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法國法 

第一節  行政訴訟與權限衝突之形成與發展 

法國權限衝突制度之形成史，可說是「法蘭西式」權力分立發展史之一

面向。不明法國權力分立發展之歷史脈絡，即無以理解其權限衝突制度設置

之來源與精神所在。此外，法國解決行政審判機關與普通法院間權限衝突之

方式，與其行政審判權之地位密切相關。權限衝突法院之歷史，亦隨著行政

審判權究屬「保留司法」(justice retenue)或「委任司法」(justice déléguée)之
變動而更迭。因此，瞭解法國行政審判制度之起源與發展，亦為掌握法國權

限衝突制度之前提要件。 

第一項  王政舊制時期(L’Ancien Régime) 

從十七世紀起，在法國人們已經相當清楚認識到行政訴訟之特殊性。所

謂行政訴訟，係指由國王行政之代理人解決之訴訟。國王以「特任狀」(letters 
de commission)授予各財政區之「地方長官」(intendants)1極為廣泛之治理權，

其中包括解決因地方長官干預所引起之爭訟之權限。自此時常發生由各地封

建勢力掌握之「高等法院」(Parlements)2與地方長官裁判權限衝突之情況。 

1641 年公布之Saint-Germain 國王詔書，採取堅定支持地方長官之立場。

此詔書宣告巴黎高等法院及其他所有法院「僅是設置來裁判我們的臣民」(私

人間之爭訟)，並明確禁止該等法院受理所有「可能涉及國家、行政或政府

之事件」。此等事件之審理權限係保留給國王(保留司法)，而由國王交由地

方長官審理。其後國王數度頒佈各地高等法院不得受理行政爭訟事件之禁

                                                 
1 地方長官可以視為今日「省長」(préfet)之前身。 
2 Parlements為散佈於各省之「上訴法院」(juriditions d’appel)，終審權限由「國王諮政院」(Conseil 

du Roi)內掌理審判權限之部門－Conseil des parties－行使。國王藉此掌握民、刑事案件之最高審

判權力。請參見：R. Perrot, Institutions judiciaires, 10e éd., Montchrestien, 2002, no 6, 212 et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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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由此可知此等禁令之實施曾遭受不小抵制與困難，特別是來自巴黎高等

法院之掣肘。不過，與此同時，「司法、治安和財政地方長官」(intendants de 
justice, de police et finances)受理訴訟權限之輪廓與範圍也逐漸清晰與擴大。

他們受理大多數之稅務、郵務訴訟、涉及軍事及公共工程之訴訟等案件。「國

王諮政院」(Conseil du Roi)受理相關之上訴案件。相較於各地高等法院之裁

判，地方長官審判具有之無償、迅速及不講究形式化程序等特徵，使其於當

時廣受好評3。 

在此君主專制時期，所有國家權力均來自國王。因此，主持諮政院之國

王(roi en son Conseil)，為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權限衝突之最高仲裁者。

國王不僅將行政審判權保留給自己，亦得於普通法院不宣告無受理訴訟之審

判權限時，強迫普通法院放棄其所受理之行政事件4。此時權限衝突純粹是政

治性工具，而與司法無關，亦無任何關於解決權限衝突之程序規定。透過向

國王提出簡單之報告，行政官員得隨時引發權限衝突。對此無任何形式或程

序規範，亦無庸考量普通法院訴訟進行之狀態，即使事件業經裁判確定，亦

得再行爭執其無權限5。 

第二項  大革命時期 

第一目  行政權與司法權之分立 

王政舊制時期之高等法院不僅阻礙國王之改革嘗試，甚至透過其「法規

登錄權」(pouvoir d’enregistrement des ordonnances)干預立法權之運作，以及

賦予自己傳喚國王之官員到庭並給予其指令之權限，介入行政權之運作6。因

此，於王政舊制時期，國王為了克服來自各地高等法院之干預與抵制，遂將

大部分之行政事件交由國王諮政院或各地行政長官審理7。 

                                                 
3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430。 
4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0。 
5 Vgl. Kutscher, Das französische Konfliktsgericht, 1983, S. 11. 
6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516。 
7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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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時期對於行政與司法權間關係之理解，明顯受到此段歷史之影響，

當時對司法權普遍存有不信任感。此外，高等法院對於大革命本身也不時展

現敵意，司法權也就因而被認為是「行政權之敵手」(rival du pouvoir admini- 
stratif)。「制憲會議」(Assemblée constituante)人士認為，為確保行政權之獨

立，無論如何均不得使行政權受新普通法院(高等法院之後繼者)之審判。受

此種主流思想影響，革命時期關於權力分立原則之理解，表現在 1790 年 8
月 16 日至 24 日法律之第 13 條【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分立原則】(le 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autorités administratives et judiciaires)：「司法權與行政權不

同，現在和將來永久分離。法官不得以任何方式干擾行政機關之運作，亦不

得以其職務上理由，傳喚行政官員到庭，違者以瀆職罪論。8」本條規定被理

解為禁止普通法院法官裁判與行政有關之訴訟9。 

第二目  行政訴訟審判權之歸屬 

上開條文雖被解讀為禁止普通法院法官裁判行政訴訟，但卻未指出究竟

誰有資格審理此等訴訟。為避免拒絕審判，此一真空狀態由後續法律予以填

補。這些法律恢復王政舊制時期之制度，將行政訴訟之審判權限交付同屬行

政權內部之行政官員：國王、各部部長、各省行政官員。自革命紀元 3 年起，

主要之行政訴訟審判權逐漸移轉至各部部長，部長成為行政訴訟之「一般審

判權法官」(juges de droit commun)。主張權利受損之人民，應向有關行政機

關提起訴訟。第一審由該管行政部門之首長，亦即各部部長，於法律上解決

訴訟爭端。此等制度依序被稱為「行政官法官制」(administrateur-juge)以及

「部長法官制」(ministre-juge)10。 

以今日眼光觀之，此種以權力分立之名，將部分裁判權限交由行政機關

                                                 
8 其原文為：«Les fonctions judiciaires sont distinctes et demeureront toujours séparées des fonctions 

administratives. Les juges ne pourront, à peine de forfaiture, troubler de quelque manière que ce soit les 
opérations des corps administratifs, ni citer devant eux les administrateurs pour raison de leurs fonctions.»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431。 

