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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送达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张

艳

（ 北京工商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37）
摘 要： 民事送达已经成为妨碍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 、制约审判效率、影响当事人权利实现的难
。
题 借鉴两大法系送达制度，结合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审判实践 ，我国的民事送达制度在送达原
则、送达主体及送达方式等方面应当予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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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依照法定方式和程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行
。我国原民事诉讼法对送达制度作了专门规定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还增加规定了电

［1］

为

子送达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也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 ①。 但客观地说，随着案件数量增多及人口流
动加快，送达的及时性、有效性对审判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 ，送达事务挤占了基层法院约 40% 的审判资
［2］

，送达已经成为妨碍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 ，制约审判效率，影响当事人权利实现的难题。 纵观各
国民事诉讼法，无不对送达制度加以明定，尽管各国的规定不同，但值得借鉴之处却是显而易见的。 本

源

文在比较两大法系送达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审判实践 ，对如何完善我国的民
事送达制度发表些浅见。
一、民事送达制度基本问题研讨
按照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送达制度由送达原则、送达
主体、送达方式、送达的法律效力等内容构成。
（ 一） 送达原则
送达原则又称送达主义，是指民事诉讼法在送达问题上所持的依据 。纵观各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
达原则的规定，有当事人送达和法院职权送达两种 。
当事人送达是指本于当事人的意思而为的送达 。英美法系国家以当事人送达为原则，以职权送达
为例外。例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4 条第 3 款第（ 1） 项规定，传唤状和起诉状副本应当由原告
在提交起诉状后 120 日内向被告送达②。而依照同法第 4 条第 3 款的规定： 根据原告的请求，法院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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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访问学者。
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以法院专递方
① 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外，
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当事人不能送达其他令状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45 条规定的传票。
② 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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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法院的执行官、副执行官或指定的其他官员送达。这表明，在美国，注重发挥当事人的作用，只有原
告申请，法院才依职权送达。
法院职权送达是指法院依职权送达 ，而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思。 大陆法系国家在送达问题上坚持职
［3］
权送达主义，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70 条规定： “如果没有其他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 《日本
民事诉讼法》第 98 条第 1 项规定： 送达，除另有规定外，依职权进行。日本学者也认为，送达即属审判权
的行使，是法院一种独立的诉讼行为，这也是送达之所以能产生一定的诉讼法上的强制性效果的原
［4］

因

。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送达原则 ，但实务界主张我国实行的是法院职权送达原则 ，学者也认
［5］
，
为 送达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 ，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 。
它既是人民法院的职权，也是人民法院的义务。诉讼参与人之间、人民法院之间递交或传送诉讼文书的
［6］
行为，不属于送达，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 。
送达原则的意义在于： 送达原则决定送达主体，送达主体直接决定送达的效力，因为只有发生在送

达主体之间的送达方发生法律规定的送达效力 。例如，我国实行的是职权送达原则，送达的主体只能是
法院，那么，当事人之间互送诉讼文书则不发生送达的效力 ，当事人向法院递交诉讼文书如起诉状 、答辩
状也不能称之为送达。
（ 二） 送达主体
送达主体，也称送达人，专指有权送达诉讼文书的机关或个人。 对送达采取的原则不同，送达主体
自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送达原则以当事人主义为主，法院职权主义为辅，因此，送达主体就包括当事
人和法院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实行法院职权送达主义，送达的主体只能是法院②。
送达主体有两层内涵： 一是法定职权主体，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定的职权主体只能
是法院。在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 ，法定职权主体是当事人，特定情况下是法院。二是具体送
达行为主体，即从事送达行为的人。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具体送达行为主体是指法院的书
记官或执行员，以及邮寄送达时的邮政机关③。而在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 ，具体送达行为主
体与法定职权主体是重合的，都可以由当事人担任。但在特殊情况下，法院作为法定职权主体时，执行
官或副执行官便成为具体送达行为主体 。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具体送达行为主体 ，实践中，有的法院由承办案件的法官送达； 有的法院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 ”
的规定，将送达作为“审判工作的其他事项 ”由书记员实行； 有的法院将送达统一归法警实行。 最高人
民法院 2004 年 9 月颁布了《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该司法解释第 2
条规定：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 ，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据此，投
递员也是具体的民事送达行为主体 。
（ 三） 送达方式
1． 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的送达。
德、日等国的送达方式大致相同，有直接送达、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公告送达。
（ 1） 直接送达。
［7］
又称本人送达、交付送达，系将应送达之文书，直接送达于应受送达人本人之谓 。 两大法系各国
①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 4 条第 3 款第 1 项规定： 传唤状应同诉状副本一起送达被告，原告应在本条第 13 款规定的

