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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八章，計十五萬言。 首先，將本文寫作之動機、研究方法
及架構於第一章內說明。 第二章，則以涉外民事紛爭之發生、種類及解
決制度，作為開場。其後就涉外民事紛爭處理所可產生之基本問題，及
處理之困難點，加以說明，並針對我國現行之違法之涉外調查證據及送
摘要
達程序，加以評論。 第三章，將時光帶回十三、四世紀，就爭執已久之
(中)
國際私法與國際民事訴訟法之關係，從歷史的觀點出發，自義大利羅馬
法後期註釋學派所提出之「法則區別說」開始談起。對整個國私法與國
際民事訴訟法之出現、演變、分合及互相合作、互相影響之過程詳加論
述，並劃分二者領域範圍，而使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問題獲得理論體系之

依歸（置於國際民事訴訟法內）。最後就二學門之互動與合作之方式提
出建言。 第四章，論述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基礎理論。於第一節中就裁判
管轄權之意義、基本理論及決定管轄權之諸要素加以介紹。在國際裁判
管轄權基本理念中，確定之本論文之基礎「普遍主義」，之後提出決定
國際裁判管轄權之諸要素及決定之方法論，莫不以普遍主義為依歸。而
於第二節討論決定管轄權之方法論及各說彼此之間之關係，第三節則提
出一些決定管轄權後所可能遭遇之程序問題加以討論。 第五章，則將第
四章所建立之基礎，予以具體化，在我國現行法下，就國際裁判管轄之
普通審判籍、特別審判籍及其他如合意管轄、應訴管轄及專屬管轄之問
題論述。而此審判籍之形成，多利用第四章之方法論而推論得出，乃立
於解釋論之立場，以突破我國現行法制不足之困境。 第六章，針對我國
各審級之法院之裁判如何處理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問題，就著者所蒐集到
的裁判，做一有系統之分析。以個案研究法來觀察統計我國法院處理國
際裁判管轄權之方式，並於對較特殊之裁判加以評釋。 第七章則介紹國
際最新立法動向，將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二ＯＯＯ年「民事及商事事件裁
判管轄權與外國判決效力之公約準備草案」之形成過程及公約之條文內
容，做一簡單之介紹，以供參考。 第八章即為結論。
摘要
(英)
第一章 緒論 7 第一節 問題之提出 7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7 第三節
研究架構 8 第二章 國際化時代之民事紛爭 11 第一節 國際化時代 11 第二
節 國際民事紛爭 13 第一項 國際財產紛爭 13 第二項 國際財產紛爭之解
決方式 14 第三項 國際身分紛爭 15 第四項 國際身分紛爭之解決方式 16
第三節 處理國際民事紛爭之困難點 16 第一項 原告之困難點 16 第一款
選擇法庭地之困難 16 第二款 調查外國法與證據之困難 24 第三款 送達被
告之困難 27 第一目 我國現行法令之規定 27 第二目 送達程序複雜 28 第
三目 送達文書須附譯文 30 第四目 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33 第四款 司法
制度之差異與語言之障礙 37 第五款 被告有豁免權 39 第六款 法院未必承
認當事人間合意紛爭解決方式 40 第二項 被告之困難點 41 第一款 無選擇
法庭地之主動權 42 第二款 直接送達 43 第四節 結語 45 第三章 國際私法
論文 與國際民事訴訟法 49 第一節 涉外民事事件中法規之適用 49 第一項 涉外
目次 民事事件中之實體法與程序法 49 第二項 歷史的觀察 51 第一款 法則
（statute）區別理論 51 第二款 「程序依法庭地法」原則之確立 52 第三
款 國際私法與國際民事訴訟法未分化 53 第四款 管轄規則與牴觸規則 54
第三項 國際民事訴訟法之研究與發展 54 第二節 國際私法與國際民事訴
訟法之關係 56 第一項 國際民事訴訟法之意義與範圍 56 第一款 用語之產
生與意義 56 第二款 國際民事訴訟法之範圍 58 第一目 涉外事件固有之程
序法上之問題 58 第二目 內國程序規定之國際適用 59 第三目 程序之牴觸
規定之必要性 61 第二項 國際私法與國際民事訴訟法之對比 62 第三項 國
際民事訟法之獨自性 64 第一款 國際民事訴訟法之性質 64 第一目 國際私
法一部說 64 第二目 民事訴訟法一部說 64 第三目 獨自性肯定說 66 第二
款 國際民事訴訟法之理念 67 第一目 普遍主義與屬地主義 67 第二目 國
際民事訴訟法與國內民事訴訟法 68 第三節 國際私法與國際民事訴訟法

之疆界 69 第一項 程序與實體性質決定之意義 69 第一款 國際民事訴訟法
乃國際私法一部說 69 第二款 國際民事訴訟法獨自說 70 第二項 若干個別
之問題 72 第一款 國際私法之領域 72 第二款 國際民事訴訟法之領域 73
第四節 國際私法與國際民事訴訟法共通之課題 75 第一項 涉外實體法與
程序法 75 第二項 同為牴觸法之共通性 76 第三項 程序的事項規定之國際
適用 77 第五節 結語 79 第四章 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基礎理論 81 第一節 國
際裁判管轄權之基本觀點 81 第一項 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意義 81 第二項 國
際裁判管轄權之基本理念 84 第一款 國家主義型 84 第二款 國際主義型
85 第三款 普遍主義型 85 第三項 國際裁判管轄權決定之諸要素 85 第一
款 生活與經濟活動之根據地 86 第二款 證據方法集中地 88 第三款 判決
之實效性 89 第四款 國籍與內國國民保護 90 第五款 事業活動地 91 第六
款 預測可能性 92 第七款 法院所屬國與該事件密切關連 93 第八款 弱勢
者與被害者之保護 93 第九款 海牙公約草案特別禁止之管轄原因 93 第十
款 小結 95 第二節 國際裁判管轄權決定方法 95 第一項 決定之方法 95 第
一款 逆推知說 96 第二款 管轄分配說（修正類推說） 98 第三款 利益衡
量說 101 第四款 新類型說 101 第二項 各說之調和 102 第三節 有關管轄
之程序法上問題 106 第一項 管轄原因事實之證明 106 第二項 對管轄判斷
不服之救濟 109 第四節 結語 112 第五章 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審判籍 115 第
一節 財產關係事件之審判籍 115 第一項 普通審判籍 115 第一款 被告住
所地 115 第二款 被告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 120 第三款 海牙公約草
