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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要點 

本題乃是所謂的「不動產經界涉訟」，依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所以本件應由甲、乙、丙

3 人土地所在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專屬管轄。又依民事訴訟法第 26

條規定，專屬管轄之事件無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

故甲、乙、丙雖曾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臺

北地方法院仍無法取得管轄權。本件甲、乙向無管轄權之臺南地方法院

起訴，臺南地方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應依聲請或依職權將該訴訟

裁定移送臺中地方法院。

題型 2-1-8 違反專屬管轄之效果

甲（住所地在臺北）起訴主張其向乙（住所地在高雄）借貸之借款

債務已因清償而不存在，但乙仍拒絕塗銷甲以其坐落臺東之土地而為該

債權所設定之抵押權為由，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依民法第 767 條訴請塗

銷該抵押權。乙接獲法院通知後即為「甲之借款並未清償」之抗辯。試

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有無管轄權？倘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

院均為原告甲勝訴之實體判決，被告乙上訴至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應

如何裁判？（25 分）

102 關稅法務第 1 題

題型分析

本題所涉及的都是專屬管轄的議題。第一小題問臺北地院有沒有管轄權，

我們可以看到，臺北地院並沒有普通或特別管轄籍，不過，題目提到乙有「抗

辯」，所以可以考慮是否有「應訴管轄」適用的可能。另外，看到物權請求

權（即本題中的民法第 767 條），就要本能的反應「專屬管轄」，而專屬管

轄事件無應訴管轄之適用，這是這一題的重點。

第二小題則是違反專屬管轄之效果，就此部分，因為專屬管轄有公益性

的考量，因此不允許任意違反其規定，上級法院若發現下級法院違反專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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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之規定，得以廢棄下級法院之判決，並且判決移送至管轄法院，此不論是

第二或第三審法院的處理方式均相同。

本題關鍵字

甲（住所地在臺北）起訴主張其向乙（住所地

在高雄）借貸之借款債務已因清償而不存在

高雄地方法院可能有管轄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依民法第 767 條訴請塗銷該

抵押權。

有沒有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專屬管轄規

定之適用？

乙接獲法院通知後即為「甲之借款並未清償」

之抗辯。

是否可能成立「應訴管轄」？

擬答 本題字數約663字

評分 題號 ﹙作答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無管轄權

1.	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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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基於民法

第767條之物權請求權涉訟，是否屬於本條所稱之「因不動

產物權涉訟」，學說上則有不同意見：

⑴	肯定說

	 此說認為，物權請求權為物權的作用之一，與物權本身

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故基於物權所生之物權請求權應

解為因不動產物權涉訟，而為專屬管轄。

⑵	否定說

	 否定說認為，物權請求權雖然是基於物權而生，但與物

權本體仍然有別，結構上較似於債權請求權；且若將之

認為係專屬管轄，亦可能對於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困擾，

故第10條第1項應不包含物權請求權。

2.	按我國實務及多數學者均採肯定說之見解，認為基於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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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參考

◤ 	最高法院 74 年台上字第 280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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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權涉訟亦應屬於「因不動產物權涉

訟」之情形而為專屬管轄之事件。若依

此見解，本題中該訴訟應專屬於不動產

所在地之臺東地方法院管轄。

3.	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6條規定，於專屬管

轄之訴訟排除合意管轄與應訴管轄規定

之適用，故本題中，雖然乙接獲法院通

知後即為「甲之借款並未清償」之抗辯，

但臺北地方法院仍不會基於第25條應訴

管轄之規定而取得管轄權。是以，本件

訴訟臺北地方法院應無管轄權。

2 最高法院應廢棄第一、二審判決，並將該

訴訟移送臺東地方法院

	 按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

管轄之規定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民

事訴訟法第469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

臺北地方法院違反專屬管轄規定而為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未予糾正而仍為實體判決，

該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故最高法院應依民

事訴訟法第481條準用第452條規定，將

第一、二審判決均予廢棄，並將該事件判

決移送臺東地方法院。

這邊要注意，只有第

一審是用「裁定」移

送，第二審以後都是

用「判決」移送，這

是法條清清楚楚規定

的事項，考試的時候

千萬不要寫錯，也不

要含糊用「裁判」移

送帶過。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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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民國 80年間因惡性倒債，舉家避居中國大陸。家住臺中之乙得