期限内送达传唤状和诉状，应当有效地向被告提供必要的传唤状和诉状副本。该条第 2 项规定： 送达可以由年满十八岁的非当事人来完
成。根据原告的请求，法院可以指名美国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副执行官，或者其他经特别委任的人和官员送达。
②

在德国，起诉状、上诉状、上诉理由状、判决书等诉讼文书，原则上由法院依职权送达。法院依职权送达的送达人是法院的书记

科，具体方法是由法院书记科将应送达的书状认证后面交官方机构，或者交付具有受领通知书资格的人或者机构，或者以附有回执的挂
号信寄交受送人。书记科也可以委托邮局或者法院庭丁（ 即法警） 送达。受送达人被监禁的，书记科应当将书状交司法执行机构的官
员。
除另有规定外，由邮政或执行官进行。在邮政送达的情况下，以从事邮政业务的人为实
③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99 条规定： 送达，
施送达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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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均规定了此种送达方式。
（ 2） 间接送达。
又称补充送达。是指在送达场所没有见到受送达人时 ，送达人可将文书交付具有相当辨别能力的
。适用间接送达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8］

人

①必须未能会晤应受送达人；
②收受文书的人须是应受送达人的同居人或受雇人 。
同居人是指与应受送达人居于一处共同生活的人 。按照台湾实务界的解释，同居人的认定，并不要
求其与应受送达人有亲属关系或须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共居一家 。 只要居在一处共同生活，稍有
继续性即可。所谓受雇人也以其与应受送达人之雇佣关系 ，有相当继续性为必要。 是否为同居人或受
雇人，应以送达人于送达时依通常情形能够辨认为限 。
如果收受送达的人并非其同居人或受雇人 ，但其已将文书交付应受送达人，则应以其实际收受文书
之时，为其送达效力发生之时。
③同居人或受雇人须有辨别事理的能力 。
所谓有辨别事理的能力，就是指其应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理解收受法律文书的法律后
果。
④同居人或受雇人并非是对方当事人 。
（ 3） 留置送达。
留置送达是指受送达人拒收文书 ，而将文书留置送达场所。两大法系的法律均规定了留置送达 ，但
受送达人拒收是否需有正当理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规定不同。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要求以此项
送达方法送达，必须是应受送达人拒绝受领文书且没有法律上的理由 。所谓应受送达人拒绝受领，包括
其指定的送达代收人及同居人、受雇人拒绝受领。所谓无法律上理由拒绝受领，仅指本文书的送达程序
无拒绝受领的法律上理由，至于有无其他程序上理由，则非所问。例如，某人不是应受送达人的同居人，
而向其送达，则属于送达程序上的法律理由，如拒绝受领，即不得留置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86 条仅
要求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 ，而没有要求必须具备法律上的拒收事由 。
（ 4） 邮寄送达。
如果不能由送达人员亲自进行送达 ，法院书记官可将文书用挂号邮寄方式送达 。在日本，不管邮件
是否到达对方手中，只要将文书交邮局邮寄，便完成送达。
（ 5） 委托送达。
关于委托送达，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规定并不一致。在日本，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 108 条的规定，
在外国进行送达时，审判长委托该国管辖官厅或驻该国的日本大使 、公使或领事进行送达。 在我国台
湾，委托送达被称为嘱托送达，是指嘱托其他机关代为送达。按照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嘱托送达
分为三种： 一是于管辖区域外的送达，法院相互之间委托； 二是对治外法权人的送达，委托“外交部 ”送
达； 三是于外国为送达，应嘱托该国管辖机关和驻在该国之“中华民国使领馆或其他机构、团体”送达。
（ 6） 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将应送达的文书依照一定的程序公示后 ，经过一定期间，与实际交付应受送达人本人
有同一效力的送达。公告送达就其性质言之，乃属于法律上视为已经送达，并非真实送达。正是由于公