案中被告之普通審判籍 121 第二項 特別審判籍 122 第一款 外國法人或團
體設於我國之事務所或營業所 122 第二款 原告之住所地 126 第三款 財產
所在地 128 第四款 侵權行為地 132 第三項 契約關係事件之特別審判籍
134 第一款 一般契約 134 第一目 債務履行地 134 第二目 契約締結地 136
第三目 事業活動地 137 第二款 消費者契約 138 第三款 僱傭契約 139 第
四項 關連請求之特別審判籍 141 第一款 相同當事人間複數之訴 141 第二
款 多數當事人 142 第二節 合意管轄 144 第一項 原則上許可 144 第二項
日本法上之合意管轄 145 第一款 國際裁判管轄合意其成立與效力之準據
法 146 第二款 合意管轄之內容與方式 147 第三款 合意管轄之解釋 148 第
四款 合意外國法院專屬管轄之有效要件 148 第三項 我國法上之合意管轄
149 第三節 應訴管轄 152 第四節 國際裁判管轄所特有之管轄 156 第一項
緊急管轄（補充管轄） 156 第二項 專屬管轄 157 第一款 於我國所在之不
動產物權之支配、用益、擔保相關之訴訟 157 第二款 於我國註冊之專利
權、著作權、商標權之效力，及對其權利停止．預防之請求、損害賠償
之請求與此等權利之註冊 157 第三款 於我國設立之公司（內國公司）之
設立無效之訴、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無效、股東會決議撤銷．無效之
訴、公司合併無效之訴 158 第四款 於我國國內所進行強制執行程序之訴
訟 158 第五款 於我國國內之財產之破產和解與公司重整程序 159 第五節
結語 162 第六章 我國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司法實踐 165 第一節 現況 165 第
二節 實務上處理之方式 166 第一項 僅處理國內土地管轄之問題 166 第一
款 地方法院裁判 166 第二款 高等法院裁判 168 第三款 最高法院裁判 171
第二項 有處理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問題 172 第一款 直接適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 172 第二款 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181 第三款 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
之規定 182 第四款 依準據法來判斷管轄權 184 第五款 利益衡量 186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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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第一節 緒言 189 第二節 公約成立之經緯 190 第三節 簡介 193 第一項
公約草案之基本構造 193 第二項 公約之具體內容─「民事及商事之國際
裁判管轄與外國判決之效果公約準備草案」試譯 195 第四節 結語 220 第
八章 結論 223 參考文獻 227 一、中文部分（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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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芳枝，《公司法論》，臺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三年十月再修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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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一九八八年六月。 ４．郭豫珍，《涉外民事之國際管轄權之確
定》，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劉鐵錚博士，一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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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國法院為管轄法院之效力〉，載其著《問題研析／民事訴訟法
（四）》，臺北：自版，一九九三年十月出版。 １１．楊建華，〈管轄
權之調查及管轄錯誤之效果〉，載其著《問題研析／民事訴訟法
（四）》，臺北：自版，一九九三年十月出版。 １２．劉鐵錚，〈論國
際管轄權衝突之防止〉，載其著《國際私法論叢》，臺北：三民書局，
一九八九年九月三修訂初版。 １３．賴來焜，〈國際私法最新資料選
編〉，載《「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二）」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
文集》，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學林文
化，一九九八年九月一版。 １４．簡清忠，〈美國法上公司國際管轄權
問題之研究〉，載《「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二）」劉鐵錚教授六秩華
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學林文化，一九九八年九月一版。 （四）期刊
１．呂太郎，〈共同訴訟之管轄〉，載《台灣本土法學雜誌》，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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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陳啟垂，〈民事訴訟之國際管轄權〉，載《法學叢刊》，第一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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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明（編），《国際民事訴訟法》，東京：青林書院，一九九四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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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おける国際私法》，東京：國際書院，一九九五年一月初版一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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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理論》，澤木敬郎、青山善充（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
