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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仲裁》

域外確定裁判之許可執行 

賴淳良*

摘要
一、前言

二、我國判決許可執行之法律制度

   (一)許可執行之執行名義的範圍

   (二)許可執行之訴的程序

   (三)許可執行之訴的執行名義

   (四)其他執行名義的執行—大陸地區之判決以及外國仲裁判斷

三、我國判決許可執行之實務運作

四、歐盟判決許可執行制度之發展

五、結語

一、 前言

在我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往來日益頻繁緊密（註一）的今日，企圖透

＊賴淳良：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現職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法官。

註一：中國時報在民國97年1月19日E8版刊出一篇署名邱傑的作者所寫的文章，描寫女兒

在加拿大認識巴基斯坦的先生，決定共結連理，而結婚的舉行時間正值巴基斯坦

政治動盪，雙方家庭為了舉行婚禮付出種種心血的過程，有趣的是，這位住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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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以民族國家為中心，並藉此解決各國人民之間相互往來所產生之問題的模

式，顯得越來越乏力，但是維持著一定的秩序卻是順暢人類彼此之間往來所

不可或缺的基礎（註二），因此有學者倡言所謂的全球民主治理（註三）。

而當我們把維繫或促進國際往來的焦點從國家主權移轉到每一個私人/公民身

上（註四），國際私法正可能可以為建構或維持這種秩序提供有效的途徑，

這其中建構合乎國際間人民往來所需要的司法制度也是一項必須努力的方

向，而在建構司法制度時，當然我們必須考慮判決執行的問題。

由於目前各國普遍仍把司法作用包含法院管轄權以及對於外國判決承

認與執行的問題當作是國家主權最重要的一環，因此對於外國判決的承認與

執行基本上仍然是站在區別內外國法院判決的基準上，而不完全站在訴訟當

事人基本人權保障的觀點來決定承認以及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儘管如此，

在許多地區例如歐盟地區，正在為了建立「判決通用」的制度而努力，而美

國各州之間也一直因為有聯邦憲法所規定的「正當程序」以及「充分信任」

條款相當程度地從當事人訴訟權保障的觀點來決定是否承認執行其他州的判

決，正可以顯示出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正從國家主權的巨靈轉向高舉當事人訴

訟權保障的火炬（註五）。

而在94年間，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對於浙江省紡織品進出口集團

有限公司提出債務人異議之訴，該案是浙江紡織公司委託長榮公司運送一批

校服到伊拉克，雙方發生糾紛，先在大陸地區上海海事法院起訴，判決長榮

公司敗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又駁回長榮公司之上訴。浙江紡織公司於是

拿著大陸地區法院的判決書向台灣地區法院聲請裁定認可，經認可之後，長

榮公司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長榮公司主張的主要理由是本件強制執行

斯蘭教地區的巴基斯坦人，卻是篤信基督教的家庭。　

註二：德國當代的法律社會學家Gunther Teubner在1997年編輯出版的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中就分別從法律多元主義、商事習慣法、多國籍企業、勞動法、人權保障等

觀點來討論民族國家的法律體系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　

註三：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Global Order,1995。　

註四：德國學者Beck提出「跨國公民社會」的觀念，請參見Ulrich Beck, 孫治本譯,《全球

化危機》,台北,1999, 頁90以下。　

註五：歐洲人權法院在許多裁判中提到人民有「適當期間接受裁判權」，可以作為此處

人民訴訟權保障的重要標誌，請參見吳志光，〈適當期間接受裁判權之實踐〉，

收於《人權之跨國性司法實踐》台北,2007,頁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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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名義是台灣地區法院的認可裁定，因此應該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

2項，法院應該審查執行名義成立前所有的異議事由（註六）。這個爭點所引

發有關大陸地區判決認可以及執行的制度，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地從學理上

來探討大陸地區判決的效力問題、台灣地區法院對於大陸地區判決認可所應

審查的事項、程序、範圍等等問題，也值得我們思考對於大陸地區判決認可

與執行制度在兩岸商務往來以及人民婚姻繼承等等不斷增加的民事交往活動

中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功能。

本文將把討論的焦點放在許可外國判決執行之訴的討論上，先從介紹我

國許可執行之訴的法律制度著手，接著進一步介紹我國實務上操作的實況，

進而從國際間對於執行外國判決所存在的規範以及發展檢討我國許可判決執

行制度，再提出法律解釋以及立法上可以改進之處。希望藉著這樣的討論能

有助於我們思考正確建構對於外國判決承認以及執行、對於大陸地區判決認

可與執行的制度，並兼及對於商務往來有重要助益的仲裁判斷承認／認可與

執行的問題。

對於域外確定判決的執行，絕對不會只是一個國家主權如何展現的問題

而已，而是顯示出一個國家融入國際社會的努力程度，而從確保當事人基本

人權切入，建立起華人社會中符合人類共同期待的紛爭解決制度應該也是我

們可以努力的目標。 

二、 我國判決許可執行之法律制度

對於外國確定判決，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02條規定了承認其效力的要件，

但是並沒有規定必須經過法院裁定承認才發生效力，也就是說，我國對於外

國確定判決採取自動承認的制度（註七），而當外國法院判決的內容必須依

賴債務人的行為才能夠完成時，債權人如果希望能在我國經由法院要求債務

人履行債務時，就必須依我國強制執行法在第4條之1之規定提起許可執行之

註六：桃園地方法院94年度重訴字第208號判決以及台灣高等法院96年度重上字第175號

判決。　

註七：有關各國承認外國法院判決的制度介紹，請參見賴來焜著 「強制執行法總論」

(2007) ,頁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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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這樣的規定，基本上與其他各國承認外國判決的制度相吻合（註八）。

不過我國這樣的規定，顯得十分地簡陋。在適用上會有如下諸多問題有待進

一步明確規範或由學說、實務見解加以補充。

(一)許可執行之執行名義的範圍
首先由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1規定，許可執行的外國判決必須以該外國

判決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02條之條件為前提，乍看之下，似乎許可執行的外國

判決與承認外國判決的範圍是一致的，或者許可執行的外國判決必須以完全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02條之所有規定為前提，包含必須是外國確定判決等要