告送达非为真实送达，因此，各国或地区均规定了公告送达的程序。 例如，在日本，公告送达的条件是：
①当事人的住址、居所或其他送达场所不详； ②不能通过邮寄送达； ③外国送达时，不能委托该国管辖官
厅、驻该国日本大使、公使、领事或者委托后无效果时； ④委托外国管辖官厅半年之后仍无证明送达的回
证寄回等。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的公告送达要件因公告送达是依当事人申请提起还是由法院依职权为公
告送达而不同： 第一，当事人申请法院公告送达的条件是 ： ①应受送达人的处所不明，不能以其他方式送
达。送达处所不明，并非由申请人主观认为不明即可，申请人须举证证明送达处所不明，如果申请人明
知应受送达人的处所故意宣称不明而获得了公告送达并获得了判决 ，应受送达人得以此为理由申请再
审。②如果应受送达人是有治外法权的人，其拒绝在其住居所或事务所接受送达，委托“外交部 ”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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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送达，可适用公告送达。③对外国送达，无法适用委托送达的。 法院依职权公告送达的条件是： ①原
告或曾受送达的被告变更其送达的处所 ，但未通知法院，以至于应受送达的处所不明，受诉法院可以依
职权公告送达； ②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149 条的规定第一次公告送达后，对于同一当事人再次送达
的，只要符合公告送达的条件，无须当事人再次申请，法院可以依职权公告送达①。
关于公告送达发生效力的时间，日本规定自开始公示之日起经过两周即产生效力 ，但应向外国进行
的送达，采取委托送达不能送达或认为以此不能送达而采取公告送达的 ，则在开始告示之日的第二天即
产生效力。在台湾，自粘贴或登报公告之日起经过 20 日发生效力。 对外国的送达，不能采用委托送达
而采用公告送达的，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发生效力。法院依职权的公告送达，自粘贴牌示处之翌日起发
生效力。
2． 英美法系国家的送达。
在英美法系国家，起诉文书要按有关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方式由私人直接送达 ，送达起诉状和传票
的方式针对不同的对象是有区别的 。
（ 1） 自然人。
在美国，对自然人的送达有以下方式： 一是亲自交付； 二是在自然人的常住地把文书留给一个适当
年龄并且有辨别力的人。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如果一个人不住在安大略省但在该省有业务 ，则通过留给在安大略省为该人
经营业务的任何人一份文件的副本即可实现私人送达 。
（ 2） 法人。
在美国，对法人的送达，一是通过亲自将起诉状和传票交给公司的高级职员或高级管理人员 ，如公
司的官员或董事； 二是通过将起诉状和传票交给公司的代理人的方式送达 ，因为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在
本州成立公司必须指定一个当地代理人 ，对该当地代理人的送达就视为对公司的送达 。
在加拿大，对公司的送达，诉讼文书不必送达到公司的总部，只要送达到公司开展业务的任何地方
即可。
（ 3） 对合伙的送达。
在加拿大，对合伙的送达是通过给任何一个合伙人 ，或留给几个合伙人或在合伙主营业地表现为主
管或经营该业务的人一份文件的复本予以实现 。此规则同样适用于个人独资企业。
以上是私人直接送达，在英美国家，除了私人直接送达外，法规或法院允许采用私人送达以外的其
他送达方式———替代送达。
在加拿大，如果律师签署接受了起诉文件或文件的复本 ，并注明了接受的日期，则由该律师接受的
送达对其当事人来说就是一个有效的私人送达 。邮寄送达的方式是以将文件复本及按有关规定形式做
成的收件卡一同寄至最后得知的被送达人地址的方式完成 。但是只有在得到由接收人签字的收件卡或
邮局收据回执后，此种送达方为有效。寄送人收到该回执的日期即为送达的生效日期。 由于某种原因
无法实施私人送达情况下，也可在被告居住地进行送达，即将一个装有起诉文件复本的签字蜡封的信封
留给被告住所地的任何成人家属并在当天或第二天邮寄文件的另一份复本给被送达人 。这样方式的送
达在文件被寄出后的第五天生效。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当被送达人是公司时，如果无法在依公司法规登记的最后地址找到公司的总
部或其主营业地，可以通过向公司的该地址邮寄一份起诉文件复本来实现送达 （ 或邮寄给其在安大略
省的律师） 。
此外，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通过传真和电子传唤方式的送达 。
（ 四） 送达的效力
送达发生以下效力：