9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31；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520。 

10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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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之作法，顯得十分悖理。不過，在那個時代，此類制度顯得既實用又適

當。當時人們對以往地方長官之行政審判實務仍保有良好印象；而於理論及

法律上，此制度亦屬可行，蓋當時權力分立概念包含行政權相對於所有法官

之獨立性。此外，當時認為「裁判行政本身，亦為行政」(juger administration, 
c’est aussi administrer)。故而，將行政訴訟審判權授予從屬於行政權本身之機

關，亦符合當時對行政訴訟性質之理解。職是之故，此類制度於實行之初，

並未遭逢任何阻礙11。 

第三目  權限衝突之解決 

於大革命期間，依舊維持保留司法制度。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間衝突，

是在立法權監督之下，由行政權解決。起初，由國王仲裁兩者間之權限衝突。

不過，此時國王已不再是司法權之首長，而僅是「最高行政首長」(chef de 
l’administration générale)。於第一共和成立後，權限衝突先後由「行政委員會」

（conseils exécutifs）、「革命委員會」（comités révolutionnaires）、「督政府」

（Directoire）裁判，對於其裁判得向國民議會提出上訴，亦即立法權保有最

終決定權12。 

第三項  十九世紀時期 

第一目  行政訴訟審判權之歸屬：從保留司法到委任司法 

法蘭西第一共和 8 年(西元 1799 年)之改革，於積極行政機關之外，創

設為積極行政提供諮詢意見之「諮詢行政機關」(administration consultative)。
第一共和憲法第 52 條設置之「國家諮政院」(Conseil d’État)，為「國家元首」

（chef de l’ État）之諮詢機構，負責「解決行政方面之疑難問題」13；共和 8

                                                 
11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432-1o。 
12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0；Kutscher, Das 

französische Konfliktsgericht, 1983, S. 20f.。 
13 法蘭西第一共和憲法第52條規定：「國家諮政院於執政官之指揮下，負責草擬法案及公行政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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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雨月 28 日之法律，於各省設置「省諮政院」(Conseil de préfecture)，作為

省長之諮詢機關。基本上，部長法官制之本質絲毫未受此等改革影響，第一

審訴訟仍應向主管部長提出，各部部長依舊保有其行政訴訟一般審判權法官

之資格。國家諮政院僅扮演上訴機關之角色。不過，應特別強調者，此時國

家諮政院並不具有法院之資格，而僅是國家元首之法律諮詢機構。於訴訟方

面，其作用在於向國家元首提出裁判建議，裁判須經國家元首簽署後，始得

發佈生效，國家元首得任意否決諮政院之裁判建議。因此，國家諮政院所得

行使者，僅為保留司法。至於省諮政院，不僅由省長主持，對於其裁判亦得

向國家諮政院提起上訴，亦屬保留司法範疇14。 

行政權藉由此等諮詢機構，持續行使法律上自我監督作用。不過，共和

8 年之改革已開啟後續發展之可能性。國家諮政院及省諮政院之出現，為爭

訟行政與積極行政分立之開端。只需將保留司法轉為委任司法，使專門審理

行政訴訟之機關獨立於積極行政，就能匯集作為真正行政法院所需之全部要

素15。 

雖然部長法官制施行之初並未遭受任何抵制，不過隨時間推移，輿論逐

漸對於行政身兼法官與當事人之異常狀態感到不滿。即便國家諮政院於審理

案件時，保有最低限度之公正與獨立，即使其意見幾乎均被採納，但此種制

度仍然令人覺得有偏頗之虞，而且保留司法也被視為「偽裝之司法」(une 
parodie de justice)。於七月王朝及第二帝國時期，自由黨人即要求行政訴訟應

由獨立於行政之機關裁判，甚至應由普通法院裁判。 

新成立之第三共和廢除部長法官制以及保留司法，實現眾人期待已久之

大規模改革（第二共和期間已曾短暫施行此制度）。1872 年 5 月 24 日之法律

實行委任司法制。依此法律，「中央行政法院」(Conseil d’État)16係「終局裁

                                                                                                                                                
令，解決行政所發生之疑難問題。」其原文為：«Sous la direction des consuls, le conseil d'État est chargé 
de rédiger les projets de lois et les règlements d'administration publique, et de résoudre les difficultés qui 
s'élèvent en matière administrative.»  