件，但實際上，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固然有緊密的相關性，但是承認判決

的範圍與可許可在我國成為執行名義的範圍未必一致，有些可以承認的外國

判決，並不需要經過許可執行，例如通說所提到離婚判決，並不需要經過許

可執行，就可以直接在我國發生離婚的效力。相反的，有些在外國具有執行

名義資格的裁判或者是公文書，並不需要取得如確定判決的效力，但卻有必

要在我國取得可為執行名義的資格，例如沒有經過判決程序的各種扶養費或

者是對於勞工生活補償的法院裁判或者是和解、調解等等。也就是說判決的

承認與外國執行名義取得在我國可為執行名義的資格無論在概念上或者是要

件的判斷上都必須加以區別（註九）。

註八：德國與我國相同，都是採取自動生效的制度，這種制度無法避免地會產生各個不

同的機關對於外國判決是否符合承認要件在認定上的困難與歧異，在德國，如果

當事人對於外國法院判決是否生效產生爭議而具有確認的利益時，可以根據民事

訴訟法第256條提起確認之訴，這包含積極確認之訴以及消極確認之訴，不過依

據歐盟法院管轄以及判決執行公約以及Lugano法院管轄以及判決執行公約卻僅允

許提起積極確認之訴。這種訴訟的進行以簡化的程序為之，類如許可執行之訴。

請參見Harmut Linke,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ßrecht,2001,.S.177f。我國學者也認為

應該採取類似的見解，請參見陳啟垂,〈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 ,《月旦法學雜

誌》,第75期, 2001年8月,頁158。這應該是值得期待的作法，不過這個問題除了牽

涉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之闡述外，還牽涉確認之訴與許可執行之訴彼此之

間的關係、外國判決的效力問題，有待作更進一步的釐清。　

註九：Harmut Linke,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ßrecht,2001,.S.144f; 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S.Rdnr. 930。我國學者在討論多半有

都認為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係屬兩事，不可一概而論，不過本文必須更強調由於作

為執行名義並不只判決一種，仲裁判斷、和解、調解、裁定等等都可以作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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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國判決是否可以許可執行而言，除了我國通說所談到必須限於

給付判決之外，事實上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討論，外國法院許可執行的判決

(Exequatursurteil)（註一〇）是否可以在我國法院聲請許可執行，對於這個問

題，有所謂「禁止重複許可原則」(Verbot des Doppelexequatur)（註一一），

採用這個原則的理由是各國是否許可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應該由各國自己決

定。因此如果債權人拿著已經獲得承認的執行判決以及第三國的判決請求法

院地許可執行時，法院地所應考慮的仍然是該第三國判決是否符合法院地許

可執行的要件，而不去考慮作出許可執行判決的外國判決是否符合法院地許

可執行之要件。例如債權人取得英國法院的給付判決，在美國獲得紐約州許

可執行的判決，該債權人向我國法院聲請許可執行美國紐約州的判決，我國

法院仍然應該針對英國法院判決是否符合我國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1的規定而

定，而不去考慮美國紐約州法院許可執行的判決。這項原則立意上也是為了

避免產生「執行名義漂白」(Titelschwemme)的情形（註一二）。

 我國法律的規定上，就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分別有前述的規定，另外於

2003年修正民事訴訟法時，在第402條增訂第2項規定「前項規定，於外國

法院之裁定準用之」，在2005年修正非訟事件法時，在第49條規定承認外國

確定之非訟事件裁定之要件，但是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1並沒有作出相應的修

正，而無論是民事訴訟法或者是非訟事件法對於承認外國法院非訟裁定之程

序也都缺乏明文規定，導致適用上無論是承認外國非訟裁判之範圍或者是法

院裁定之程序都有疑問。就承認裁定的範圍而言，依照民事訴訟法第402條修

訂之立法理由以及我國學者之見解（註一三），包含命扶養或監護子女的保

全處分之裁定（註一四）、確定訴訟費用的裁定以及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

名義，而這些執行名義如果是外國機關所作成的，是否可以成為在我國有效合法

的執行名義，必須有詳細的考慮。有關學者的見解，請參見劉鐵錚、陳榮傳合,
《國際私法論》,台北,2006,修訂三版,頁618; 陳長文,〈外國判決之承認〉,收於《國

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一) 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紀念論文集》,台北,1998,頁228。　

註一〇：授與外國法院判決執行力的程序用法文的術語就被稱之為Exequatur。　

註一一：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S.320.　
註一二：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S.321.　
註一三：賴來焜,《強制執行法總論》,台北,2007,頁742; 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

頁624。　

註一四：依我國非訟事件法第124條之規定，法院在夫妻離婚後對於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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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義務行使或負擔等事項所為之裁定（註一五），但不包含外國法院於訴訟

以及負擔進行裁定時，得依聲請命為必要之保全處分，例如命先行給付一定金

額之扶養費或者為了學籍的問題先辦理戶籍登記手續等等。除了非訟事件法之

規定外，民事訴訟法第579條特別針對在離婚訴訟程序中所提起之附帶請求，也

可以先裁定為假處分，此外民事訴訟法第538條有關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也可以

成為有關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先進行裁定程序的依據。　

註一五：外國法院針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以及負擔所為之裁判，目前各國雖

然在承認其執行力上，較不具爭議，但是當事人可否在內國另外提起變更未成

年子女監護內容的訴訟，則頗有討論之餘地，這當然牽涉到外國裁判確定力的

問題，不過這類裁判經常會因為裁判後情勢變更，例如未成年子女就學環境改

變，原本有監護權之一方事後失業導致無法繼續有效行使監護權等等狀況，因

此允許法院隨著情勢而對於監護權行使的內容方法加以變更，確有必要，但如

果毫無限制地允許當事人隨意起訴變更原本已經確定的監護權行使內容與方

法，勢必又會使子女監護權持續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我國民法第1055條第3
項、非訟事件法第127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9條也都明文允許對於監護權的

