告，這稱為「普

通審判籍」或「以原就被原則」，很簡單吧，啾咪^_< 

 把本章相關條文看一遍（§3），然後開始練習考古題： 

 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原告起訴，應向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為之，此種

管轄稱之為： 職務管轄 指定管轄 普通審判籍 特別審

判籍 【100 原住民】

：  Ans： 

 關於民事訴訟法院之管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住所地之法

院不能行使職權者，以中央政府所在地視為其住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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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在中華

民國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一律由其可扣押之財產所在地之法院管

轄 在外國享有治外法權之中華民國人，一律以中央政府所在地視

為其住所地 【106 身心】

：  Ans： 

 民事訴訟，原則上應歸屬於下列那一法院管轄？ 原告住所地之法

院 被告住所地之法院 原告居所地之法院 被告居所地之

法院 【98 原住民】

：  Ans： 

 有關法院管轄權之規定，以下之敘述，何者為非？ 管轄權有普通

審判籍與特別審判籍之區分，而特別審判籍之法院並無優先普通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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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法院的管轄權 對於自然人所提起的訴訟，原則上由被告住所地

之法院管轄，此稱為以原就被原則 對於公法人亦可提起訴訟，應

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不可提起民

事訴訟，故此等訴訟並無管轄權的問題 【99 司五】

：  Ans： 

 

第 10 條〈因不動產涉訟之特別審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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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條〈因不動產涉訟之特別審判籍〉 

對於同一被告因債權及擔保該債權之不動產物權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

地之法院合併管轄。 

一、國考 常考何謂第 1 項所謂的「因不動產之物權……」？要視「訴訟標

的」而定，如果原告主張的法條是第 767 條之類的「物權」而要被告把

房屋還他，那麼就屬第 1 項「因不動產之物權……」，而第 10 條第 1 項

後段規定「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若房屋在高雄，就必須去

高雄地院告，不可以去其他法院告。 

二、何謂第 2 項所謂的「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也要視「訴訟標的」而定，

若原告主張的法條是房屋買賣契約之類的「債權」而要被告把房屋給

他，那麼就屬第 2 項所謂的「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而第 10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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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規定「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若房屋在高雄，而被告住

花蓮，那麼可以去高雄地院或花蓮地院告，二個任選一個。而上述的內

容也是國考超級重要的考點，讓我們用「楊氏速讀」來簡化為：「若用

物權告，依第 10 條第 1 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法院」、「若用債權告，

依第 10 條第 2 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法院，但也得去別的法院告。」 

三、 後，注意第 11 條的規定。例如甲向乙借 100 萬元，並且把甲名下的

房屋設定 100 萬元的抵押權給乙，多年後，甲終於還清了，甲很開心地

要求乙塗銷抵押權，乙耍賴，此時甲對乙可以提兩種訴訟，一個是提起

確認 100 萬元的債權不存在的訴訟，一個是針對物權提起請求塗銷抵押

權的訴訟，因為這二個是很相關的，所以依第 11 條得合併由房屋所在

地的法院管轄。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因不動產之物權涉訟者，專屬何法院管轄？ 

被告住所地之法院 被告居所地之法院 物權契約履行地之法

院 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 【98 身心】

：  Ans：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因不動產之物權涉訟者，專屬何法院管轄？ 

被告住所地之法院 被告居所地之法院 物權契約履行地之法

院 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 【97 司五】

：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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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種訴訟，不是專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不動產物

權涉訟 不動產分割涉訟 不動產買賣涉訟 不動產經界涉

訟 【96 司五】

：  Ans： 

 下列那一種民事訴訟事件不屬於專屬管轄事件？ 確認土地所有

權之訴 分割共有土地之訴 行使物上請求權而請求塗銷土地

抵押權之訴 請求移轉買受土地所有權之訴 【107 司五】

：  Ans： 

 原告甲居住於臺北，將其所有位於新竹之房屋借與被告乙使用，後因

乙不當使用房屋，甲請求返還系爭房屋而遭到乙拒絕，甲乃根據物上

請求權，訴請法院就上述訴訟標的，判令乙返還系爭房屋。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此案應由臺北地院管轄 此案應由新竹地院管轄 