知甲之子丙名下所有坐落桃園之 A地乏人管理，乃於翌年即以行使

地上權之意思，在 A地上興建房屋居住使用迄今，依法已得請求登

記為地上權人，惟為丙所不認同。直至本年（104年）2月間丙始基

於民法第 767條第 1項前段所定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向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對乙提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設本件丙係向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起訴，並經該法院為本案實體判決後，受不利判決之一方上訴

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始提出第一審法院並無管轄權之主張，

則該第二審法院應如何處理？

 104 身心三等法制第 2 題（節錄） 

   解題要點 

這一題的解法一樣，要先從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是否屬於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所稱「因不動產物權涉訟」開始解起。在

確定屬於專屬管轄之後，本題臺中地院應無管轄權，其誤為判決，第二

審法院應將原判決予以廢棄，並以判決將該事件移送桃園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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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住所在臺北市）主張乙（住所在桃園縣）無權占有其所有、坐

落於新竹縣之 A地搭蓋房屋，乃依民法第 767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之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訴請判令乙應拆屋還地。問：（25分）

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其無管轄權而裁定移送桃園地方法院，桃園

地方法院應如何處理？

2 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未注意其有無管轄權而判令乙應拆屋還地，

乙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應如何處理？

3 設臺灣高等法院亦未注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有無管轄權，而為駁

回乙上訴之判決，乙能否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法院應如何

處理？

 100 高考三級法制第 1 題 

   解題要點 

這一題主要是在考違反專屬管轄時，第一、二、三審法院應如何解

決：

1.	第一小題部分，桃園地方法院應如何處理，同樣取決於該訴訟是否為

專屬管轄。在認定為專屬管轄事件的情況下，桃園地方法院依民事訴

訟法第 30 條第 2項但書規定，不會因此受羈束，故桃園地方法院得將

該訴訟更行裁定移送至新竹地方法院。

2.	至於第二小題部分，因為專屬管轄之規定基於公益性的考量不得任意

違背，因此第 452 條規定，此時第二審法院應將原判決予以廢棄，並

以判決將該事件移送新竹地方法院。

3.	第三小題則是在考第三審的處理，同樣，依民事訴訟法第 468 條、469

條第 3款規定，違反專屬管轄之判決屬於當然違背法令，乙得上訴最

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481 條準用第 452 條規定，此時

最高法院應將第一、二審法院均予以廢棄，並將該事件判決移送新竹

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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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建構

壹、訴訟標的理論

訴訟標的即為訴訟之客體，乃訴之要素之一。由於訴訟標的的界定

將會影響到訴之合併、變更追加、重複起訴禁止和既判力的範圍等議題，

因此關於訴訟標的如何界定，不論是實務或學說均相當重要。

關於訴訟標的的界定，我國實務基本上採取舊（傳統）訴訟標的理

論 2，學說上則另外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見解，在四等考試中，只要清楚的

理解新 3、舊訴訟標的理論的差別就好，頂多知道「訴訟標的相對論」4

在講什麼即可。至於什麼「新實體法說」、「相對的訴訟標的理論」、「浮

動的訴訟標的理論」這些，即使對於三等考試來說，都是屬於比較進階

的議題，四等考試更是可以暫且略而不管。

舊（傳統）訴訟標的理論，很清楚明白，亦即以「實體法上的權利」

為單位來劃分訴訟標的，不同的實體法上權利即為不同的訴訟標的，訴

2 「舊」是相對於「新」而言，因此若是採取所謂「舊訴訟標的理論」者，多會以「傳統訴訟
標的理論」稱之。一般來說，實務出身的學者都是採取傳統訴訟標的理論，例如楊建華、
陳計男、吳明軒、姚瑞光老師均採取傳統訴訟標的理論。參楊建華、鄭傑夫，民事訴訟法
要論，2013年8月版，頁218-219。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上），2009年7月修訂五版，頁
236-237。吳明軒，民事訴訟法（中），2011年10月修訂九版，頁674-675。姚瑞光，民事訴
訟法論，2004年2月版，頁358-359。