內容方法加以變更，這在美國各州之間也形成重大的法律衝突問題，聯邦最高

法院在1933年的Yarborough v. Yarborough一案就表示意見，該案是一位女兒因

為就讀大學後需要比較高的學費，因此在所居住就讀的南卡羅來納州起訴請求

其父親給付扶養費用，父親則以扶養費用的請求已經在之前由共同居住的維吉

尼亞州法院判決給付的金額，而維吉尼亞州法院針對女兒扶養費用的判決有記

載禁止嗣後再行變更，因為在判決文中明白記載這項判決的給付是屬於「永久

扶養費」（permanent alimony），但是南卡羅來納州法院卻拒絕認可維吉尼亞

州法院判決有關永久扶養費記載的效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由Braindes大法

官主筆的多數意見廢棄了南卡羅來納州法院的判決，認為依照聯邦憲法中充任

信任條款的規定，各州法院的判決如果具有排除法則的話，其他州的法院就不

能再任意加以變更，也就是當各州法院並不允許針對子女監護權的裁判事後以

後訴法院的裁判加以變更，那麼其他州也不能再以事後提起的訴訟裁判加以變

更。另外美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先後通過兩個統一法，一項是「1979統一子

女監護管轄權法」(Uniform Child Custody Jurisdiction Act)，一項是「聯邦子女

避免雙親綁架法」(federal Parental Kidnapping Prevention Act)，前者企圖透過將

管轄權固定在子女住所地法院的方式解決這項問題，後一項法案則是在某種程

度上讓原判決法院具有比較強的效力，不讓其他法院任意進行調整。不過，這

兩項法案的文字仍然不夠清楚，因此仍然無法有效地防止此類問題。請參見Lea 
Brilmayer, Conflict of Laws(1995),2ed.p.322-324。此外由於「歐盟婚姻監護裁判

管轄權、承認以及執行公約」(EueheVO)對於歐盟會員國有優先適用的效力，該

公約認為個人身分在各國間必須有統一的確定地位，德國1962年於是修正家族

法，規定了判決承認的程序，由地區司法行政機關(Landjustizverwaltung)依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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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所為指揮訴訟之裁定、非針對訴訟標的所為之中間判決以及不具終局

性的保全裁定包含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等等。

 前述2003年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第2項修正之立法理由，在司法院所組成

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在草擬有關修正草案中也曾經提出討

論，在90年5月18日所提出討論的草案中，第14條規定「被告本國法院就涉

外身分事件所為之民事確定裁判，中華民國法院應予承認，不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402條第1款、第4款之規定」，第15條第1項則規定「外國法院之確定裁

判，應向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有管轄權之中華民國法院聲請承認，在中華民

國始為有效」（註一六），草案理由中再度強調必須避免身分關係有跛行現

象。該草案幾經討論之後，在90年9月14日的討論中，提出一如現行法的修正

草案，立法理由也改為現行立法理由，並且從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修正草

案單獨改為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註一七）。從這個立法過程觀察，在一開

始的草案中雖然刻意地將承認外國裁判的範圍擴張到所有的裁判，而不限於

判決，也似乎提出了有關身分關係以及其他法院裁判而有不同承認要件的處

理，但在最後的草案中僅僅將承認外國法院裁判的範圍擴及裁定，不再區分

是否為身分關係的裁判，而且在草案的擬訂過程中似乎都沒有考慮對於外國

裁定的範圍作出限制，則把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第2項所規定之裁定限定在一

定的範圍內，並且認為原則上不承認外國法院裁定之效力，似乎與立法的原

意有所違背。而且從承認外國法院之判決實際上就是承認外國司法行為的觀

點來看，我們真正應該考慮的是到底哪些司法行為應該承認在我國具有效力?

並為了同時兼顧我國人民融入國際社會以及權利保障之利益，依照各個類型

的裁判設定承認的條件，或者是透過與其他國家對話協商的方式為承認他國

律所規定的要件去審查外國法院的裁判，可以由上訴法院(Oberlandgericht)做進

一步的審查。地區司法行政機關有管轄的規定，也就是讓外國法院裁判的承認

程序由一個有管轄權的機關做出統一的決定，同時這個機關所審查的外國判決

僅僅限於離婚判決而已，對於其他因為離婚所產生的其他附帶事項例如扶養、

監護等等裁判則不在審查承認的範圍內，只是這些附帶事項的裁判將來在執行

的時候通常都會受到離婚裁判承認的影響，請參見Harmut Linke,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ßrecht(2001).S.178f。　

註一六：參見司法院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研究修正資料彙編(一) 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頁
405。　

註一七：前揭書,頁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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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設定條件，應該是必須努力的方向，則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第2項之規定

以及非訟事件法第49條的規定應該是正確的立法方向。至於可以承認之外國

裁判，應將屬於實體性的裁定均包含在內（註一八），因此除了對於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以及負擔，例如扶養費用的裁判外，包含針對外國法院對於親權

行使所核發的假處分、暫時保護措施等等裁定或者是由於勞動契約所產生定

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註一九）例如命雇主在一定期間內給付工資（註二〇）

等裁定都應該列入可以承認的裁定，只是承認的條件必須特別考慮到當事人

程序權的保障（註二一）。

(二)許可執行之訴的程序
我國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1規定了許可執行之訴（註二二），由於並沒有

針對許可執行之訴作出其他的特別規定，因此一如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規定

的債務人異議之訴以及第15條所規定的第三人異議之訴，均應適用民事訴訟

法所規定的訴訟程序。不過民事訴訟法上的基本原則例如處分權主義、辯論

原則等等是否可以完全適用在外國裁判之許可執行之訴上，似乎應有討論的

餘地。 

首先，就法院管轄而言，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1第2項規定由債務人住所地

法院管轄，如果債務人在中華民國沒有住所，則以執行標的物或應為執行行

為地為管轄法院，由於法條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屬於專屬管轄，但是由於法條

註一八：Jan Kropholler,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2004, 5Aufl. S.644。　

註一九：定暫時狀態的假處分往往會涉及智慧財產權的爭端，也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產

業發展以及文化事業，依照Trips協定第44條規定各會員國必須賦予司法機關

簽發類似假處分的禁制令，以命令侵害智慧財產的人停止侵害行為，則對於外

國核發的禁制令是否可以要求我國承認，可能可以從承認的要件上重新慎重考

慮。請參見羅昌發,《國際貿易法》,1999,頁750。　

註二〇：有關子女監護權之保護所涉及文化認同以及跨國勞工流動所涉及的問題，請參

見賴淳良,〈文化認同與國際私法〉,《法律哲理與制度-國際私法 馬漢寶教授八

秩華誕紀念論文集》,台北,2006年1月,頁470以下。　

註二一：有關承認外國裁判時，對於當事人程序權保障之問題，請參見賴淳良, 《大陸地

區民事確定判決之認可》,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1年度研究報告,頁95以下。　

註二二：強制執行法第14條之1規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為執行名義效力所及有爭議，