14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520。 
15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432-2o。 
16 Conseil d’État於保留司法時期，本文將之譯為國家諮政院，於委任司法時期(第二共和期間及1872
年以後)，譯為中央行政法院，以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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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有關行政之訴訟，並裁判對各行政機關提起之撤銷越權行為之訴」(statue 
souverainement sur les recours en matière adminisrative et sur les demandes 
d’annulation pour excès de pouvoir formées contre les actes des diverses autorités 
administratives)；中央行政法院審理訴訟事件時，係以「法蘭西人民之名」

(au nom du peuple français)為裁判，係為「裁判」(jugement ou arrêt)，而不再

是提供「意見」(avis)17。 

不過，部長法官制卻於 17 年後才真正被廢除。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人

們都還認為共和 8 年之立法無意廢除部長法官制，各部會首長就與各該部會

有關之事件，仍為行政之一般審判權法官。共和 8 年之規定僅於部長審判權

之上，添加國家諮政院審判權作為上訴審法官，而非取代部長法官制。因而，

除非法律特別規定特定事件類型之審判權限由特別法院行使，否則人民應先

向部長提起訴訟，而後始得向國家諮政院提起上訴。此受當時學說與判例承

認之部長法官制理論，使得共和 8 年之改革大打折扣，行政訴訟之一般審判

權，如同共和 8 年之前，依舊歸屬積極行政。 

中央行政法院於 1889 年 12 月 13 日之Cadot 判決，藉由受理未先向「部

長偽法院」(pseudo-juridiction ministérielle)起訴而直接向其提起之訴訟，給予

既已凋零之部長法官體制致命性一擊，正式終結部長法官制。藉由此一判

決，中央行政法院宣示自己為行政之一般審判權法官，另一方面，也同時廢

棄對於共和 8 年規定狹義解釋之見解，將行政訴訟審判權自積極行政中抽離

出來18。 

此後，行政官不再從事審判工作，並應受行政法院既判案件之拘束，而

行政法院之法官亦不得擔任行政官。行政法院制度隨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分

離原則、積極行政與爭訟行政分離原則先後實現，而終告大成19。 

                                                 
17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521。 
18 然而，法國行政訴訟審判權與普通法院嚴格區分，迄今仍不屬國家整體司法權之一環，其毋寧是

劃歸行政權，構成行政權之特殊部門。與積極行政之區別在於其作用性質之差異。請參見：H. 
Lederer,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und Justiz in Frankreich, AöR 81(1956), 449(450)。另請參見：翁岳

生，〈司法權發展之趨勢〉，輯於氏著《法治國家之行政法與司法》，1994 年 8 月，頁 337；陳計

男，《行政訴訟法釋論
初
》，頁3、5。 

19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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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權限衝突之解決：從國家諮政院到權限衝突法院 

自共和 8 年起，權限衝突交由新設之國家諮政院(由國家元首主持)審

理。不過此時仍為保留司法時期，衝突制度之目的並非在裁判兩個法院間之

衝突，毋寧是政府防範普通法院法官干涉行政權之工具20。 

由於權限衝突審理程序之相關規定甚為簡略，以致大開濫用之門，成為

政府官員介入司法審判與規避司法審查之工具。即使是個別公務員亦得提起

衝突程序，請求國家諮政院宣告刑事法院無受理權限，而自免於刑事追訴。

此外，即便事件對於行政僅有絲毫之利害關係，行政仍可透過衝突程序，終

結繫屬於普通法院之訴訟。一直到王朝復辟時期，由於濫用情形實在太嚴

重，使得人們開始嘗試採取立法手段予以防制21。1828 年 6 月 1 日之敕令

(ordonnance du 1er juin 1828)制定嚴謹之程序規範，消弭一些流弊，而其中主

要之規定至今仍然有效。諸如，明文禁止就刑事事件提起權限衝突程序22；

僅各省省長擁有提起權限衝突之資格，而省長提出權限衝突時，須說明理由

並指出普通法院無審判權之法令基礎；賦予法院對權限問題表示意見之機會

等等。1831 年 2 月 2 日及 3 月 12 日兩部敕令，陸續補充 1828 年敕令不足之

處，其中最重要者，為引進國家諮政院裁判權限衝突時之公開辯論程序。藉

由程序規範之逐步革新，權限衝突程序逐漸喪失其政治性手段功能，而轉為

劃分法院權限之工具。不過權限衝突仍暫時由國家諮政院繼續裁判23。 

組織方面之變革，始於第二共和期間。1848 年 11 月 4 日憲法第 89 條24剝

                                                                                                                                                
L.G.D.J., 1999, no 432-3o et 4o；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521。 

20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84；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0。 

21 Vgl. Kutscher, Das französische Konfliktsgericht, 1983, S. 22f. 
22 第1條規定為：「今後法院與行政機關間之權限衝突，永遠不得於刑事方面被提出。」其原文為：

«A l’avenir, le conflit d’attribution entre les tribunaux et l’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ne sera jamais élevé en 
matiére criminelle.» 

23 Vgl. Kutscher, Das französische Konfliktsgericht, 1983, S. 23f. 
24 其規定為：「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間之權限衝突，由最高法院及中央行政法院每三年各自選任同

數成員組成之特別法院解決。此法院由司法部長主持。」其原文為：«Les conflits d'attributions entre 
l'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et l'autorité judiciaire seront réglés par un tribunal spécial de membres de la Cour 
de cassation et de conseillers d'État, désignés tous les trois ans en nombre égal par leur corps respectif. Ce 
tribunal sera présidé par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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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行政權裁判權限衝突之權限，將之授予由最高法院及中央行政法院「等席」

(paritaire)代表所組成之特別法院。1849 年 10 月 26 日之命令及 1850 年 2 月

4 日之法律，具體規範權限衝突法院之程序與組織，其中部分之程序規範至

今仍然有效25。不過此權限衝突法院運作期間不到兩年(從 1850 年 3 月 3 日

至 1851 年 11 月 22 日)，於 1852 年旋遭拿破崙三世廢除。整個第二帝國時期，

權限衝突之裁判回復由國家諮政院負責26。 

1872 年 5 月 24 日中央行政法院組織法(Loi du 24 mai 1872 sur l’orga- 
nisation du Conseil d’État)，於回復行政訴訟委任司法制之際，默示取消原國