若此案於臺北地院起訴，並上訴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應以管轄錯

誤為理由廢棄原判決 本件為專屬管轄，故無從發生應訴管轄 

 【107 原住民】

：  Ans： 

 甲、乙共有 A 地，出賣予丙，誤移轉登記予丁。若有下列訴訟紛爭，

何者不是專屬管轄？ 甲以乙為被告，訴請法院裁判分割 A 地 

乙以甲為被告，訴請法院確認乙之應有部分為三分之二 丙以甲、

乙為被告，訴請 A 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 甲、乙以丁為被告，

訴請塗銷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106 身心】

：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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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乙共有一筆位於臺南市之 X 土地，甲之住所在桃園市，乙之住

所在苗栗縣。甲、乙二人均因工作而居住於臺中市。甲、乙二人無法

協議分割 X 地，欲請求法院裁判分割之。試問下列何者為有管轄權

之法院？ 桃園地方法院 臺南地方法院 苗栗地方法院 

臺中地方法院 【101 身心】

：  Ans： 

 甲（住所地在臺北市）向乙（住所地在臺中市）、丙（住所地在高雄

市）起訴主張分割甲、乙、丙公同共有座落於新竹市之土地。關於該

訴訟，下列何法院具有管轄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2 身心】 

：  Ans： 

 張三（住所地臺中）無權占有李四（住所地臺北）所有座落於臺南之

A 地，李四遂依民法第 767 條之規定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起訴請

求法院判命張三返還 A 地，試問該訴訟之管轄法院為何？ 臺中

地方法院 臺北地方法院 臺南地方法院 如經當事人合

意，得以新竹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104 身心】

：  Ans： 

 關於管轄，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現役軍人因財產權涉訟者，專屬

於其公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因不動產之經界涉訟者，專屬於不

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因契約涉訟者，專屬於當事人合意所訂定

之債務履行地之法院管轄 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 易調查證據

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105 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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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 

 甲（住所地：桃園縣）、乙（住所地：基隆市）因二人共有的 L 地（座

落新竹縣）發生爭執，甲欲起訴請求分割，二人亦合意由臺北地方法

院裁判分割 L 地。下列何法院對甲的請求分割 L 地事件有管轄權？

桃園地方法院基隆地方法院新竹地方法院臺北地方法院。 

    【102 原住民】

：  Ans： 

 甲之住所在桃園，乙之住所在苗栗，甲乙二人均因工作而居住於台

中，並共有一塊位於雲林之土地。甲乙二人無法協議分割該地，欲請

求法院裁判分割之。請問下列何法院有權管轄？ 桃園地方法院 

苗栗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 雲林地方法院 【98 司五】

：  Ans： 

 甲之住所在高雄，乙之住所在臺北，甲向乙購買位於花蓮之 A 屋一

棟，雙方並約定日後若關於該買賣契約進行民事訴訟，亦得以臺中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若甲依據該契約向乙請求移轉 A 屋之所有權，

下列關於本訴訟之敘述何者正確？ 花蓮地方法院為專屬管轄法

院 臺北地方法院亦得為管轄法院 臺中地方法院為唯一管轄

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為法定管轄法院 【104 司五】

：  Ans： 

 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由不動產所在地法院管轄，

為何種管轄？ 專屬管轄 競合管轄 選擇管轄 指定管

轄 【100 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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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 

 下列何種訴訟，不是專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因不動產

物權涉訟 因不動產分割涉訟 因不動產買賣涉訟 因不動

產經界涉訟 【99 原住民】

：  Ans： 

 當事人訂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並於該契約中約定就該契約所生之訴

訟，合意由甲法院管轄，茲因出賣人拒不履行契約，買受人乃提起訴

訟，請求出賣人將該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買受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件係因不動產之物權而涉訟，應專屬該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如出賣人已撤銷為該不動產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則管轄合意因而