經執行法院裁定駁回異議時，也可以提起許可執行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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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是以債務人住所地法院為管轄法院，並不允許其他法院管轄許可執行之

訴，在實際適用上會產生與專屬管轄的相同效果，以債務人住所地作為唯一

的管轄法院，一方面避免許可執行判決的歧異，也增加查證上的便利，應屬

正確的立法。至於債務人是法人的情形，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條之規定，自應

以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為管轄法院。另外由於債務人並不限於中華

民國國民，也可能是外國人或者是外國公司、法人，因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

1已經有明文規定，則如果外國人在中華民國沒有住所，即應以執行標的物或

應為執行行為地為管轄法院，而不能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至

於對於大陸地區民事裁判、仲裁判斷之認可，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74條之規定，必須先經過法院的裁定才認可其效力，但是對於裁定

的管轄法院則缺乏明文，解釋上應依照非訟事件法第2條之規定，以債務人住

所地或者是法人主事務所或營業所為管轄法院（註二三）。香港及澳門地區

法院之裁判，依照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43條第1項之規定準用強制執行法第4

條之1，因此許可執行之訴也應以債務人住所地或是法人主事務所、營業所為

管轄法院。外國仲裁判斷，依照仲裁法第47條第2項之規定必須經過我國法院

裁定後才可以為執行名義，香港澳門地區的仲裁判斷，依照香港澳門關係條

例第43條第2項也是準用仲裁法的規定，裁定承認的法院也應該適用非訟事件

法，以債務人住所地或法人主事務所、主營業所為管轄法院。

再就許可執行之訴的訴訟標的而言，由於我國許可執行之訴的制度是仿

效德國，德國在1879年建立承認執行外國判決制度之時是採取英國法上所謂

對於「外國判決之訴訟」(action upon the foreign judgement; actio iudicati )制

度，利用訴訟程序確認債務人負有給付的義務。但是時至今日，許可執行之

訴的訴訟標的不再是實體法的請求權，而是外國判決或是外國執行名義的可

執行性(Vollstreckbarkeit)（註二四）， 我國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1既然也是規定

許可執行外國判決，也應該是以外國判決的執行力為許可執行之訴的訴訟標

的，而不是以實體法上的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註二五）。

註二三：由於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對於裁定的管轄法院缺乏明文，但解釋

上仍應以債務人住所地為管轄法院，請參見賴淳良,《大陸地區民事確定判決之

認可》,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1年度研究報告,頁80以下。　

註二四：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S.322.　
註二五：我國學者陳計男、陳啟垂採取同一見解，請參見陳計男 ,《強制執行法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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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許可執行之訴，是以外國判決是否有執行力為訴訟標的，而外國判

決只有在符合法律所規定的條件下才具有執行力，那麼許可執行之訴，在訴

訟上的性質，學說上雖然有給付之訴、確認之訴以及形成之訴說，我國學者

有採取確認之訴說（註二六），也有學者採取形成之訴說（註二七），陳啟

垂教授認為由於我國許可執行之訴的制度，是仿效自德國民事訴訟法第722條

以下之規定，而德國許可執行之訴有如前述之歷史上發展，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對於債權實體請求權的確認，因此具有確認訴訟的性質，但之後發展成為

賦予外國判決的執行力，性質上應該屬於形成之訴，我國強制執行法所規定

的許可執行之訴，也應該做同一解釋，性質上為形成之訴（註二八）。德國

學說上也是以形成之訴說為多數說（註二九）。不過，由於許可執行之訴，

並沒有一個實體法上的形成權存在為前提，而只是針對外國判決是否在國內

具有執行力一事加以判斷，因此乃是一種「程序上的形成之訴」(prozessuale 

Gestaltungsklage )（註三〇），與以實體法上形成權存在為主張所提起的形

成之訴仍有所不同，而比較接近以判決具有再審事由為理由提起之再審之訴

（註三一）。

論》,2002,頁116; 陳啟垂, 〈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 《月旦法學雜誌》,第75
期, 2001年8月,頁162。　

註二六：陳榮宗, 《強制執行法》,台北,2002,頁101: 楊與齡, 《強制執行法論》,台北,民國

88年9月修訂十版,頁109。　

註二七：張登科,《強制執行法》,台北,民國90年9月修訂版,頁56; 陳計男,《強制執行法釋

論》,頁116。我國學者採取形成之訴說，理論說明上多認為是因為強制執行法

第4條之1既然規定外國法院的判決必須經過我國許可判決之後，才可以在我國

具有執行名義的效力，也可以具有執行力，因此我國法院許可執行之訴的判決

是讓原本不具執行力的外國判決取得執行力，具有形成的效力，性質上為形成

判決。　

註二八：陳啟垂著〈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月旦法學雜誌》,第75期, 2001年8月,頁
162。　

註二九：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S.322; Jan 
Kropholler,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2004) 5Aufl. S.663。　

註三〇：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Rdnr.941。　

註三一：我國學者認為訴訟上形成之訴還包含有如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2項之撤銷調解

之訴，仲裁法第40條所規定之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等等。請參見陳榮宗、林慶苗, 
《民事訴訟法》,台北,民國85年初版,頁286。德國學者認為形成之訴主要有三種

類型，一是家族法上的，二是商事法上的，第三便是強制執行法上的。請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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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許可執行之訴，屬於訴訟上之形成之訴，審理的主要事項就應該