1． 起诉状副本的送达，有促使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效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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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知书的送达，有使受通知人于期日到场的效果，当事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则
应承受缺席判决的后果。
3． 裁判文书的送达，发生不变期间起算的效力。
二、我国民事送达方式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如前所述，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民事送达由送达原则、送达主体、送达方式、送达的法律效力等内容
构成。其中，对送达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送达方式 ，因为不按照法定方式送达，不产生送达的法律效
果。2012 年，我国立法机关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 ，关于送达制度的修改全部集中在送达方式上 ，一
是增加规定了电子送达方式，使我国的民事送达方式增加到七种并将其延伸适用到涉外送达 ，二是对留
置送达方式作了修改，增加了留置送达的灵活性和拒绝见证情况下留置送达的处理 ，三是明确了强制性
教育机构的转交送达义务，四是缩短了涉外案件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视为送达的时间 。 虽然做了上述
修改，但送达方式在具体适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没有触及 ，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应当予以完善。
（ 一） 直接送达
直接送达的优点是安全可靠、用时较短，是送达的首要选择，只有直接送达有困难时，才能采取其他
［9］
的送达方式 。其缺点是必须向本人送达，如果本人不在，则不能适用这种送达方式，缩小了直接送达
的适用范围。在我国，直接送达分为向自然人的直接送达和向法人 、其他组织的直接送达①。 其有三个
特点： 第一，关于向自然人的直接送达，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受送达人不在时 ，向其同住成年家属的送达也
属于直接送达。但同住成年家属的范围是什么，立法及司法解释均未规定。而就社会习惯而言，成年家
属的范围不易确定，实践中常发生成年家属与成年亲属不易区分发生误送达的现象 。第二，关于向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直接送达，民事诉讼法第 85 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
织负责收件的人有权接受诉讼文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第 81 条将“负责收件的人”明确为“法人、其他组织的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
等负责收件的人。”这意味着： 在我国，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等送达法律文书，不属
于向法人、其他组织的送达。而事实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属于法人的管理层人员，其地位远高于办公
室、值班室、收发室的一般人员，将其排斥在外，合理性值得探讨。第三，向受送达人的诉讼代理人、受送
达人指定的代收人送达，也属于直接送达②。
在国外，
直接送达仅限于向受送达人本人送达，
向其同住人或受雇人、
诉讼代理人、
指定代收人的送达
均属于间接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则将国外规定的间接送达均作直接送达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
讼法的这种处理，
并没有影响送达效力，
经过审判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
但立法应当对实践中广有争
议的“向成年家属的送达”规定相应的条件。具体言之，
向“成年家属”的送达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必须未能见到应受送达人。
按照我国台湾学者的观点，只须送达是不获会晤应受送达人，至不 获 会 晤 之 原 因 如 何，在 所 不
。如果已经会晤了应受送达人，而其无正当理由拒绝收受，则属于留置送达，不能因本人拒绝收