失其效力，本件訴訟即應以出賣人住所所在地法院管轄 如買受人

向乙法院起訴，出賣人未抗辯乙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言詞辯論，

乙法院就本事件有管轄權 如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係屬定型化契

約，則該管轄合意當然無效，本件訴訟應由法定管轄法院管轄 

 【99 身心】

：  Ans： 

 關於管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私法人之訴訟，由其分公

司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對於受雇人或其他寄寓人因財產權涉訟，得

由其寄寓地之法院管轄 因不動產共有物權之分割涉訟，得由共同

被告其中一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 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專屬於行為

地或損害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107 身心】

：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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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因票據涉訟之特別審判籍〉 

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得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 

把法條看熟，有點印象即可。 

 

 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訴訟者，得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此種管轄

法院稱為： 普通管轄法院 特別管轄法院 專屬管轄法院 

合意管轄法院 【97 原住民】

：  Ans： 

 

第 15 條〈因侵權行為涉訟之特別審判籍〉 

Ⅰ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Ⅱ因船舶碰撞或其他海上事故請求損害賠償而涉訟者，得由受損害之船舶

初到達地，或加害船舶被扣留地，或其船籍港之法院管轄。 

Ⅲ因航空器飛航失事或其他空中事故請求損害賠償而涉訟者，得由受損害

航空器 初降落地，或加害航空器被扣留地之法院管轄。 

這條文很簡單，但也很常考，而且都集中考第 1 項的內容，所以投資報酬

率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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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甲之住所在新竹市，某日開車到臺南市出差，途經臺中市時不慎撞

傷住所於臺東市之某乙，導致乙骨折受傷。若某乙欲對某甲提起訴

訟，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問下列那二個法院有管轄權？ 

臺中地方法院與新竹地方法院 臺中地方法院與臺東地方法院 

臺中地方法院與臺南地方法院 新竹地方法院與臺東地方法院 

 【101 身心】

：  Ans： 

 甲（住所地：新竹市）在桃園市之市區開車，將乙（住所地：嘉義市）

撞成重傷，就乙嗣後因而請求甲侵權損害賠償的訴訟，下列敘述何者

與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符？ 新竹地方法院有管轄權 桃園地方

法院有管轄權 嘉義地方法院有管轄權 桃園地方法院有非專

屬的管轄權 【103 司五】

：  Ans： 

 某乙之住所在台中市，某日開車到嘉義訪友，途經彰化時不慎撞傷住

所於台南之某甲，導致甲骨折受傷。若某甲欲對某乙提起訴訟，主張

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問下列那二個法院有管轄權？ 台中地方

法院與嘉義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與彰化地方法院 彰化地

方法院與嘉義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與台南地方法院【99 司五】 

：  Ans： 

 甲、乙與丙三人之住所分別位於臺北市、桃園市與新竹市，某日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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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於苗栗市因細故毆打丙成傷，丙欲對甲乙共同起訴，請求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丙應向下列何一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苗栗 新

竹 桃園 臺北 【106 司五】

：  Ans： 

 住所地在新竹市的甲，駕駛自用車於臺南市撞傷路人乙，就賠償事宜

調解不成。如乙要起訴甲，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何法院有第一審

管轄權？ 僅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僅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臺

灣新竹地方法院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均有 應聲請臺灣高等法院

指定甲男 【107 司五】

：  Ans： 

 

第 20 條〈共同訴訟之特別審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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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管轄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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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條〈管轄競合之效果－選擇管轄〉 

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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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如被告甲住台北、被告乙住台中、被告丙住高雄，那怎麼辦？要去哪