是外國判決是否具有許可執行之要件，又由於外國判決之許可執行與承認在

我國法上是一致的，並不區別，則外國判決是否具有可執行性，自然也應該

採取與承認外國判決同樣的審查標準，對此由於討論的文獻很多，不再贅述

（註三二）。在此處必須討論的問題是債務人可否在許可執行之訴的審理程

序中，提出外國判決確定後新發生足以消滅債權存在的實體法上抗辯的事

由，並據以主張排除該外國判決的執行力? 我國學者有認為由於許可執行判決

性質上屬於確認之訴，法院僅能就外國判決是否具有執行力為審理，而不得

對於實體上的關係為判斷，因此採取否定見解（註三三），也有學者認為以

肯定說為當（註三四），由於許可執行之訴一如再審之訴，性質上屬於訴訟

上形成之訴，許可執行之訴的訴訟標的是外國判決的可執行性，審查的事項

依照法律之規定只有外國判決是否具備承認的要件，則在該訴訟程序中，即

無從再針對其他事項進行審理，債務人如果有實體上抗辯事由，應該循債務

人異議之訴的程序主張，就比較法上，德國法上認為債權人可以提起許可執

行之訴，債務人則可以提起執行異議之訴(Vollstreckungsabwehrklag)，提起執

行異議之訴的理由，除了以外國法院判決不具有許可執行的要件之外，也包

含外國法院的判決已經被判決國法院所廢棄。至於可否以實體法上的理由，

例如已經清償履行為理由，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則必須視準據法國而定，也

就是必須以判決所適用的實體法而定（註三五）。

另外，許可執行之訴，由於我國法律明文規定屬於一種訴訟，因此似

乎提起許可執行之訴即應依照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程序進行，不過，當我們

考慮到外國判決乃是一項判決，如果外國判決也是已經經過如我國之嚴格訴

訟程序而取得之判決，當需要進行執行的時候，卻還要再進行另外一項審判

程序，這對於當事人勢必造成更為嚴重甚或是不必要的程序負擔，因此如後

所述，歐盟會員國積極地採取必要的措施，希望能達成判決流通的理想，對

Othmar Jauering, Zivilprozeßrecht(2002) 27Aufl. S.140。　

註三二：請參見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台北,2006,修訂三版 頁626以下;李沅樺,
《國際民事訴訟法》,台北,2007,頁296以下。　

註三三：陳榮宗,《強制執行法》,頁101。　

註三四：張登科, 《強制執行法》,頁56。　

註三五：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S.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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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國判決的承認採取一種簡速的程序，讓各會員國的判決承認以及執行制

度可以確保債權的迅速實現。如果再考慮與許可執行之訴具有相同性質之再

審之訴，依照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如果顯無再審理由，可以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則對於許可執行之訴，如果我國在條件許可下，與其他國家或地

區進行協商，達成相互以簡速程序承認相互間的判決的程序，對於外國判決

的許可執行之訴，採行簡速不經言詞辯論的程序，或者是採取實質互惠的態

度，對於已經有充分程序保障制度的外國判決也採取簡速的審判程序，在法

院認為適當的情形下例如外國判決並無不應承認的情形時，不經言詞辯論而

為判決，似乎是可以考慮的做法。

最後一項問題是，如果一個外國法院的判決內容需要進一步地加以確

定，受理許可執行之訴法院可否直接加以確認，或者必須由債權人另外提起

訴訟加以確定，這在德國被稱之為「開放性執行名義」(offene Auslandstitel)，

例如在斯堪地那維亞國家，長期以來都允許法院作出需要引致的扶養義務判

決，要求扶養義務的具體內容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而作出調整，瑞士也有類

似的制度，或者是對於法定利息給付的判決等等，對於這種還需要進一步確

認內容的外國判決，德國通說認為，受理許可執行的法院應該在許可執行的

判決中確認具體的內容。當然不同意見認為受理許可執行的法院只能夠針對

外國判決是否符合許可執行的條件加以認定，不能再就判決的內容作出闡示

（註三六）。

(三)許可執行之訴的執行名義
債權人在取得我國許可外國法院判決執行的判決之後，依照強制執行法

第4條第6款之規定，即具有合法的執行名義，自可聲請我國法院強制執行，

但是究竟合法的執行名義是指我國法院許可執行的判決或者是指外國法院的

判決而言，在學說上有所爭論，可以有三種不同的學說，即所謂執行判決

說、外國判決說以及結合說，執行判決說認為應以我國法院之許可執行判決

為執行名義，外國判決說認為單獨以外國法院判決為執行名義，結合說則認

為必須結合外國法院判決以及我國法院許可執行之判決為執行名義，我國學

者有認為由於許可執行判決只是確認之訴，確認外國法院判決具有執行力，

註三六：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S.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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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須以外國法院判決為執行名義（註三七），有學者則認為必須結合外

國法院判決以及我國法院許可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註三八）。由於許可執

行之判決的內容，內容繁多，有僅僅是確認外國法院的判決符合承認的要

件，因此可以執行，有的許可執行判決，因為債權人只針對其中一部分聲請

許可執行，因此許可執行的判決也僅針對該部分為判決，也有些許可執行的

判決，准許一部分，卻駁回另外一部分，因此單純以外國法院的判決作為執

行名義，勢必產生執行內容難以確定的困難。相同的，認為單純以內國法院

許可執行判決為執行名義，也會有相同的困境。因此應認為外國法院的判決

與我國許可執行判決結合而成為執行名義。

對於前述問題，連帶著會產生一項困難的問題，亦即依照我國強制執行

法第14條債務人得提起異議之訴的事由，原則上限於執行名義成立後之事由

方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但如果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

行名義成立前的事由也可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其立法原意是為了避免例

如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在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之前，債務人已經清償

票款，法院卻因為本票裁定事件屬於非訟事件，在沒有通知債務人的情形下

逕行裁定，導致本票持票人有機會利用這種空隙，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再度強

制執行，而債務人卻無法提起異議之訴的法律漏洞。那麼如果適用在外國裁

判的情形，則應以外國裁判本身的性質來加以決定，換言之，如果外國裁判

屬於享有與我國判決同一效力之裁判（註三九），無論我國法院許可執行是

用判決或者裁定為之，都應該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註四〇），而如

註三七：陳榮宗,《強制執行法》,頁101。　

註三八：張登科, 《強制執行法》,頁57; 陳啟垂, 〈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月旦法學

雜誌》,第75期, 2001年8月, 頁165。　

註三九：外國判決的效力，除了本文所討論的執行力之外，還有既判力以及所謂判決的

構成要件效力(即實體上法律關係的效力)，甚至包含所謂判決理由之效力等等

問題，實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請參見李沅樺, 《國際民事訴訟法》,頁314以下; 
陳啟垂,〈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月旦法學雜誌》,第75期, 2001年8月,頁158
以下。筆者此處所稱與我國判決有同一效力，是指稱外國法院的裁判必須如我