家諮政院裁判權限衝突之權限。並於同法第 4 編「衝突與權限衝突法院」(Des 
conflits et du Tribunal des conflits)，重建權限衝突法院，回復 1849 年及 1850
年有關權限衝突法院程序規定之適用。其後歷經百餘年之演進，成就今日權

限衝突法院之面貌。其中之重要變革有，1952 年 12 月 5 日及 1960 年 7 月

25 日之命令，修訂程序規定；1932 年 4 月 20 日之法律，擴充權限衝突法院

之職權，將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間之本案裁判衝突交由權限衝突法院解決
27。

                                                 
25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1。 
26 Vgl. Kutscher, Das französische Konfliktsgericht, 1983, S. 25. 
27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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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審判系統間權限劃分秩序之確保，以及司法權之順暢運作，首先應

藉由各該審判系統內部之審判權審查與爭議確定程序，衝突程序毋寧是第二

道防線1。審判權分配規範為「強行規定」(règle d’ordre public)，法院除有義

務裁判屬其審判權之事件外，亦應拒絕審理不屬其審判權之事件2。一如其他

權限爭議(如：事物管轄、土地管轄)，審判權爭議可能推遲本案審理達數月

或數年之久，而審判權爭議蔓延至上級審，更可能使下級審既為之本案審

理、裁判化為烏有。因此，包含審判權在內之權限爭議，如不妥善規劃其審

理程序，恐將成為好訟或不肖當事人，取之不盡之拖延訴訟手段，而對造當

事人及法院卻又無可奈何3。 

關於審判權之審查與爭議確定程序，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原本採取一致

之處理方式。惟於 1958 年以後，民事訴訟法在加速權限(此指廣義之權限概

念，包含土地管轄、事物管轄、審判權)審查程序之改革呼聲中，一併修訂

審判權之審查與爭議確定程序。然而，行政訴訟程序不受民事訴訟法修訂影

響4，民事訴訟法之片面修訂，使得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內部關於審判權審查

與爭議確定程序之運作方式出現歧異，從而有分別討論必要。 

                                                 
1 請參見：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2f.)；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06。 
2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19。 
3 請參見：J. Vincent, Procédure civile, 19e éd., Dalloz, 1978, p. 402。 
4 法國民事訴訟法早於 1806 年即已法典化，且比行政訴訟程序之規定(首部行政訴訟法典－行政法

院法(Code des tribunaux administratifs)－於1973年才公布施行)更為細緻。早期行政訴訟程序，除

非法令明文排除或性質上不具相容性，法令所未規定之事項，原則上得適用民事訴訟法。但是，

後來中央行政法院基於行政訴訟程序之自主性，而將原則與例外倒置，認為：原則上，法院之行

政性(caractère administrative)要求排斥民事訴訟規定之適用，從而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並不當然適用

於行政法院，行政法院亦無須理會民事訴訟法之新增規定。請參見：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16；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 
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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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行政法院審判權之審查與爭議確定程序 

依據行政法院之判例5，所有有關行政法院權限之規範均具有「強行性」

(caractére d’ordre public)，當然也包含審判權分配規範。根據審判權分配規範

之強行性，可得出以下三個推論： 

一、當事人之權利 

當事人有權於訴訟程序之任何階段，主張受訴法院無受理訴訟之審判權

限。根據中央行政法院之判例，行政法院是否有審判權，為當事人於訴訟程

序之任何階段，均得提出之「公共秩序問題」(question d’ordre public)6。因此，

即便是本案辯論後，當事人(尤指被告)於第一審之任何階段均得否認行政法

院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行政法院必須就當事人之異議表示意見，亦即針對

行政法院有無審判權作出裁判。關於行政法院審判權之裁判，當事人原則上

得聲明不服，或為第二審上訴或為法律審上訴，則視具體情形而定。此外，

縱使當事人未於第一審提出無審判權異議，於「上訴審」(appel)或「廢棄審

(法律審)」(cassation)仍得隨時提出，此為審判權問題事涉公共秩序之當然

結果7。 

二、法院之義務 

行政法院審判權之存否，為法官應「依職權」(d’office)審查之公共秩序

問題8。更確切來說，即便當事人未對行政法院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提出異

議，行政法院如認為事件應歸普通法院審判，即應依職權宣示無受理之權

限，而無任何裁量空間9。第一審法院如此，上訴審及法律審亦是如此10。然

                                                 
5 由於早期缺乏法典化之行政訴訟法，大部分之行政訴訟基礎規則，是由中央行政法院之判例所形

成。於行政訴訟法法典化後，只要法令無相反規定，這些判例形成之基礎原則對法院仍有拘束力，

違反此等判例之裁判，仍得為上級審廢棄。請參見：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05。 

6 請參見：CE 4 octobre 1967, Trani, http://www.legifrance.gouv.fr/。 
7 請參見：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3)；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91。 
8 請參見：CE 4 octobre 1967, Trani, http://www.legifrance.gouv.fr/。 
9 請參見：CE 2 mars, 1923 Herrero, Rec. p. 215引自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 

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3) F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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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審判權業經審查之事實，不必然會出現在判決理由中。當事人若無提出