［10］

问

受，即送达文书于其同居人或受雇人 。 至于未能会晤的处所，限于应受送达人的住居所、事务所、营业
所。
2． 收受文书的人须是应受送达人的成年家属 。
成年家属应当包括与应受送达人具有血缘或者姻亲关系的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 ，并且必须与应
受送达人居于一处共同生活。同居成年家属的认定，并不要求其与应受送达人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
而共居一家，只要居在一处共同生活，稍有继续性即可。是否为同居成年家属，应以送达人于送达时依
①

参见 2012 年《民事诉讼法》第 85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81 条。

②

但调解书的送达，不得向诉讼代理人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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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形能够辨认为限。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收受送达的人并非其同居成年家属 ，但其已将文书交付应受送达人，则应以其
实际收受文书之时，为其送达效力发生之时。
3． 同居成年家属须有辨别事理的能力 。
所谓有辨别事理的能力，就是指其应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理解收受法律文书的法律后
果。按照民法通则第 11 条“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向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家属送达法律文书，也应发
生直接送达的法律后果。
4． 同居成年家属并非是对方当事人 。
民事纠纷的产生，是源于当事人双方对同一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 ，因此，民事
纠纷，均是利益上的冲突。利益上的冲突决定了当事人双方在民事诉讼中的对立地位 ，即使是同居成年
家属，一旦成讼，双方也因具有利害关系而处于对立的地位 ，在诸如婚姻、继承、赡养、家庭财产分割、相
邻关系等案件中，由一方代为转交法律文书，常因毁损、隐匿法律文书而不生送达的后果，因此，法律应
当限制互为对方当事人的同居成年家属间的送达 。
（ 二） 留置送达
关于留置送达，我国与国外的不同之处在于：
首先，在我国，只要应受送达人本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法律文书 ，法院即可留置送达，而不
论其理由为何。国外如德国、日本则要求以此项送达方法送达，必须是应受送达人拒绝受领文书并且没
有法律上的理由。所谓应受送达人拒绝受领，包括其指定的送达代收人及同居人 、受雇人拒绝受领。所
谓无法律上理由拒绝受领，仅指本文书的送达程序无拒绝受领的法律上理由 ，至于有无其他程序上理
由，则非所问。例如，某人不是应受送达人的同居人，而向其送达，则属于送达程序上的法律理由，如拒
绝受领，即不得留置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86 条仅要求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而没有要求必
须具备法律上的拒收事由。比较而言，国外的规定更具理性，因为，送达文书常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不顾
及受送达人及其同住人的拒收理由 ，会损害其合法权利。例如，某法院向一离婚案件的被告送达时，被
告不在家，法院令其同住成年女儿收受开庭传票 ，其女儿以其母已不在家多日而自己将于近日赴美留学
为由拒收传票，法院将传票留置于被告之家。被告未按期到庭，法院缺席判决后，被告持传票找到法院，
声称其刚从外地返回，遂以法院送达不合法为由要求改判。本案送达，就法律规定而言并无错误，但因
法院未考虑拒收理由，导致案件处理失当，不能不说法律不考虑拒收理由存有漏洞。 其次，关于留置送
达的见证程序。原民事诉讼法第 79 条规定： 留置送达，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
代表到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 ，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
人的住所。但此条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几乎行不通 ，因为不论是基层组织还是单位代表 ，他们并无法定的
见证义务，根本不愿意做见证，致使送达人无法邀请到见证人。而且，基层组织的概念模糊，极易引起歧
义。对此，《意见》考虑到这一点，对法律的上述规定作了变通，即： 受送达人拒收法律文书，有关基层组
织或所在单位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意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 ，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 ，
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意见 》的这一规定，是要求采取留置送达方式时还是要
有见证人在场，只是不再要求其必须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 。这一规定，实际上修改了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但实践中留置送达的通行做法是 ，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情况，将文书留置受送达人住所