國民事訴訟法對於判決所要求一定程序的完整性，主要就是當事人的程序權保

障。　

註四〇：此處的討論省略了外國裁判可否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的問題，這個討論會圍

繞在外國判決的效力法則以及對於外國判決的實質審查標準這二個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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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外國裁判並不具有與我國判決同一效力之裁判，則應該適用我國強制執行

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因此外國裁判屬於判決，則因為執行名義必須與我國許

可執行判決結合，則這種執行名義應該屬於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

義當無疑問。

   

(四)其他執行名義的執行—大陸地區之判決以及外國仲裁判斷
如前所述，我國承認以及執行各種外國的執行名義，無論在是否承認

同時也是訴訟制度上擺蕩在實體正確性以及終局性兩項利益的衝突以及調整之

中，訴訟的基本目的當然是希望能夠得到實體的正義，但是對於實體正義不厭

其煩的追求，導致當事人之間的紛爭始終無法落幕，也不是憲法保障人民訴訟

權的基本目的，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下，讓當事人之間紛爭透過訴訟而平息，也

應該是討論判決效力的另外一項必須考慮的基本目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追求

實體正義固然是訴訟的目的，但這並不是唯一的目的，讓當事人之間的紛爭能

夠解決也是訴訟另外一項與追求實體正義同樣重要的目的。

在此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幾乎所有國家的訴訟制度都不會完全禁止因為裁

判錯誤而必須進行的改正程序，既然允許改正錯誤的判決，那麼要為排除判決

制定適當的標準，問題就在於符合哪一種要件下要允許重新進行訴訟，以及是

否也要有適當的時間限制。在一個國家中，對於自己國家內法院的判決也都

存在著不同的改正錯誤判決的程序，顯示出法院做出的判決並不具有絕對的效

力，在某些情形之下，判決的效力會被排除，既然內國判決會被排除，外國法

院判決的效力也應該會在一定的條件下被排除。

至於在哪些條件之下，外國法院判決的效力可以被排除，排除的標準可以簡單

地說只有兩種，即判決國法或是法院地法，判決國法說主張外國判決效力的排

除應該亦照判決國法來加以決定，因為當事人的權利既然已經經由判決確認，

那麼就有關判決效力的所有事項包含判決效力的範圍、案情的內容、判決的結

果等等也都應該由判決國的法律來加以決定，法院判決效力的排除也一樣，因

為只有判決國法院才知道該判決可能存在的問題，也才容易進一步判斷在哪一

種情形之下，應該允許排除判決的效力，此說可以被稱之為既得權理論模式，

因為此說論證的理由與既得權理論十分相近。

另外一種說法認為外國法院判決效力的排除應該依照法院地法，因為真正執行

的是法院，一項判決是否適合執行，只有執行地法院才能真正了解，而且執行

地法院對於所有請求執行的判決是否加以排除應該採取同一的標準，不應該對

於不同國家的判決採取不同的標準，此說可以被稱之為「禁止歧視理論模式」

(nondiscrimination model)，請參見Lea Brilmayer,. Conflict of Laws(1995),2ed.
p.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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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執行、承認執行的要件上、承認執行的程序上都採取不同的方式，有些甚

至還沒有明確的規定。其中對於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是採取自動承

認，再加上以判決許可執行的相結合制度，但是對於大陸地區之判決，依照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之規定，台灣地區是以法院裁定認

可後才發生效力，而經過裁定認可之後，就可以以此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

執行，並不需要提起許可執行之訴，那麼如果對於以大陸地區的判決為執行

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要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時，究竟應該適用強制執

行法第14條第1項或第2項？從對外國法院的討論中，應該認為只要大陸地區

的裁判是與我國判決有同一效力者，也應該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而

不能適用同法第14條第2項。 

至於外國仲裁判斷之執行，依照仲裁法第47條第2項規定，只要經過我國

法院裁定承認後，即得為執行名義。並不需要經過以判決承認的程序，此與

國際間的立法趨勢相符（註四一）。既然外國仲裁判斷經過我國法院承認之

後即可為執行名義，則按照前述說明，當債權人持外國仲裁判斷與我國承認

之裁定執行時，為了便於確認經過承認之仲裁判斷的範圍，應認為執行名義

仍然是外國仲裁判斷以及我國法院的承認裁定。而且由於仲裁法第37條明文

規定，仲裁判斷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因此外國仲裁判斷經過我國法院

承認之後，也與確定判決具有同一之效力，如果債務人對於該執行名義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也應該適用我國強制行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而不是同法

第2項。當然在適用上也必須注意仲裁法第51條有關撤銷外國仲裁判斷的特別

規定。 

三、 我國判決許可執行之實務運作

我國法院所受理外國法院判決許可執行之訴，就筆者在司法院網站所

查得之資料，2000年後資料明顯增多（註四二），例如在2000年之前，只有

註四一：有關外國仲裁判斷的承認與執行，請參見吳光明 ,  《商事爭議之仲裁》 ,台
北,1999,頁195以下。杜新麗, 《國際私法實務中的法律問題》,北京,2005,頁312
以下。　

註四二：以案例研究的方法來追尋法律，似乎是我們可以努力的一個方面，除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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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534號判決一件，但是在2000年之後，共計

有七件，密度顯然增加許多，在這八件案件聲請許可執行的外國判決，包含

英國(二件)、香港、美國加州(五件)，其中二件是有關子女監護權的判決，其

餘六件都是有關商務往來所產生之損害賠償。其中有一件以美國加州法院的

判決沒有合法送達我國國民為理由，駁回債權人許可執行之聲請，有一件部

分駁回，其餘均許可外國法院判決之執行。

在這八件許可執行之訴訟中，我國法院均進行十分嚴謹的言詞辯論程

序，事實上，早在民國73年、74年以及78年間（註四三），分別有三次的台

灣高等法院法律座談會都針對許可執行之訴是否需要進行言詞辯論程序有所

討論，討論後的結論都是認為必須經過言詞辯論程序，理由都是因為我國民

事訴訟法第221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判決必須本於當事人的言詞辯論為之。

認為許可執行之訴由於屬於判決，因此必須以言詞辯論程序為之，不過由於

許可執行之訴在性質上屬於訴訟上形成之訴，是否必須所有的案件都以言詞

辯論為之，仍有可考慮的空間，理由詳如前述。

就各個案件中，當事人所爭執的問題內容，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所受理

93年度重訴字第142號案件為例，當事人主張的爭點主要集中在英國法院的判

決是否已經確定，英國法院的判決是否有違反公序良俗之情形，而就該判決

是否已經確定這個問題，雙方當事人論證的重點在於英國法院在判決之後，

其他法院法官是否有權限再度變更判決內容（註四四）。而就是否有違反公

序良俗這個爭點，雙方則是論證英國法院判決中利息的記載（註四五）、判

決附加條件以及英國法院的判決是否違反了歐盟條約的規則等等。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86年度重訴字第724號所受理許可英國法院判決執行的

