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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轄權 

壹、管轄權與審判權 
 
一、甲（美國人）在加州某法院起訴主張乙（臺灣人）與伊存在

一買賣土地契約，該土地座落在台北市大安區。因乙拒絕履

行，甲乃起訴請求乙移轉該地所有權予甲。問：加州該法院

有無管轄權？ 
二、甲（上海人）與乙（南京人）在香港發生侵權行為糾紛。因

兩人適在台北某公司任職，甲乃向台北地院起訴乙應為之負

損害賠償責任。問：台北地院應如何處理？ 
三、越南人甲在台北地院起訴越南人乙及台北人丙、丁，主張因

彼等之公司排放污水造成甲之漁獲減損，應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問：台北地院應如何處理？ 
 

 
一、定義 

（一）管轄權之意義 

就民事通常程序而言，各法院之間，就一定之訴訟事件，依法劃分

其得受理之權限關係，稱為法院之管轄。就法院而言，某法院就某訴訟

事件，依法有掌管其審判之權限，稱為該法院有管轄權。對於一定之訴

訟事件而言，管轄係指對該訴訟事件，應歸何地之何審級法院為審判之

問題。管轄權係在同一審判權中，同級法院或不同級法院之審理權限劃

分，具有任務分工、權責劃分之意義存在。 
法院管轄之規定，原則上於法院組織法及民事訴訟法規定之，例外

在其他法律亦有規定，例如海商法第 101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6 條。關於第一審法院之管轄，除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第 1 條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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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條之規定外，於民事訴訟法第五編再審程序第 499 條、第六編督促
程序第 510條。另家事事件法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亦有此類規定。 
管轄權在憲法及程序法上各具其功能，在憲法上，管轄權乃涉及人

民利用法院便利與否問題，與其是否會造成當事人之利用法院或權利伸

張之障礙有關，亦即具有法定法官、權利救濟途徑保障之憲法意義。而

在程序上則涉及組織上事務分工等問題。 

（二）審判權之意義 

主權國家原則上在其領域內，享有自主制定法律、依法審判與執行

法律之管轄權限，以統治其主權效力所及之人與物。其中關於國家之裁

判權限，可稱之為審判權（Gerichtsbarkeit），其乃國家以公權力確定
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確定刑罰權有無及範圍、保護人民不受國家行政

機關違法處分之侵害，並協助權利實現之權力。在民事部分，審判權係

國家司法權之行使，而就與人民之權利義務相關之爭執事件為審判之權

限。 
依憲法第 77條及第 78條規定，我國之審判權依事件性質包括：民

事審判權、刑事審判權、行政審判權、公務員懲戒權，以及憲法審判權

等。國內學者多以為，各種不同系統之法院間，對同一訴訟事件之管轄

權限係「審判權有無」之問題。 
對此，有學者則從德國法觀點而採另類觀察，其認為一國之審判權

僅有「一個統一審判權」，而分成五個「部分審判權」，並分派不同之

法院系統（含司法院大法官）行使之。其認為，各不同性質法院間對一

訴訟事件，是否劃分由其負責審理，屬於「管轄權有無」之問題1。依

此見解，在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之間，關於審判事件之積極或消極權限

衝突，性質上均屬於國內法院間的「管轄權衝突」而已。 
基本上，民事審判權指對一般民事權利、義務爭執事件，內國法院

得加以審判之權力。在我國，其乃劃歸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

                                                 
1 陳啓垂，民事審判權及其豁免，銘傳大學法學論叢，第 4 期，2005 年 6 月，

頁 51~54；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2010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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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的民事庭行使之。民事審判權通常又可分為「民事訴訟審判權」與

「民事非訟審判權」2。但無論民事訴訟、民事非訟、家事事件、智慧

財產之民事事件，基本上均為民事審判權內之分支。 
審判權係國家主權下司法權之行使，性質上屬於國家高權（或主

權）行為，一國之審判權範圍原則上僅限於其領域範圍內，而對於所有

在其領域內之權利主體（人）或客體（物）具有審判權；相對地，除非

經過他國之同意，任何國家原則上不得在其他國家之領域內行使審判

權。 
對於欠缺審判權之訴訟，法院應如何處理？依對審判權之定位差異

而有不同之理解，採傳統說法而將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間視為不同審判

權者，則有移送及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適用。但若
將上開情形，解為管轄權之衝突問題，有學者乃認為：因其在現行法律