異議，而法官也認為沒有必要對此說明理由時，即無須在判決理由中特別交

代11。 

三、當事人不得合意審判或合意排除審判 

行政法院審判權之相關規定屬強行規定，當事人不得以明示或默示之合

意排除其適用。縱使當事人合意向行政法院起訴，行政法院亦不受當事人合

意之拘束，受訴之行政法院如認為無審判權，應將訴訟「駁回」(rejeter)12。 

第二項  普通法院審判權之審查與爭議確定程序 

一、一九五八年以前 

原本，普通法院之判例根據舊民事訴訟法第 168 條，將權限規定區分為

兩類：涉及公共秩序與僅涉及私人利益。普通法院始終認為，普通法院是否

有審判權事涉公共秩序。因此在1958年12月22日第58-1289號命令生效前，

普通法院對於審判權問題之處理程序，與前述有關行政法院之程序相同13： 

- 於訴訟程序之任何審級及任何階段，當事人均得主張普通法院無審判權。 

- 對於法院之審判權裁判得為上訴。 

- 即使當事人未對普通法院之審判權提出異議，法院仍須依職權審查普通法

院有無審判權。第一審法院如此，上訴審與法律審亦是如此。 

二、一九五八年後之改革 

為避免權限爭議延宕訴訟進行，自 1958 年起，民事訴訟陸續增訂加速

                                                                                                                                                
10 請參見：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3)；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93。 
11 請參見：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93。 
12 請參見：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3)；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97。 
13 Vgl. 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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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簡化權限爭議之審理程序。如今相關規定已統一納入「新民事訴訟法」

(Nouveau Code de procédure civile)，其中有關審判權之審理與爭議確定程序

如下： 

1、限制當事人之權利：限制無審判權異議之提出時點 

新民事訴訟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程序上抗辯，應於為實體上防

禦或提出訴訟不得受理事由前同時提出，否則不予受理。即使抗辯所援用之

法規，具有公共秩序性質者，亦同。14」根據此一規定，雖普通法院之審判

權涉及公共秩序，然被告若認為原告不應向普通法院起訴時，仍應於為任何

實體上防禦或提出訴訟不得受理事由之前，亦即訴訟「開始時」(in limine 
litis)，說明事件不屬普通法院審判之理由15，並與其他訴訟上抗辯一併提出，

否則不予受理16。 

2、緩和審判權規範之公共秩序性：取消法院職權審查審判權歸屬之義務 

依舊民事訴訟法第 171 條之規定，普通法院應依職權宣告事件不屬普通

法院審判17。自從 1958 年 12 月 22 日之命令施行後，普通法院不再應依職權

審查其審判權之存否，而是得依職權審查18。依新法之規定，所有審級法院

均有依職權審查審判權存否之權限，惟此僅為法院之權限。於當事人未主張

事件應歸行政法院審判，而對受訴法院提出無審判權異議時，若無重大疑

義，上訴法院及最高法院，得不行使此項權限19。正是因為上訴法院與最高

                                                 
14 其原文為：«Les exceptions doivent, à peine d'irrecevabilité, être soulevées simultanément et avant toute 

défense au fond ou fin de non-recevoir. Il en est ainsi alors même que les règles invoquées au soutien de 
l'exception seraient d'ordre public.» 

15 法國新民事訴訟法第75條規定：「如認為受訴法院無受理訴訟權限，提出此抗辯之當事人應說明

理由，否則不予受理，並且在所有場合，均應說明案件應向那一法院起訴。」其原文為：«S'il est 
prétendu que la juridiction saisie est incompétente, la partie qui soulève cette exception doit, à peine 
d'irrecevabilité, la motiver et faire connaître dans tous les cas devant quelle juridiction elle demande que 
l'affaire soit portée.» 

16 請參見：L. Cadiet, Droit judiciaire privé, 3e éd., Litec, 2000, nº 699。 
17 Vgl. 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4). 
18 請參見：L. Cadiet, Droit judiciaire privé, 3e éd., Litec, 2000, nos 702 et s.；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94。 
19 請參見：Cass. civ. 1re, 20 déc. 1976：Bull. civ. I, no 417, http://www.legifrance.gouv.fr/，此為實務及學

界通說。少數說則主張，案件審判權屬行政法院時，普通法院並非有權限，而是有義務宣告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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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無依職權審查審判權存否之義務，當事人不得於上訴審或法律審「初次」

(pour la première fois)主張普通法院無審判權20。因此，當事人僅得於初審，

且應於任何實體防禦或提出訴訟不得受理事由之前，提出受訴法院無審判權

之異議21。不過，當事人雖不得於上訴法院或最高法院初次提出普通法院無

審判權之異議，於合法提出上訴時，上訴法院或最高法院仍得依職權宣告普

通法院無審判權22。 

三、學界之批評 

新法規定之旨趣在於加速與簡化審判權爭議之解決程序，此種立法目的

殊值肯定。然而令人遺憾的是，立法者採取之措施卻是不合理且亂無章法之

制度，而為法律秩序所不容。審判權存否是一個特別重要之問題，法官如得

自由決定是否審查審判權之存否，那麼制定審判權限分配規則又有什麼作用

呢23？在當事人僅得於訴訟開始時主張普通法院無審判權之狀態下，法官此

種權限就更令人產生疑慮24。此外，最令人不解的是，行政法院與普通法院

間法律狀態之差異，行政法院絕無權限受理不屬其審判權之訴訟；反之，除

非當事人及時提出無審判權異議，或省長提出積極衝突程序，否則普通法院

擁有決定是否裁判行政訴訟事件之權限。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之合憲性也相

當令人懷疑，畢竟有關規定僅為「命令」(décret)，而根據憲法，二審判系統

法院間之審判權限分配，係屬「立法事項」(matière législative)25。

                                                                                                                                                
判權。請參見：J. Vincent, Procédure civile, 19e éd., Dalloz, 1978, p. 416 note 5。 

20 請參見：Cass. civ. 1re, 16 nov. 1982：Bull. civ. I, no 331, http://www.legifrance.gouv.fr/；Cass. soc. 19 juin 
1987：Bull. civ. V, no 398,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 
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4)；J. Vincent, Procédure civile, 19e éd., 
Dalloz, 1978, p. 416。 