案件，兩造爭執的重點在於英國法院的判決是否已經確定、所命給付的內容

是否違反我國公序良俗，以及英國法院與我國之間有無相互之承認。不過，

如李念祖教授所說的為法學研究帶入人的氣息之外，也可以如法律社會學家

Ehrlich把法律的發展放在社會本身。請參見李念祖, 《案例憲法Ⅰ》,台北,2002 ; 
Eugen Ehrlich, 趙名怡、袁震譯，《法律社會學基本原理》，北京,2007。　

註四三：分別收集在台灣高等法院歷年法律座談會彙編(中冊)頁536以下、民事法律問題

研究彙編第四輯 頁462、第七輯頁678。　

註四四：請參見前註十四有關子女扶養費用給付裁判之變更。　

註四五：請參見前述有關開放性執行名義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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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在審理期間所提出的答辯還包含了判決確定是否必須送達以及契約是否

合法成立等抗辯，該案地方法院在90年間作出判決，認為英國法院的判決並

無民事訴訟法第402條所列之各款情形，因此判決許可執行，經上訴到台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0年度重上字第25號案件受理，高雄高分院在90年5月間

駁回債務人之上訴，再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92年5月以92年度台上字

第985號判決駁回上訴，全案因而確定。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90年度訴字第824號案所受理許可美國加州法院判決執

行之案件，由於被告對於美國加州法院的判決表示完全沒有意見，只是主張

由於經濟能力有限，希望能分期給付美國加州法院所判命之扶養費用。桃園

地院審理後認為美國加州法院判決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02條之規定，因此在90

年8月判准執行。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92年度重訴字第280號所受理許可美國加州法院判決執

行之案件，該案是有關公司股東詐欺之行為造成公司損害之賠償事件，由於

被告在接受合法通知之後，並沒有到庭抗辯，桃園地院於是審理認為美國加

州法院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02條之規定，因此在94年10月判准執行。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90年重訴字第455號案受理許可美國加州法院判決執行

之案件，兩造之爭點在於美國加州法院是否有合法通知被告出庭應訊，台北

地院審理結果以美國加州法院沒有合法通知被告出庭為理由，在91年1月駁回

原告請求許可執行之訴。在此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原告除了提起許可執行

之判決外，另外以我國民法侵權行為以及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賠償損害、返還不當得利，並且以預備之訴的方式提起兩件訴訟，先位請

求許可執行外國法院判決，備位請求損害賠償，台北地院除了駁回許可執行

之訴外，也駁回損害賠償的備位之訴。上訴後，台灣高等法院以91年度重上

字第80號案件受理後，於91年7月駁回上訴，再上訴最高法院，以91年度台上

字第1924號判決駁回原告先位請求許可執行之上訴，但是將備位請求損害賠

償之訴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灣高等法院以9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34號

判決仍維持之前的判決，駁回原告備位之訴的上訴，最高法院再以93年度台

上字第288號判決廢棄發回。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87年度重訴字第137號受理許可美國加州法院判決執行

之案件，兩造之爭點主要集中該美國加州法院之判決是否為確定之判決、本

案被告是否違加州法院判決效力所及之當事人、加州判決未記載的利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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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判決之內，可否據以強制執行、美國加州法院是否有我國民事訴訟法

第402條各款所列之情形，士林地院審理之後，認為本案被告是加州判決效力

所及之當事人，利息部分也在判決效力範圍內，並且確認是確定判決而且沒

有民事訴訟法第402條所列之各款情形，因此於91年2月判准許可執行，上訴

後，台灣高等法院以91年度重上字第130號案件，認為我國法院僅能就判決內

容所命給付決定是否許可執行，利息部分既然不在判決中，而是以其他法典

為依據，我國法院不能許可該部分之執行，因此在91年11月將該部分廢棄，

改駁回該部分許可執行之聲請，上訴後，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82號判

決基本維持台灣高等法院之判決，只是因為第一審判決主文中，除了許可執

行之外，另外又記載「承認」該美國加州法院之判決，最高法院就承認之部

分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02條對於外國判決之承認並不須以判決為之，原告

起訴請求承認外國判決並無訴之利益，應該駁回，而不應允許。

從以上所列的判決，可以看出，我國法院目前對於外國判決之許可執

行，仍然採取訴訟型態的方式來處理，而且也都是經過言詞辯論程序，兩造

辯論的內容雖然在多數的情形都集中在外國法院判決有無民事訴訟法第402條

所列之情形，但是也有溢出各款情形之外，提出其他實體異議的事項，甚至

在許可執行之訴中，合併提起其他訴訟，也都導致許可執行之訴的進行有些

微遲滯的現象，以前述訴訟觀之，就許可執行之訴從起訴到判決確定，在雙

方當事人有爭執的情形，似乎都需要一至二年的時間，甚至更長。

四、 歐盟判決許可執行制度之發展

由於許可執行之訴，耗時費力，各國之間努力地希望透過條約簽訂的方

式，用比較快速而簡易的方式進行外國判決許可執行的程序，除了條約的簽

訂之外，各國也透過單方面制定法律的方式來簡化許可執行的程序，這在歐

盟各國之間特別明顯，例如歐盟在2000年所發布的「關於在民商事案件中法

院裁判管轄與執行法令」，在德國也為了能有效地執行該項歐盟法令，也制

定了「關於執行兩國之間條約以及歐盟關於在民商事案件中法院裁判管轄與

執行法令之法律」(AVAG; Gesetz zur Ausführung zwischenstaatlicher Verträge 

und zur Durchführung von Verordnung der EG auf dem Gebiet der Anerkennung 

und Vollstreckung in Zivil und Handelssachen)，其他比較重要的條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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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歐洲經濟共同體有關民商事案件法院管轄以及判決執行公約」(GVÜ; 