欠缺明文規定下，方法上得逕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 1項第 6款，
或類推適用該條項第 1款規定，以裁定予以駁回；或仿效德國、瑞士民
事訴訟實務而以訴訟判決駁回者。若法院誤為實體裁判（本案判決），

該判決不發生任何效力（wirkungslos）。學者並認為，對此無效判決，
不妨可藉由上訴程序或再審程序予以廢棄3。 

二、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之權限定位 

民事事件係涉及私權糾紛之事件，行政事件則係以人民與政府機關

之公法關係所發生之糾紛為其內容。人民與政府機關所發生之關係，通

常為公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人民與政府機關之間，就公法上權利義務

之有無發生爭執糾紛時，此種事件屬於行政事件，其解決途徑應依訴

願、行政訴訟等程序，最後由行政法院裁判決之。若人民與政府機關之

間所發生之法律糾紛事件，其權利義務之法律關係為純粹私法上之法律

關係，此種事件應亦屬民事事件，自應由普通法院之民事法院審判，不

                                                 
2 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2010 年，頁 151。 
3 陳啓垂，民事審判權及其豁免，銘傳大學法學論叢，第 4 期，2005 年 6 月，

頁 70~71；陳啓垂，新民事訴訟法連載，第一講：訴訟主體法院──審判

權、管轄權（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91 期，2010 年 4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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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當事人之一方為政府機關而成為行政事件。 
某事件應歸民事法院或行政法院之權限衝突有二類型，其一，於民

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均主張對事件有管轄權情形稱為積極衝突。其二，若

二法院均主張對事件無管轄權情形稱為消極衝突。然審判權衝突之處

理，法院組織法規定如下：第 7 條之 1：「本法規範之法院及其他審判
權法院間審判權爭議之處理，適用本章之規定。」第 7 條之 2：「起訴
時法院有審判權者，不因訴訟繫屬後事實及法律狀態變更而受影響（第

1 項）。訴訟已繫屬於法院者，當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向不同審判權之
法院更行起訴（第 2項）。法院認其有審判權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其他
法院受該裁判關於審判權認定之羈束（第 3項）。」第 7條之 3：「法
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

院。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 1項）。前項有審判權之管
轄法院為多數而原告有指定者，移送至指定之法院（第 2項）。當事人
就法院之審判權有爭執者，法院應先為裁定（第 3項）。法院為第一項
及前項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第 4項）。第一項及第三項裁
定，得為抗告（第 5項）。」第 7條之 4：「前條第一項移送之裁定確
定時，受移送法院認其亦無審判權者，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向其

所屬審判權之終審法院請求指定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一、原法院所屬審判權之終審法院已認原法院無審判

權而為裁判。二、民事法院受理由行政法院移送之訴訟，當事人合意願

由民事法院為裁判（第 1項）。前項所稱終審法院，指最高法院、最高
行政法院或懲戒法院第二審合議庭（第 2項）。第一項但書第二款之合
意，應記明筆錄或以文書證之（第 3項）。第一項之終審法院認有必要
時，得依職權或依當事人、其代理人或辯護人之聲請，就關於審判權之

專業法律問題選任專家學者，以書面或於言詞辯論時到場陳述其法律上

意見（第 4項）。前項陳述意見之人，應揭露下列資訊：一、相關專業
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是否與當事人、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或辯護人

有分工或合作關係。二、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是否受當

事人、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或辯護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三、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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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之 5：「前條第一項之終審法院認受移送法院有審判權，應以裁
定駁回之；認受移送法院無審判權，應以裁定指定其他有審判權之管轄

法院（第 1項）。前項受指定之法院，應受指定裁定關於審判權認定之
羈束（第 2項）。受移送法院或經前條第一項之終審法院指定之有審判
權法院所為裁判，上級審法院不得以無審判權為撤銷或廢棄之理由（第

3 項）。」第 7 條之 6：「第七條之四第一項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受
移送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第 1項）。第七條之四第一項停止
訴訟程序之裁定及前項撤銷停止之裁定，得為抗告（第 2項）。受移送
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後，應速通知受理其指定請求之終審法院（第 3
項）。受移送法院所為第一項裁定確定之同時，視為撤回其指定之請求