3 駱永家、姜世明老師採取「新訴訟標的理論」，駱老師採取「一分肢說」，姜老師則採「二
分肢說」。參駱永家，票據債權與原因債權競合時之訴訟標的與舉證責任，民事法研究Ⅰ，
頁46-48。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2015年8月四版，頁302-303。

4 邱聯恭、許士宦老師採取「訴訟標的相對論」，參邱聯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
訟法講義2，2010年筆記版，頁165。邱聯恭，程序利益保護論，2005年12月二刷，頁111-
112。許士宦，訴訟標的特定之爭點整理，爭點整理與舉證責任，2012年12月，頁105-109。

訴訟客體論

第 二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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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標的乃是實體法上權利之變形。然而，舊（傳統）訴訟標的理論的缺

點在於，當請求權競合的情況下，對於不同請求權基礎重行起訴的問題

並無法妥適的處理，導致原告可能分別依據不同的請求權基礎同時或先

後向相同或不同的法院起訴，不僅增加被告應訴之擾，也加重法院審理

負擔，且有裁判矛盾、紛爭無法一次解決的問題存在。

例： 甲將 A 屋租給乙，租約到期後，乙遲未交還 A 屋。此時甲得基於民法第 455

條租賃物返還請求權，或是民法第 767 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向乙起訴請求返

還 A 屋。因為「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和「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依據傳統訴訟

標的理論乃是不同的訴訟標的，故縱使甲於前訴主張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後

訴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亦不會牴觸重複起訴禁止原則。

甲

訴訟標的 1 民 §767

訴訟標的 2 民 §455

乙
返還 A 屋

為了改進舊訴訟標的理論的缺點，因此學說上便提出了各式各樣的

見解，新訴訟標的理論便是其中一種。在新訴訟標的理論中，訴訟標的

之概念與實體法上權利的概念脫勾，著眼於訴訟法上的需求，以原告於

起訴狀中所表明的「訴之聲明」和「事實理由之主張」建構訴訟標的的

概念。至於實體法上的各種權利都只是在支撐該訴訟上法律地位的攻擊

防禦方法而已。

例： 在上例中，若是採取新訴訟標的理論，則「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和「所有物

返還請求權」都只是支持原告所主張法律上地位的攻擊防禦方法而已，訴訟

標的是「甲請求乙返還 A 屋的法律地位」。故若甲前訴主張租賃物返還請

求權敗訴後，又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再次起訴，將違反重複起訴禁止原則。

甲

攻擊防禦方法 1民 §767

民 §455 攻擊防禦方法 2

訴訟標的 ：甲請求乙返還 A 屋的法律地位

乙
返還 A 屋

在新訴訟標的理論中，又有所謂的「一分肢說」和「二分肢說」，



5-
19

5Chapter 訴訟程序之進行

其中，「一分肢說」乃以表現訴之目的的「訴之聲明」作為訴訟標的的

判斷基準。然而，一分肢說對於金錢給付之訴的訴訟標的很難有適切的

說明。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故又進一步發展出了「二分肢說」，其訴訟

標的之判斷，除了「訴之聲明」以外，尚需加入「原因事實」加以判斷。

例： 甲告乙，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30 萬元」，此時甲可能是基於 6

月 1 日的借款債權，也可能是基於 9 月 10 日的買賣價金債權請求，此時「一分

肢說」純粹依訴之聲明作為判斷標準，將無法清楚的界定訴訟標的，而採取「二

分肢說」即可從原因事實判斷出這是兩個訴訟標的。

最後，則是要稍微瞭解所謂的「訴訟標的相對論」，其認為基於當

事人之程序主體權及程序處分權，當事人為了平衡追求其程序利益及實

體利益，可以擇定訴訟標的。因此原告有權選擇以個別權利作為訴訟標

的加以起訴（權利單位型），亦得選擇以其所求為給付之地位作為訴訟

標的加以起訴（紛爭單位型）。訴訟標的之內涵並非絕對，而需視原告

之意思相對而定。就此說而言，權利單位型相當於舊訴訟標的理論，而

紛爭單位型則與新訴訟標的理論相近。也因此，有學者便認為，訴訟標

的相對論基本上將同時具備新、舊訴訟標的理論的缺陷。

例： 因此，在上面甲請求乙返還 A 屋的例子中，在訴訟標的相對論中，甲可以選擇僅

以「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作為訴訟標的起訴，也可以選擇以「甲請求乙返還 A 屋