21 請參見：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92。 
22 請參見：Cass. civ. 1re, 19 mars 1996：Bull. civ. I, no 138, http://www.legifrance.gouv.fr/。 
23 請參見：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95。 
24 Vgl. 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4). 
25 請參見：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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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現行法 

一、管轄權錯誤：職權移送 

為盡可能降低「管轄權錯誤」(erreur de compétence)對原告所造成之不

利益，使原告無庸重新起訴、再度承擔管轄權錯誤之風險，自 1972 年 2 月

22 日第 72-143 號命令起1，行政訴訟創設行政法院內部之管轄移送制度。依

現行「行政審判法」(Code de justice administrative)第R. 351-3 條之規定2，受

訴法院不得以無管轄權為由將訴訟駁回，而應自行指定有管轄權之行政法院

或轉交由中央行政法院訴訟部門之庭長指定。除非主張行政法院無審判權，

此項指定拘束當事人、受移送法院及後續之審級法院3。據此，所有管轄權錯

誤均由法院依職權更正，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或聲請。受訴法院應主動告

知原告選擇錯誤之行政法院起訴，並將事件移送至有管轄權之行政法院。駁

回不再是管轄權錯誤之法律效果，蓋原告提起訴訟可以被理解為向行政法院

                                                 
1 為因應案件之增長與符合促進訴訟之要求，2002年4 月19日第2002-547 號命令，進一步簡化與

改善管轄移送制度，請參見：Journal officiel "Lois et Décrets" 94 du 21 avril 2002 p. 7137, http:// 
www.legifrance.gouv.fr/。  

2 法國行政審判法第R. 351-3條規定：「(1) 行政上訴法院或行政法院認為其所受理之案件屬於中央

行政法院以外之行政法院管轄者，其院長或院長指定之法官立即將卷宗轉交至有管轄權之法院。

(2) 不過，如遇有特殊疑義情形，得立即將卷宗轉交中央行政法院訴訟部門之庭長，由其解決管

轄權問題，將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裁判分配給有管轄權之法院。」其原文為：«(1) Lorsqu'une cour 
administrative d'appel ou un tribunal administratif est saisi de conclusions qu'il estime relever de la 
compétence d'une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autre que le Conseil d'Etat, son président, ou le magistrat qu'il 
délègue, transmet sans délai le dossier à la juridiction qu'il estime compétente.(2) Toutefois, en cas de 
difficultés particulières, il peut transmettre sans délai le dossier au président de la section du contentieux du 
Conseil d'Etat qui règle la question de compétence et attribue le jugement de tout ou partie de l'affaire à la 
juridiction qu'il déclare compétente. » 

3 法國行政審判法第R. 351-9條規定：「法院依第R.351-3條第1項受案件之移轉，而未援用第R.351-6
條第2項規定者，或由中央行政法院訴訟部門之庭長宣告有管轄權者，其管轄權不得由法院本身、

當事人、上訴或廢棄審法院再行提出審理。惟主張行政法院無審判權者，不在此限。」其原文為：

«Lorsqu'une juridiction à laquelle une affaire a été transmise en application du premier alinéa de l'article 
R. 351-3 n'a pas eu recours aux dispositions du deuxième alinéa de l'article R. 351-6 ou lorsqu'elle a été 
déclarée compétente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section du contentieux du Conseil d'Etat, sa compétence ne peut 
plus être remise en cause ni par elle-même, ni par les parties, ni d'office par le juge d'appel ou de cassation, 
sauf à soulever l'incompétence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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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救濟之意願4。 

此外，為迅速解決民事訴訟之管轄權爭議，1976 年新增之新民事訴訟法

第 96 條第 2 項規定5，宣告無管轄權之法院，有義務指明其認為有管轄權之

法院，此項指定對於當事人及「受移送之法院」(juge de renvoi)具有拘束力6。 

二、審判權錯誤：駁回 

然而，上述管轄移送制度之思想，並未貫徹至審判權錯誤。不論是行政

訴訟7或民事訴訟8，受訴法院若認為無審判權，除非符合強制移送權限衝突

法院之要件，否則應將訴訟駁回，以表示其無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對此得

原告向其上級法院聲明不服，或立即向另一審判系統法院起訴。 

第二項  從管轄移送到審判權移送？ 

雖然法令不承認法院有跨越審判系統移送事件之權限，不過法院實務曾

有跨越審判系統移送之嘗試。Besançon 上訴法院(cour d’appel de Besançon)
於 1993 年 4 月 6 日之裁判，即以事件應歸行政法院審判為由，將事件移送

至Besançon 行政法院(tribunal administratif de Besançon)。然而，最高法院認

為，根據新民事訴訟法第 96 條之規定，當法院認為事件應歸行政法院審判

時，僅得將事件發回當事人，由當事人自行決定提起上訴或向行政法院起

                                                 
4 請參見：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315。 
5 法國新民事訴訟法第 96 條第 2 項規定：「其他所有情形，宣告無管轄權之法院指定有管轄權之法

院。此項指定拘束當事人及受移送法院。」其原文為：«Dans tous les autres cas, le juge qui se déclare 
incompétent désigne la juridiction qu'il estime compétente. Cette désignation s'impose aux parties et au 
juge de renvoi.» 