（第 4項）。」第 7條之 7：「移送訴訟前如有急迫情形，法院應依當
事人聲請或依職權為必要之處分（第 1項）。移送訴訟之裁定確定時，
視為該訴訟自始即繫屬於受移送之法院（第 2項）。前項情形，法院書
記官應速將裁定正本附入卷宗，送交受移送之法院（第 3 項）」。第 7
條之 8：「訴訟移送至其他法院者，依受移送法院應適用之訴訟法令定
其訴訟費用之徵收（第 1項）。移送前所生之訴訟費用視為受移送法院
訴訟費用之一部分（第 2 項）。應行徵收之訴訟費用，原法院未加徵
收、徵收不足額或溢收者，受移送法院應補行徵收或通知原收款法院退

還溢收部分（第 3項）。」第 7條之 9：「第七條之三第二項、第七條
之七第二項、第三項及前條之規定，於第七條之四第一項之終審法院依

第七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為指定裁定之情形，準用之（第 1項）。第七條
之四第一項之終審法院受理請求指定事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民事訴

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於性質不相牴

觸之範圍內，亦準用之（第 2 項）。」第 7 條之 10：「第七條之四至
第七條之六及前條規定，於不得上訴第七條之四第一項所定終審法院之

訴訟準用之。」第 7 條之 11：「第七條之二至前條規定，於其他程序
事件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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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事法院與智慧財產法院4 

（一）智財法院之地位 

智財法院雖在組織上獨立於民事普通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及行政法院，但仍屬民事審判權及行政審判權之一部分，而非另行獨立

之審判權。智財法院之設立，係為解決向來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分屬不

同審判權所生之問題。亦即，原訴訟程序分軌並行之結果（例如就同一

專利權或商標權客體發生爭訟，而同時涉及權利有效性之行政爭訟，以

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固有利於維持各訴訟程序之專業

性，但亦易因同一事實之重複認定，而延宕司法救濟時效，不僅耗費當

事人之時間精力及相關司法資源，更使權利人無法獲致即時之保護。亦

因此引致各界質疑裁判之妥適性與安定性，且極易挫敗我國產業之國際

競爭力。 

（二）專屬管轄或優先管轄 

有疑問者係，智財法院是否為「專屬管轄」？因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 7條規定：「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四款所
定之民事事件，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並未明定為專屬管轄，

因此引發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是否專屬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爭議。為杜

絕爭議，司法院於 2008年 4月 24日公布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9
條特別明定：「智慧財產民事、行政訴訟事件非專屬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管轄，其他民事、行政法院就實質上應屬智慧財產民事、行政訴訟事

件而實體裁判者，上級法院不得以管轄錯誤為由廢棄原裁判。」司法院

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2條之說明又謂：「關於智慧財產民事事件
之法院管轄，組織法採取優先管轄原則，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非專屬智慧

財產法院管轄。」此在立法政策上似乎已確定智財法院為非專屬管轄法

                                                 
4 沈冠伶，智慧財產民事訴訟與行政爭訟事件之統合處理，法學新論，第 8 期，

2009 年 3 月，頁 2~5；沈冠伶，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之新變革，月旦民商法，

第 21 期，2008 年 9 月，頁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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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性質。 
惟所謂之「優先管轄原則」究何所指？自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9 條之說明觀之，智財案件民事事件係由智財法院優先於地方法院管
轄。當事人若誤向地方法院起訴時，地院應以管轄錯誤移送於智財法

院。惟若地院未以管轄錯誤裁定移送智財法院，而逕為實體裁判時，仍

非違背法令，上級法院不得以此廢棄原裁判。 
就此，學者有認為，新法制定後，一切有關智慧財產之民事、刑事

及行政訴訟之審判事務，除其中刑事第一審程序另由各地管轄之地院管

轄外，其餘事件之第一審及第二審程序一概歸由智財法院管轄。當事人

如將智財事件及非智財事件合併向智財法院起訴，智財法院應以裁定將

非智財事件移送於管轄之普通法院，反之亦然。並且於當事人在智財法

院訴訟繫屬中，就非智財事件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或在智財

法院訴訟繫屬中，就智財事件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因兩者之

訴訟程序未盡相同，並防止訴訟之延滯，各該法院均應認變更、追加之

新訴，或提起之反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5。 
另學者有認為：既將智財法院定性為非專屬管轄，且在法律上又無

明文規定，要求當事人就智財事件應「優先」向智財法院起訴並排除民

事訴訟法上其他法定管轄規定之適用，因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上有關

管轄之特別規定，係類似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有關消費訴訟之管轄
法院規定，僅具有「特別審判籍」之意義，而與其他有管轄權之地方法