EWG-Übereinkommen vom 27.9.1968 über die gerichtliche Zuständigkeit und die 

Vollstreckung gerichtlicher Entscheidung in Zivil- und Handelssachen)，1988年盧

加洛公約(LugÜ; Luganer Übereinkommen über die gerichtliche Zuständigkeit und 

die Vollstreckung gerichtlicher Entscheidung in Zivil- und Handelssachen)，1973

海牙有關子女扶養義務裁判承認與執行公約(UVÜ1958/1973; Übereinkommen 

vom 15.4.1958 über die Anerkennung und Volstreckung von  Entscheidung auf dem 

Gebiet der Unterhaltspflicht gegenüber Kindernern bzw.)等等。

這些規定主要是在EuGVO第38到42條，在德國主要就是AVAG第3到10

條，主要的內容大約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許可執行的程序，在

這個程序中債務人並不能提出異議，債務人只能在EuGVO第43條以下所規定

聲明異議程序(Rechtbehelfsverfahren)異議。另外就是某些對於債務人保護的規

定，在許可執行的程序中，債務人也無法主張，因為依照EuGVO第41條之規

定，審理執行許可的法院並沒有義務去審酌這些保護債務人的規定，因為在

這類許可執行的程序中，並不需要經過言詞辯論程序（註四六）。  

EuGVO第39條規定許可執行的程序由債務人住所地的法院或是應為執

行行為的法院管轄，債權人也可以拿判決同時在不同國家取得執行的許可

（註四七），不過債務人可以對於債務的清償聲明異議。 

與其他的條約規定不同，EuGVO規定在審查外國法院判決的聲請許可

執行時，審查法院並不審查判決是否已經具備承認的要件，而只是審查是否

存在有公務機關所製作完成的執行名義即可，至於判決不具備承認的要件則

註四六：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Rdnr. 949。　

註四七：依照我國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如果是以確定之終局判決為執行

名義聲請執行，必須提出執行名義之正本，同條項第6款則規定，依強制執行法

第1項第6款之規定聲請強制執行，必須提出得為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由於外

國法院判決並不屬於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執行名義，所以似乎

只要提出得為執行名義的證明文件即可，當然這必須提出外國法院的判決，不

過如果要允許債權人在不同的國家聲請強制執行，要求債權人一定得提起外國

判決的正本，勢將使債權人事實上無法在不同的國家聲請執行，因此應認為只

要債權人提出外國法院的複印本也可以在我國聲請強制執行，當然這還是需要

先向我國法院聲請許可。那麼在我國法院聲請許可時，似乎也不應該要求必須

提出外國法院判決的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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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債務人在之後所提起的聲明異議程序中加以處理。依照EuGVO第43條的規

定，債務人對於許可執行的決定可以在一個月內聲明異議，聲明異議的程序

在德國由高等法院裁定，對於高等法院裁定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抗告。在

聲明異議期間或者是法院尚未裁定前，執行法院僅能進行必要的保全措施，

至於保全措施的範圍，前述的法律規定並沒有明文，不過，由於債權人聲請

強制執行，理論上不應該最終受到無法執行的不利益，因此保全措施的範圍

對於債權的實現確實有重要的影響。似乎可以參照德國民事訴訟法第928條以

下有關假扣押程序的規定。這種保全程序依照EuGVO第47條之規定，可以依

照原來聲請執行的外國法院即可，並不需要另外一個執行名義。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的債務人範圍有多廣，依照AVAG第7條之規定，依照

判決國法院的法律來決定。至於判決所產生實體法上的效力，則必須依照選

法規則所選擇的實體準據法來決定（註四八）。

強制執行的聲請人除了必須提出適當的文件之外，依照EuGVO第42條第

2項規定，還必須在法院所在地選定一個住所，或者是依照第43條的規定委任

一位代理人。

可以說，歐盟採行的是一種比較快速的許可執行外國判決的程序。同時

也設置了一定異議的程序，讓債務人有機會對於外國判決的執行有重新檢視

的機會。

五、結語

我國對於外國法院裁判的強制執行，基本採取與其他國家相當一致的

方式，對於裁判採取自動承認的制度，在有強制執行之必要時才規定必須提

起許可執行之訴，不過我國法律對於許可強制執行的訴訟並沒有作更詳細的

規定，而且目前以必須經過言詞辯論的方式，似乎也會造成外國法院判決在

許可執行上的遲緩，當然由於外國法院判決的類型甚多，外國法院判決對於

當事人程序權的保障是否應該有起碼的水準等等，都是造成我國對於外國法

院判決的許可執行抱持十分審慎態度的原因。不過既然拿著外國法院的判

決到我國來聲請許可執行的案件日多，我國法院必須及早對於許可外國法

註四八：Heimo Schack, Internationales Zivilverfahrenrecht(2006), 4Aufl. Rdnr. 95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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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決執行的制度作出檢討，一方面確實實現當事人之間已經被確定的法律

關係，一方面也能保障當事人的基本權利。而鑒於對於外國法院裁判採取自

動生效的制度，如果對於外國法院之裁判沒有充分的了解，勢必產生承認上

的困難，也容易使各機關有歧異的見解，因此採取由特定機關例如法院作出

承認與否的宣告似乎是有必要的。而又由於承認外國法院的裁判，基本上乃

是外國法院的裁判行為，應具有相當高度的可信賴性，因此在承認其效力的

程序上應採取比較簡速的方式，縱然要經過一定的辯論程序，也應該將辯論

的爭點集中在承認與否要件的審查上，而不應擴及其他實體上的爭議，也不

應允許債務人在承認外國判決的程序上合併提起他項訴訟。而如果債務人對

於外國法院之裁判有異議或者其他實體上的爭議，則可仿效歐盟的法令，在

一定的條件以及時間的限制下允許債務人提起訴訟以解決爭議。這樣的制度

設計，也能與我國承認外國仲裁判斷的程序以及認可大陸地區裁判的程序一

致，以避免多軌方式，導致適用上的困擾。當然除了我國片面的法律制度設

計之外，能透過判決承認等司法協助事項的討論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必要

的協商，以期更了解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進而有助於我國人民融入

國際或區域社會，似乎也是應該積極進行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