6 請參見：J. Vincent, Procédure civile, 19e éd., Dalloz, 1978, p. 436；L. Cadiet, Droit judiciaire privé, 3e éd., 
Litec, 2000, no 711。 

7 請參見：R. Chapus, Droit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8e éd., Montchrestien, 1999, nº 316。 
8 法國新民事訴訟法第 96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認為案件屬於刑事法院、行政法院、仲裁法院或外

國法院之權限者，僅將案件發回當事人，由當事人自行決定之。」其原文為：«Lorsque le juge estime 
que l'affaire relève de la compétence d'une juridiction répressive, administrative, arbitrale ou étrangère, il 
renvoie seulement les parties à mieux se pourvoir.» 另請參見：J. Vincent, Procédure civile, 19e éd., 
Dalloz, 1978, p. 442 et s.；L. Cadiet, Droit judiciaire privé, 3e éd., Litec, 2000, no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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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而不得將事件移送至明確指定之行政法院9。 

關於不承認審判權移送制度之理由，學說普遍之說法是，各審判系統法

院不能也不適於強制性指定另一審判系統法院為受移送法院10。然而，移送

於學理上並不必然對受移送法院具有強制拘束力。比如說，根據行政審判法

第 R.351-6 條第 2 項之規定，行政上訴法院或行政法院院長之指定，對受移

送之行政上訴法院或行政法院並無拘束力，受移送之行政上訴法院或行政法

院院長，若認為其法院無管轄權，得自收受卷宗起三個月內，將卷宗移交中

央行政法院訴訟部門之庭長，請求其解決管轄權問題，並將事件全部或部分

之裁判分配給其認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換言之，行政上訴法院或行政法院之

移送，對於受移送之行政法院並無拘束力，如受移送法院亦自認無管轄權，

即產生行政法院內部之管轄權消極衝突。此衝突由行政審判系統之最高審判

機關－中央行政法院－解決。 

近來O. Gohin 即主張仿效此種模式，創設由受訴法院將事件由所屬審判

系統移送至另一審判系統之程序(création d’une procédure de renvoi d’un ordre 
juridictionnel vers l’autre à l’initiative de la juridiction saisie)。依其見解，若受移

送之他審判系統法院亦自認無審判權，而應由移送法院所屬之審判系統審判

時，符合強制移送之要件。因此，前者應將事件移送至專門解決審判權衝突

之法院－權限衝突法院，以終局裁判審判權之歸屬。依此模式，遇有審判權

錯誤，或甚至是審判權消極衝突時，訴訟程序即可連續而不中斷11。

                                                 
9 請參見：Cass. civ 1re, 16 mars 1999：Bull. civ. I, no 90, http://www.legifrance.gouv.fr/。 
10 請參見：A. Joly, Ordentlicher Rechtsweg und Verwaltungsrechtsweg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DÖV 

1968, 611(614)；L. Cadiet, Droit judiciaire privé, 3e éd., Litec, 2000, no 712。 
11 請參見：O. Gohin,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3e éd., Litec, 2002, no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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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概  論 

第一目  權限衝突法院之職權1 

法國權限衝突法院之功能在於解決兩個審判系統法院間之若干衝突。當

數個法院同時肯認或否認其權限時，則存在權限衝突。若為同一審判系統法

院間之衝突，可由該審判系統之上級法院解決。若為分屬普通法院與行政法

院系統之法院間之衝突，則為審判權衝突，僅能由權限衝突法院解決。長久

以來，此項任務為權限衝突法院之唯一任務。程序上分為積極衝突程序與消

極衝突程序兩種。 

由於欠缺解決「裁判衝突」(conflit de décisions)之程序規定，遂生權利

保護之「漏洞」(lacune)。為增進對當事人之權利保護，1932 年 4 月 20 日之

法律擴充權限衝突法院之職權，由其解決導致「拒絕權利保護」(déni de justice)
之確定裁判間之衝突。此為向權限衝突法院起訴之第三種程序。不過，與積

極衝突及消極衝突不同的是，權限衝突法院於此並非決定審判權歸屬，而是

自為本案裁判，以取代兩個相互矛盾之裁判2。 

最後，為使審判權衝突之解決更迅速、合理，1960 年 7 月 25 日之命令，

創設簡化審判權衝突解決程序之新規範－「移送程序」(procédures de 
renvoi)。於消極衝突方面，權限衝突法院之任務不再是事後解決，而是事前

「預防」(prévenir)。此外，為使法院二元制之運作更順暢和諧，同一命令更

於審判權衝突之外，進一步賦予權限衝突法院，於各最高審判機關遇有審判

權重大疑義時，決定審判權歸屬之權限。  

                                                 
1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88；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5 
et s.；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39。 

2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88 et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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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權限衝突法院作用之性質與影響 

權限衝突法院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法院」(juridiction)3。不論是解決審判

權衝突還是裁判衝突，權限衝突法院之任務均在解決「法律上爭議」(litige juri- 
dique)，因此權限衝突法院所行使者為「司法作用」(nature juridictionnelle)4。 

如果僅從權限衝突法院組織及程序之相關規定考察，權限衝突法院之影

響似乎侷限於公、私法區分之發展。因為扣除裁判衝突情形，其權限僅限於

決定何種法院有受理特定事件之權限，而該事件「實體法」(fond du droit)之
適用問題，為該有審判權法院之權限。然而，權限衝突法院常常必須對「事

實」(faits)進行評價與定性，以及解決若干「實體問題」(questions de fond)。
權限衝突法院此種權限之擴充，是由於解決審判權問題往往須對本案事實關