即完成，送达人不再邀请见证人见证送达过程 。实践中的做法违反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但却与国
外的规定相吻合。或许是意识到 2007 年民事诉讼法和《意见 》规定的留置送达条件过于苛刻，新民事
诉讼法对留置送达做了两处修改 。一是将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送达由“应
当”改为“可以”，邀请代表到场见证不再是法定必经程序，是否邀请代表到场见证，由送达法官灵活掌
握； 二是增加规定了拍照、录像等见证方式。法官“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
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新民事诉讼法虽然放宽了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 ，但没有对应受送
达人拒绝受领法律文书的法律理由作出规定 ，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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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委托送达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委托送达仅发生在法院之间 。
委托送达虽然是一种送达方式，但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受委托的法院不及时办结送达
事项，或者办结了不及时返回送达回证 ，致使委托法院无法知悉送达情况，无法安排开庭谈话等事项，导
致委托送达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久而久之，委托送达成了一种理论上的送达方式，实践中很少采用。
鉴于委托送达中存在的受托法院不积极完成受托事项的情况 ，立法应增加委托送达的程序性规定，包
括： （ 1） 完成委托送达事项，是受托法院的法定义务，受托法院必须完成； （ 2） 委托法院必须指定送达完
成的最后截止日期，受托法院必须在委托法院指定的送达最后截止日期前完成送达事项 ，并保证在委托
法院指定的最后截止日期前将送达回证返还委托法院 ； 情况紧急或来不及返回送达回证的 ，可以采用传
真或电话告知委托法院送达事项已完成 ； （ 3） 送达事项不明确或无法送达的，受托法院应将不能完成的
情况告知委托法院或要求委托法院提供新的地址或明确有关事项 。
（ 四） 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是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形式将法律文书邮寄给受送达人 。 按照法律规定，在直接送达有
困难时，法院可以将文书用邮寄的方式送达 。邮寄送达，应当附有送达回证。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
日期与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不一致的 ，或者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
期为送达日期。由于法律未明确邮政机关和邮递员在送达中的权利 、义务，邮政机关仅将法律文书的送
达等同于一般挂号信件的送达，经常发生送达回证或挂号回执返回迟延的问题 ； 有的邮递员不知道送达
的法律后果，当受送达人不在时让其邻居代收法律文书 ，并在回执上签字便视为送达并将回执返回，致
使法院不得不再次送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2004 年颁布了《关于以法院专递的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
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一方面修正、完善了民事诉讼法邮寄送达的未尽之处 ，确定了
“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这种新的邮寄送达方式，部分取代了挂号信邮寄送达，另一方面确认了邮政
机构的送达行为主体地位，但该规定在适用中也发生了问题： 《规定 》要求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的适
用条件是“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 ”，但如何界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 《规定 》未
予明确，审判实践中颇有争议。如果将其理解为法院直接送达不能后的一种再送达方式 ，那么，依据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送达不能，完全可以公告送达，没有必要、也没有法律依据再由邮政机构送达一
次。如果不做出这样的限制，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就成为一种直接送达 。 从该《规定 》第 2 条和其他
规定看，该司法解释的初衷，是将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作为直接送达的一种 ，而不是民事诉讼法意义
上的邮寄送达，但这又会导致承认邮政机构的送达行为主体地位 ，而现行民事诉讼法恰恰没有明确送达
行为主体。从我国法院目前民事案件受理数量猛增和目前送达影响审判效率的实际出发 ，扩大民事送
达行为主体是一种趋势，立法应当以职权主义为原则、以当事人主义为例外，适当扩大民事送达行为主
体的范围，丰富送达方式，以解决《规定》中反映出的问题。
（ 五） 转交送达
严格说来，
国外并未规定转交送达。在我国，
转交送达适用于受送达人是军人、
被监禁之人、
被采取强