一個法院告？依第 20 條前段規定全部法院都有管轄權（台北、台中、

高雄皆可，任選其一）。 

二、但若共同有第 4 條至第 19 條的事由，依第 20 條後段就必須只能去那一

個法院告，比如說甲、乙、丙三個人在台中毆打被害人，那麼依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20 條但書就必須只能去台中地院起訴了。 

 

 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特別審判籍

當然優先於普通審判籍適用 普通審判籍當然優先於特別審判籍

適用 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 由共同上級法院指定管轄

法院 【96 身心】

：  Ans： 

 關於管轄之競合，下列何者正確？ 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

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以該共同訴訟之被選定人之住所地之法

院為管轄法院 當事人得以合意定 後事實審管轄法院 定法

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 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

者，應依被告聲請以裁定移送至正確之管轄法院 【107 身心】

：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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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指定管轄－原因及程序〉 

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接上級法院應依當事人之聲請或受訴法院之

請求，指定管轄： 

一、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律或事實不能行使審判權，或因特別情形，

由其審判恐影響公安或難期公平者。 

二、因管轄區域境界不明，致不能辨別有管轄權之法院者。 

Ⅱ直接上級法院不能行使職權者，前項指定由再上級法院為之。 

Ⅲ第一項之聲請得向受訴法院或直接上級法院為之，前項聲請得向受訴法

院或再上級法院為之。 

Ⅳ指定管轄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一、法律不能：例如法院的法官全被聲請迴避，聽說花蓮台東一帶，曾有二

個人是世仇，二人互相告來告去，今天甲敗訴，甲就認為原審的法官被

收買，然後下次提告時，就叫那些法官迴避，明天乙敗訴，乙也認為原

審的法官被收買，然後下次提告時，就叫那些法官迴避，長期互告下來，

搞得法院全部的法官都要迴避了，此二人被稱為「花東二虎」，因此，

現在甲和乙若又向花蓮或台東的法院起訴時，可能就要依第 2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指定宜蘭或屏東的法院來管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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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不能：九二一大地震，震垮南投法院，可能就要依第 23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指定其他法院來管轄了。 

三、特別情形：家住台北的被告竟放火燒台北地院，妳覺得由台北地院的法

官審理公平嗎？所以要依第 2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指定其他法院來管

轄了。 

 

 法院職員之迴避規定主要之法理依據，下列何者錯誤？ 基於公平

法院之要求 避免利益衝突 維護審級利益 為了減輕法官

案件壓力 【107 原住民】

：  Ans： 

 以下之何種情形，原告可聲請直接上級法院為指定管轄？ 共同訴

訟之被告有數人，其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原告可聲請指

定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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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原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律或事實不能行使審判權，或因特別情形，

由其審判恐影響公安或難期公平者，原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當事人

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後，若遇有重大之情事變更者，原告可聲請

指定管轄 【101 司五】

：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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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種情形，不能聲請直接上級法院指定管轄？ 有管轄權之法

院，因法律不能行使審判權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特別情形，由其

審判恐影響公安 被告行蹤飄忽不定 因管轄區域境界不明，致

不能辨別有管轄權之法院 【100 司五】

：  Ans： 

 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律之原因不能行使審判

權，當事人得： 聲請移送訴訟 聲請指定管轄 聲請移轉管

轄 聲請特別管轄 【100 原住民】

：  Ans： 

 

第 24 條〈合意管轄及其表意方法〉 

Ⅰ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

訟為限。 

Ⅱ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 

因為第 1 條規定原則上要去被告住所地法院提告，萬一數年後雙方翻臉要

提告時才發現被告早就搬去外島或外國，難道我要飄洋過海去打官司嗎？那太

花時間金錢了，所以通常律師在撰寫契約時， 後一條都會寫：「任何因本契

約所生，或與本契約有關之爭議，雙方合意由 XX 法院管轄」，學理稱為「合

意管轄」，若合意由台北地院管轄，就算被告搬到馬祖，我們仍可就近去台北

地院起訴，換被告坐船來開庭，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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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國考重點就是只能針對第一審法院合意，第二審法院不可以合意，