版一刷。 ９．岡田幸宏，〈国際裁判管轄の合意〉，載《法律学の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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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說〉，載《別冊法学セミナーNo.130／基本法コンメタール／國際私
法》，木棚照一、松岡博（編），東京：日本評論社，一九九四年五月
第一版第一刷。 １１．松岡博，〈国際的裁判管轄〉，載《現代契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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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刷。 ２１．澤木敬郎，〈国際的訴訟競
合〉，載《新．実務民事訴訟講座（7）国際民事訴訟．会社訴訟》，
鈴木忠一、三ケ月章（監修），東京：日本評論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第
一版第三刷。 （三）期刊 １．小出邦夫，〈ヘーグ国際私法会議の
『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裁判管轄権及外国判決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
第四回の概要〉，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六卷第十號，東京：國際
商事法研究所，一九九八年十月。 ２．小島武司，〈アメリカ法律協会
「涉外民事訴訟ルール」プロジェクトについて〉，載《国際商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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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國際商事法研究所，一九九九年五月。 ５．中野俊一郎，報告
〈国際裁判管轄の決定における例外的処理判断粋組─「特段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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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会編，東京：法律文化社，一九九九年。 ６．石黑一憲，〈外国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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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一九九六月十二月一日。 １０．松岡博，〈国際的裁判管轄〉，載
《阪大法学》，第一二四號，大阪：大阪大學法學部，，一九八二年十
月。 １１．始関正光，〈ヘーグ国際私法会議の『国際裁判管轄および
外国判決承認執行に関する特別委員』について〉，載《国際商事法
務》，第二三卷第六號，東京：國際商事法研究所，一九九九五年六
月。 １２．春日偉知郎，〈「涉外民事訴訟ルール」に対するヨーロッ
パ側の反応∼シュテュルナー鑑定意見の翻訳∼〔上〕〉，載《国際商事
法務》，第二八卷第三號，東京：國際商事法研究所，二ＯＯＯ年三
月，二八一至二八九頁。 １３．春日偉知郎，〈「涉外民事訴訟ルー
ル」に対するヨーロッパ側の反応∼シュテュルナー鑑定意見の翻訳∼
〔下〕〉，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八卷第四號，東京：國際商事法
研究所，二ＯＯＯ年四月。 １４．崔公雄（大田高等法院院長），渡邊
惺之／監修．高榮洙／譯，〈世界化時代と国際訴訟〉，載《阪大法
学》，第四十六卷第五期，大阪：大阪大學法學部，一九九六年十二
月。 １５．道垣內正人，〈「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裁判管轄権及外国
判決に関する条約準備草案」について〉，載《ジュリスト》，第一一
七二期，東京：有斐閣，二ＯＯＯ年二月十五日。 １６．道垣內正人，
〈『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裁判管轄権及外国判決に関する条約準備草
案』を採択したヘーグ国際私法会議特別委員会の概要〔1〕〉，載
《國際商事法務》，第二八卷第二號，東京：國際商事法研究所，二Ｏ
ＯＯ年二月。 １７．道垣內正人，〈『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裁判管轄
権及外国判決に関する条約準備草案』を採択したヘーグ国際私法会議
特別委員会の概要〔2〕〉，載《國際商事法務》，第二八卷第三號，
東京：國際商事法研究所，二ＯＯＯ年三月。 １８．道垣內正人，
〈『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裁判管轄権及外国判決に関する条約準備草
案』を採択したヘーグ国際私法会議特別委員会の概要〔3〕〉，載
《國際商事法務》，第二八卷第四號，東京：國際商事法研究所，二Ｏ
ＯＯ年四月。 １９．道垣內正人，〈国際裁判管轄および外国判決承認
執行条約案の検討（１）〉，載《ＮＢＬ》，第六七五期，東京：商事
法務研究會，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 ２０．道垣內正人，〈ミックス
条約として国際裁判管轄および外国判決承認執行条約案作成（上）─
ヘーグ国際私法会議２０００年条約案〉，，載《ジュリスト》，第一
一六二期，東京：有斐閣，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 ２１．道垣內正人，