制措施之人的情形。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新形势下，其适用范围能否拓宽？ 例如，香港、澳门回归后，我
国许多企业在香港、
澳门设立了办事处或分支机构，
派驻了人员，
如果这些人员在内地发生纠纷，
向其送达
时，
虽然可以通过港澳地区法院向其送达，但耗时较长。能否扩大转交送达的适用范围，规定这些工作人
员在内地的总部或总公司负有接受送达的义务，送达人向其送达，其负责转交？ 同样，许多中国公司在国
外设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
派驻了工作人员，如果直接向他们送达，不仅耗时长，而且不经济，而公司总部
经常有人员来往于分公司、
总公司之间，
如果允许适用转交送达，
公司总部接受送达后，
委托有关人员将文
书送达国外，
不仅省时省力，
而且经济。基于以上考虑，
建议立法扩大转交送达的适用范围，
对大陆人员在
可以由其在大陆境内的上级机关或外交部门转交送达的文书。
港澳或国外工作的，
（ 六） 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将应送达的文书依照一定的程序公示后 ，经过一定期间，与实际交付应受送达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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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一效力的送达。公告送达就其性质言之，乃属于法律上视为已经送达，并非真实送达。正是由于公
告送达非为真实送达，因此，各国或地区均规定了公告送达的程序 ①。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公告送达的适用情形有二 ： 其一，受送达人下落不明； 其二，适用其他送达方法
无法送达。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对下落不明的把握不一。 何谓下落不明，民事诉讼法没有
规定，实践中一般是按照民法通则关于宣告失踪制度中有关下落不明的标准把握 ，但问题是，下落不明
是否有时间的限制？ 有的法院认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 （ 如离开住所无音信一年
以上） 方可考虑公告送达； 有的法院认为是否下落不明，无须向宣告失踪那样必须经过一定时期，只要
当地居委会或户籍机关出具证明、证明其下落不明即可。 第二，对“适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 ”的理解不
一致。有的法院认为，只要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诸多方式中的一种
未能送达法律文书，即可以公告送达； 有的法院则认为，公告送达就其性质属于视为送达，或曰拟制送
达，由于送达具有法律效力，为了慎重起见，法律才规定了公告送达的前置程序，即只有当直接送达、留
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方式逐一采用未能送达时 ，方能适用公告送达。而将上述送达方
式逐一采用，其结果，必然造成送达时间的无限延长，如果采取上述送达方式送达失败再公告送达，
送达
期间都要超过案件审理期限。第三，
送达的期限过长。不论是送达起诉书、
开庭传票，
还是送达判决书，
公
告期均为六十日，
而民事一审普通程序的案件的审理期限才六个月，民事上诉审案件的审理期限才三个
月，
尽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公告期限不计入审限，
但过长的公告期限对提高诉讼效率、
及时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都是不利的。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借鉴外国规定，规定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 ①当事
居所等地址不详，
当事人的下落不明。而且要明确规定： 下落不明仅需由当地居委会或户籍单
人的住所、
位开具的证明证明即可。②已经证明不能通过其他送达方式之一送达。不要求必须穷尽全部送达方式后
方使用公告送达。要缩短公告期，
公告期限定为 15 天为宜。同时规定应受送达人重新出现后已审结案件
即： 受送达人有正当理由（ 如应受送达人提交了新的证据） 的，
法院应提起再审。
的补救程序，
（ 七） 电子送达
当今世界已步入信息网络社会，计算机、网络等电子传媒已经成为新型的通讯工具并日益根植于社
会公众之间，这些通讯工具被广泛运用于日常交往和商务活动之中 ，不仅受众面广而且传输快、效率高、
成本低。一些国家如英国，已经采用传真和电子传唤方式进行民事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
规定》中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可以采用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 87 条增加规定了电子送达的方式： 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
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用电子送达方式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1． 必须经过受送达人同意。
这是电子送达方式适用的前置程序 。与直接送达、公告送达等六种送达方式不同，电子送达属于受
送达人选择适用的方式，而非法定强制适用方式，如果受送达人不同意，则不得以电子方式送达。 在新
民事诉讼法规定电子送达方式前 ，一些法院已经探索了电子送达方式 ，在取得受送达人同意方面，实践
中的做法是： 在应受送达人自愿签署了《电子送达确认书 》后，法院才通过司法文书电子送达系统向其
①