之給付地位」作為訴訟標的起訴。

在解題上，通常只要清楚說明新、舊訴訟標的理論即可，至於訴訟

標的相對論是否需要提及，則須視題目而定，並不是所有的題目都有適

用訴訟標的相對論的實益。

題型 5-2-1 新舊訴訟標的理論與重複起訴禁止

甲以乙為被告，主張乙無權占有甲之土地，訴請乙返還無權占有之

土地，經法院判決甲敗訴確定，甲可否再以乙為被告，主張雙方土地租

賃關係已消滅，起訴請求乙返還租賃之同筆土地？（25％）

94 關稅法務第 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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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分析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和「租賃物返還請求權」的關係，是每一本民事

訴訟法教科書中在解釋新、舊訴訟標的理論時，一定會提到的例子之一。所

以答題時，一定要將新、舊訴訟標的理論關於訴訟標的的判準說明後，再進

一步就題目之情形進行涵攝。

本題關鍵字

甲以乙為被告，主張乙無權占有甲之

土地，訴請乙返還無權占有之土地
可知甲前訴乃是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甲可否再以乙為被告，主張雙方土地

租賃關係已消滅，起訴請求乙返還租

賃之同筆土地？

後訴則是主張「租賃物返還請求權」，此時後訴

是否合法？

擬答 本題字數約705字

評分 題號 ﹙作答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本題中，甲得否再以乙為被告，請求乙

返還租賃之同筆土地，涉及到訴訟標的理論

之爭議，茲分述如下：

1	訴訟標的之意義與界定

	 按訴訟標的即為訴訟之客體，為當事人請

求法院審判之對象，其乃訴之要素之一。

關於訴訟標的之界定，實務和學說有「傳

統訴訟標的理論」與「新訴訟標的理論」不

同之見解，說明如下：

1.	傳統訴訟標的理論

	 此說乃以「實體法上的權利」為單位來

劃分訴訟標的，不同的實體法上權利即

為不同的訴訟標的，訴訟標的乃是實體

法上權利之變形。我國實務及部分學者

基本上採取傳統訴

訟 標 的 理 論 的 學

者 ， 不 會 說 自 己

是「舊訴訟標的理

論 」 ， 所 以 採 用

「傳統訴訟標的理

論」這個用語，兩

邊都不得罪。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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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此一見解。

2.	新訴訟標的理論

	 由於傳統訴訟標的理論在請求權競合之

情況下，可能產生當事人基於不同的實

體法上權利向法院重複起訴，造成法院

審理負擔加重，且可能造成裁判矛盾，

故此說將訴訟標的與實體法分離，而以

原告於起訴狀中所表明的「訴之聲明」

和「事實理由之主張」來建構訴訟標的。

其中，僅以訴之聲明判斷訴訟標的者，

為一分肢說。兼採訴之聲明與事實理由

判斷訴訟標的者，為二分肢說。

2	本題之適用

1.	本題中，若係採取傳統訴訟標的理論，

此時「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與「租賃物

返還請求權」乃不同之訴訟標的。甲於

前訴主張乙無權占有甲之土地訴請乙返

還土地之判決效力並不及於甲基於「租

賃物返還請求權」作為訴訟標的所提起

之訴，故甲得再以乙為被告，主張雙方

土地租賃關係已消滅，起訴請求乙返還

租賃之同筆土地。

2.	若是採取新訴訟標的理論，則本題中甲

於前訴的訴訟標的乃係「甲請求乙返還

該地的法律地位」，至於所有物返還請

求權或租賃物返還請求權都僅為攻擊防

禦方法之一種。故甲於前訴遭到敗訴判

決確定後，即不得再以乙為被告，依據

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請求乙返還同筆土

地，否則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甲之後訴。

這一題其實不管採

一分肢說或二分肢

說結果都一樣，所

以簡單帶過即可。

TIPS


	6-2國考大解密-民事訴訟法概要-第2章(29~33)
	6-5國考大解密-民事訴訟法概要-第5章(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