講白一點，我們只能約定未來若有爭議時要去那個第一審地院起訴，不能約定

要去那個第二審高院上訴。 

第二個國考重點是第 24 條第 2 項：「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很

多學生誤以為必須要用書面合意才有效，錯啦！就算只用口頭合意也有效，書

面只是證明的方法而已，講到這裡同學一定會很好奇：「有什麼差別？結果還

不是差不多，若有白紙黑字當然沒問題，若無白紙黑字，對方不承認，無法證

明就無法生效，結果還不是一樣？」的確，幾乎沒差，它只有純理論的意義而

已，但國考就是愛考這個純理論，所以各位考生們切記「合意管轄，縱使無文

書，縱使只有口頭合意，仍然有效」。 

後，要特別注意第 26 條及第 28 條第 2 項的規定，三、四等考試很常考，

五等很少考，但仍要看一看。 

 

 住所在嘉義之甲，於雲林撞傷住所在彰化之乙，甲乙用書面約定：此

車禍法律關係之訴訟，除原有管轄權之法院外，臺中地方法院亦有管

轄權。若乙就此車禍欲向甲訴請損害賠償，下列何法院對此訴訟無管

轄權？ 嘉義地方法院 雲林地方法院 彰化地方法院 

臺中地方法院 【102 司五】

：  Ans： 

 下列關於合意管轄之敘述，何者與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符？ 應以文

書為之 僅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不得違背法定的專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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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 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的訴訟為限 【103 司五】

：  Ans： 

 以下關於當事人合意定管轄之敘述，何者錯誤？ 合意定管轄，當

事人應以書面訂立，不得以口頭方式為之 合意定管轄，僅限於第

一審與第二審之管轄法院，第三審法院的管轄不在此範圍內 合意

定管轄，僅限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不得泛就當事人間一

切法律關係爭執以合意定之 若法律明文規定屬於專屬管轄者，合

意定管轄即不適用 【102 司五】

：  Ans：或均給分 

 關於當事人間就法院管轄的合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以文書

為之 僅得合意定第一審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

的訴訟，不適用合意管轄 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的訴訟為限 

 【101 身心】

：  Ans： 

 甲住桃園向住在臺中之乙買受坐落高雄之土地，雙方於買賣契約中合

意由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則甲起訴請求乙依約辦理土地

移轉登記，應由何法院管轄？ 高雄地方法院 臺中地方法院 

桃園地方法院 臺北地方法院 【100 身心】

：  Ans： 

 關於法院管轄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民事訴訟法關於管轄之規

定，採以原就被原則 專屬管轄以法律明文者為限，不許因法院或

當事人之意思與態度而變更 如民事案件已經第一審裁判，則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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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得以合意定第二審法院 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

向其中任一法院起訴，但專屬管轄事件除外 【99 原住民】

：  Ans： 

 雙方當事人在契約書中，就因該契約所生之訴訟，合意由甲法院管

轄，茲其中一方提起訴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告向乙法院起

訴，被告未抗辯無管轄權，而為本案言詞辯論，乙法院就本事件無管

轄權 在第一審法院依通常訴訟程序所為終局判決後，雙方得合意

第二審管轄法院 在第一審法院依通常訴訟程序所為終局判決

後，得合意逕向第三審法院為上訴 管轄合意因契約解除因而失

效，故得向法定管轄的乙法院起訴 【97 身心】

：  Ans： 

 關於合意管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二審管

轄法院 合意管轄，應以文書證之 基於尊重當事人之意思，合

意管轄之效力優於專屬管轄 兩造當事人得就其間之全部私法上

爭執均合意由特定法院管轄 【101 司五】

：  Ans： 

 

第 26 條〈合意管轄之限制〉 

前二條之規定，於本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 

所謂的「專屬管轄」就是法律強制規定「只能去某個法院告，不可以去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