院形成管轄競合。具體言之，若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 22 條規定，選擇
向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地之地院起訴，則因此際並非管轄錯誤，又無

特別移送之情事，故普通法院之地院民事庭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
移送於智財法院6。如此，當事人間就此不僅得成立由普通法院地方法

院「管轄之合意」，亦有「應訴管轄」之適用。地方法院之民事庭不應

未待被告是否為管轄之抗辯前，逕依職權將事件移送於智財法院，否則

                                                 
5 吳明軒，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之審級結構，月旦法學教室，第 69 期，2008 年 7

月，頁 84~85。 
6 沈冠伶，智慧財產民事訴訟與行政爭訟事件之統合處理，法學新論，第 8 期，

2009 年 3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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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應訴管轄產生之可能。惟被告一旦提出管轄抗辯，依司法院所謂之

優先管轄原則，地方法院民事庭即應將智財事件，依職權以管轄錯誤為

由而移送於智財法院。但論者質疑如此乃形同由被告決定由何一法院進

行訴訟，此是否公平？或妨礙原告選擇適合其智財權權利主張之法院，

非無疑問？甚者，亦違反智財法院專業性之立法初衷。 

四、國際管轄權 

（一）國際管轄權之概念 

所謂國際管轄權（internationale Zuständigkeit），係指一國法院對
於某一具體訴訟事件（涉外民事事件），因其與內國有一定的牽連關係

而存在一定之聯繫因素，而得予以裁判之權限。國際管轄權之規範決

定，乃在一具體之訴訟事件中，究竟係由某一個國家或何等國家擁有行

使其審判權之權限。在家事事件法對此有特別規定，其第 53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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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二、夫妻均非中華民國國民而於中華民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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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被告在中華民國應訴顯有不便者，不適用前
項之規定（第 2項）。」 

（二）國際管轄之決定標準 

對於國際管轄權之決定標準，在德國主要係與國內土地管轄權作連

結，亦即：若依現行規定，存在一土地管轄權時，即存在國際管轄

權 

7。我國國內學說上之探討存在不同之見解，大致歸納為以下三主要

理論： 

                                                 
7 Lüke, Zivilprozessrecht, 10. Aufl., 2011, Rdnr.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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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逆推知說 

就訴訟事件（或當事人）之內國牽連因素，採逆推知法，即先決定

內國法院的地域管轄權，再據此國內法院之地域管轄權，以逆向推論內

國全體法院之國際管轄權。因而地域管轄權規定，在此理論下乃具有雙

重功能，其一方面直接規範地域管轄權，另一方面則有間接規範國際管

轄權之意義。 
此說為傳統學說所採，認為「某事件於內國法院有內國之土地管轄

權時，內國法院對該事件即有國際管轄權，倘無內國土地管轄權時，即

無國際管轄權。」8惟有疑義者係，有時根據我國土地管轄規定之結

果，會使得原告先發制人造成應由我國法院管轄，致居住遙遠之被告將

處於相對不公平之地位；甚或出現均無法院可管轄之問題，此恐有使原

告請求權利保護機會喪失之虞，而權利不能主張，實體之秩序即遭破壞

等缺點9。 
學者有指此說為日本早期之有力學說，然有認為其因站在國家主義

型基本理念，格局過於狹隘，欠缺考慮超越國際私法生活關係之特殊

性，忽略涉外事件與國內案件之訴訟程序、語言不同、其出庭之困難、

移送制度不存在等，均為內國民事事件所無之問題，原封不動適用於國

內民事訴訟法，有不當之處，且若案件與國內毫無牽連，其判決亦難獲

他國之承認10。 

2. 類推適用說 

現行法欠缺國際管轄權相關規定，基於國際管轄權的性質與地域管

轄權類似，可類推適用地域管轄之規定。在採「類推適用說」之前提

                                                 
8  參陳榮宗，國際民事訴訟法與民事程序法，第五冊，1998 年，頁 15。 
9  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一），2015 筆記版，頁

139；許士宦，口述講義，民事及家事程序法，第一卷，民事訴訟法（上），

2019 年 9 月一版，頁 160。 
10  徐慧怡，從涉外離婚案件看離婚國際裁判管轄權之規定─兼評家事事件法之

相關規定，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第 10 卷第 2 期，2014 年 12 月，頁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