例如，在日本，公告送达的条件是： ①当事人的住址、居所或其他送达场所不详； ②不能通过邮寄送达； ③外国送达时，不能委托

该国管辖官厅、驻该国日本大使、公使、领事或者委托后无效果时； ④委托外国管辖官厅半年之后仍无证明送达的回证寄回等。我国台
湾地区规定的公告送达要件因公告送达是依当事人申请提起还是由法院依职权为公告送达而不同： 第一，当事人申请法院公告送达的
条件是： ①应受送达人的处所不明，不能以其他方式送达。送达处所不明，并非由申请人主观认为不明即可，申请人须举证证明送达处
所不明，如果申请人明知应受送达人的处所故意宣称不明而获得了公告送达并获得了判决，应受送达人得以此为理由申请再审。②如
果应受送达人是有治外法权的人，其拒绝在其住居所或事务所接受送达，委托“外交部”也不能送达，可适用公告送达。③对外国送达，
无法适用委托送达的。法院依职权公告送达的条件是： ①原告或曾受送达的被告变更其送达的处所，但未通知法院，以至于应受送达的
处所不明，受诉法院可以依职权公告送达； ②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149 条的规定第一次公告送达后，对于同一当事人再次送达的，只
要符合公告送达的条件，无须当事人再次申请，法院可以依职权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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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诉讼文书。确认书一般都对电子送达的法律效力和风险进行明示 ，如： 一旦选择电子送达，案件涉
及的诉讼文书将以电子送达的方式向您发送 ，法律效力与其他送达方式完全相同等。 有的法院在此基
础上，还在电子送达系统中增加提示信息 ，例如当事人登录系统后，在阅读文书前，系统自动弹出对话框
进行再次提示。当事人下载文书成功后，系统服务器会自动发送短信给当事人告知文书送达成功 ，并第
三次明确法律后果。
2． 电子送达的方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等。
民事诉讼法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电子送达的载体 ，但实践中，法院使用电话通知和手机短信平台送
达传票、开庭通知书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这些方式，也应属于电子送达的范畴。
3． 必须以适当的方式确认受送达人收到了诉讼文书 。
在传统的纸质送达方式中，
送达回证上的当事人签字可以作为确认当事人收到送达文书的凭证。电
子送达实行无纸化办公，
法院如何确认当事人收到了送达的诉讼文书？ 实践中，
一些法院开发了身份认证
（ 电子签名） 系统以解决电子送达的确认问题。具体言之，
电子送达系统主要包括电子证据保全平台、
法院
客户端、
受送达人客户端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基于互联网完成安全的数据交互和流程流转。每一位同意
使用电子送达的受送达人都被分配给一个电子认证码①，该电子认证码就是受送达人的电子签名。 法院
客户端发送电子邮件后，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告知受送达人送达的文书内容以及该人的电子认证码 ，受送
达人一旦输入电子认证码点击下载 ，证明签收了送达文书，电子送达系统自动生成送达回证并将其传输
给法院终端，同时送达回证“受送达人签名 ”一栏将自动显示电子认证码，至此送达完成。 如果受送达
人没有下载，不显示电子认证码，则证明送达不成功，应当采取其他方式送达或再次电子送达 。
4． 电子送达的文书仅限于传票、诉状等通知类的文书，不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三、立法应增加关于具体送达行为主体和送达效力的规定
关于送达主体，我国立法采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 ，规定法院是法定职权主体，但对具体送达行为
主体，未予规定，实践中也很不统一，有的法院，案件承办人是送达行为主体； 有的法院规定书记员是送
达行为主体； 也有的法院规定司法警察是送达行为主体 ，还有的法院，实行大立案格局后，由程序法官负
责送达。
在转交送达、邮寄送达中，转交机关、邮局及邮递员是否是送达行为主体，鲜有人问及。 转交机关、
邮局及邮递员是否有法定义务送达法律文书 ？ 如果他们没有法定义务送达，那么未及时转交或送达，后
果将由谁承担？ 再如，邮递员送达时，当事人拒收，能否适用留置送达？
基于此，立法应分别规定法定职权主体和具体送达行为主体 。法院是法定职权主体，当事人之间送
达文书不生送达的法律效力。目前，送达行为主体包括书记员、法警、法官，随着法官员额制和书记员单
独序列，送达行为主体是否由法官和书记员担当则不无疑问 。国外一般设有专门的执达员专司送达 ，我
国虽不必设专门的执达员，但可以将送达的工作交由法官助理、书记员或司法警察来完成。 转交机关、
邮局、邮递员担负着送达的任务，有义务及时送达法律文书，也应当被纳入送达行为主体的范围 ，他们送
达法律文书，与法院送达具有同一的法律效力。
关于送达的法律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未规定。由于送达效力就是送达的法律后果，因此，民事
诉讼法应当予以明定，具体说来，送达发生以下效力： （ 1） 起诉状副本的送达，有促使被告提出答辩状的
效力。（ 2） 通知书的送达，有使受通知人于期日到场的效果，当事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的，则应承受缺席判决的后果。（ 3） 裁判文书的送达，发生不变期间起算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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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ssues of Civil Service System
Zhang Yan
（ Beijing Universit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Law School，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e contents civil service in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could not fully meet up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in the adjudicating practic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service system between
Continental Law and Anglo-American Law，analysing the problems of newly amended civil procedural law and
trial practice，the civil service should be developed in the fields of principles，subject and service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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