〈ヘーグ国際私法会議の『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裁判管轄権及外国判
決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第三回の概要〉，載《國際商事法務》，第二
六卷第五號，東京：國際商事法研究所，一九九八年五月。 ２２．道垣
內正人，〈ヘーグ国際私法会議の『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裁判管轄権
及外国判決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第二回の概要〉，載《國際商事法

務》，第二四卷第十號，東京：國際商事法研究所，一九九六年十月。
２３．道垣內正人，〈外国航空機製造会社に対する製造物責任訴訟の
国際裁判管轄権〉，載《判例時報／判例評論三一Ｏ號》，第一一二九
號，東京：判例時報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 ２４．落合誠一，
〈一九九九年国際航空に関するモントリオール条約の成立〉，載《ジ
ュリスト》，第一一六二期，東京：有斐閣，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
三、德文部分（依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１．Lunz, Internationaler
Zivilprozess, (1968)。轉引自，澤木敬郎，〈国際私法と国際民事訴訟
法〉，載《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論》，澤木敬郎、青山善充（編），東
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刷，十八頁，註（1）。 ２．Hoffman,
Fincke, Der Internationalen Zivilprozeß, (1980)。轉引自，澤木敬郎，〈国際
私法と国際民事訴訟法〉，載《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論》，澤木敬郎、
青山善充（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刷，十八頁，註
（4）。 ３．Meili, Das Internationale Civilprozeßrecht, (1906)。轉引自，澤
木敬郎，〈国際私法と国際民事訴訟法〉，載《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
論》，澤木敬郎、青山善充（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
刷，十八頁，註（2）。 ４．Neuhaus,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ßrecht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20 Rabels Zeitschrift, (1955)。轉引自，澤木敬郎，
〈国際私法と国際民事訴訟法〉，載《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論》，澤木
敬郎、青山善充（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刷，十八
頁，註（11）。 ５．Riezler,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ßrecht,(1949)。轉引
自，澤木敬郎，〈国際私法と国際民事訴訟法〉，載《国際民事訴訟法
の理論》，澤木敬郎、青山善充（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
版一刷，十八頁，註（1）。 ６．Rosenberg／Schwab,ZPR,§20Ⅲ2。轉引
自，高橋宏志，〈国際裁判管轄─財產關係事件を中心にして─〉，載
《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論》，澤木敬郎、青山善充（編），東京：有斐
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刷，四十五頁註 18。 ７．R. Weintraub ,
Commentary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98(2nd ed. 1980) 。轉引自，石黑一憲，
《国際民事紛爭處理の深層》，東京：日本評論社，一九九二年六月一
版一刷，二十七頁之註 3。 ８．Schütze,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ßrecht,(1968)。轉引自，澤木敬郎，〈国際私法と国際民事訴訟
法〉，載《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論》，澤木敬郎、青山善充（編），東
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刷，十八頁，註（1）。 ９．Szászy,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1967)。轉引自，澤木敬郎，〈国際私法と国
際民事訴訟法〉，載《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論》，澤木敬郎、青山善充
（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刷，十八頁，註（1）。 １
０．Stein／Johnas／Schumann ,ZPO, Einl ⅩⅤ F。轉引自，高橋宏志，
〈国際裁判管轄─財產關係事件を中心にして─〉，載《国際民事訴訟
法の理論》，澤木敬郎、青山善充（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
初版一刷，四十五頁註 18。 １１．Walker, Streitfragen aus dem
internationalen Civilprozessrechte(1897) 。轉引自，澤木敬郎，〈国際私法
と国際民事訴訟法〉，載《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論》，澤木敬郎、青山
善充（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七年初版一刷，十八頁，註
（3）。

論文
246
頁數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