係及「法律基礎」(fond du litige)進行評價。「審判權與本案間之此種關連性」

(la liaison de la compétence et du fond)5表明，權限衝突法院裁判審判權歸屬之

際，亦可能同時預斷本案問題之處理方向6。 

此外，即使權限衝突法院之任務為決定有審判權之法院，其裁判對於應

適用之法律仍有深遠影響。蓋權限衝突法院於裁判審判權歸屬時，亦同時決

定往後應適用之法規究係公法領域抑或私法領域，不僅決定「本案」(l’espece)
所應適用之法律制度，亦包括所有可得相提並論之事件7。換句話說，權限衝

突法院於解決審判權衝突之際，除概括劃定行政訴訟審判權之界線外，並同

時劃定行政法之適用領域8。1873 年 2 月 8 日之Blanco 判決9即是顯例，該判

決認為「國家責任」(responsabilité de l’État)不適用民法典所形成之規則，確

                                                 
3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07。 
4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83 et 589。 
5 關於「審判權與本案間之關連性」，請參見：A. Van Lang, Juge judiciaire et droit administratif, L.G.D.J., 

1996, nos 360 et s.。 
6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6。 
7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7。 
8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89。 
9 判決全文可查閱：http://www.legifrance.gou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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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行政法之自主性原則」(principe de l’autonomie du droit administratif)10，

而被Léon Duguit 譽為法國行政法之基石(pierre angulaire)11。 

權限衝突法院之裁判對於訴訟當事人之地位亦有若干影響，因為訴訟程

序及審級制度，均隨審判權歸屬何方而有不同。諸如，普通法院之訴訟程序

較行政法院耗費勞力、時間、費用，而行政法院法官較少使用「假處分程序」

(procedure de référé)12。 

第二項  組織構成與運作方式：嚴格之對等原則 

權限衝突原本是由主持國家諮政院之國家元首解決，實際上是由國家諮

政院解決，根據當時對權力分立原則之理解，權限衝突程序之作用在於確保

行政權相對於普通法院之獨立性。不過，於委任司法時代，為尊重行政法院

與普通法院間之平等地位(égalité)，審判權衝突之解決為兩種法院之「共享

權」(partage du pouvoir)。基於此指導原則，1872 年法律所設置之權限衝突

法院，不論是其「組織構成」(composition)或是「運作方式」(fonctionnement)
均受到「對等原則」(principe de la parité；paritarisme)嚴格之支配13。 

第一目  權限衝突法院之組織構成 

為解決兩種法院間之衝突，組織依據「仲裁概念」(conception arbitrale)
設計權限衝突法院。權限衝突法院之仲裁性質表現在其「等席結構」(structure 
paritaire)。於此對等基礎上，權限衝突法院係由各審判系統之最高法院法官

代表組成14。 

                                                 
10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2。 
11 請參見：http://fr.wikipedia.org/wiki/Arrêt_Blanco。 
12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7 et s.。 
13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36；G. Braibant et B. Stirn, 

Le droit administratif français, 5e éd., Dalloz, 1999, p. 459；Ph. Waquet, Regard sur le Tribunal des conflits, 
D. 2002, p. 743(按：Philippe Waquet為法國最高法院榮譽資深法官，曾任權限衝突法院副院長)。   

14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86；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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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872 年 5 月 24 日法律之第 4 編「衝突及權限衝突法院」，權限衝

突法院包含九名正式法官、二名候補法官及一個「公益代表處」(ministére 
public)。這九名正式法官分別為15：「司法部長」(le garde des Sceaux)，並為

當然主席、中央行政法院及最高法院各自選任三名法官、上述六名法官組成

之「選舉人團」(collège)，自行遴選二名正式法官16。權限衝突法院法官每三

年改選一次，連選得連任17。九名正式法官以秘密投票及絕對多數方式選出

副院長18，實際運作上，仍是根據對等原則，每隔三年由中央行政法院法官

及最高法院法官輪流擔任19。 

權限衝突法院之公益代表處20，係由兩名正式「政府專員」(commissaires 
du gouvernement)及兩名候補政府專員組成，每年由共和國總統任命。對等原

則亦適用於政府專員之選任，一半來自中央行政法院之「案件調查官」(maîtres 
des requêtes)，另一半來自「最高法院之檢察官」(avocats généraux)。一名案

件調查官與一名檢察官為正式政府專員，另一名案件查察官與另一名檢察官

                                                 
15 1872 年5月24 日法律第25 條第1項規定：「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間之權限衝突，由如下成員組
成之特別法院裁判：一、司法部長，主席；二、三名由中央行政法院普通職法官選出之普通職法
官；三、三名由其同僚選出之最高法院法官；四、由前述各款選出之其他法官遴選之兩名成員及
兩名候補成員。」其原文為：«Les conflits d'attribution entre l'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et l'autorité judiciaire 
sont réglés par un tribunal spécial composé : 1° du garde des sceaux, président ; 2° de trois conseillers 
d'Etat en service ordinaire élus par les conseillers en service ordinaire ; 3° de trois conseillers à la Cour de 
cassation nommés par leurs collègues ; 4° de deux membres et de deux suppléants qui seront élus par la 
majorité des autres juges désignés aux paragraphes précédents. » 

16 1872年之法律並沒有明文規定，被遴選之成員應來自中央行政法院或最高法院。學說上遂認為立

法者有意讓兩個審判系統法院以外之「社會賢達」(personnalités)充任，不過此一規劃迄今並未曾

獲得實現，實際上仍由兩個最高法院各自選任第四名法官。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2 note 1。 

17 1872年5月24日法律第25條第2項，其原文為：«Les membres du tribunal des conflits sont soumis 
à réélection tous les trois ans et indéfiniment rééligibles.» 

18 1872年5月24日法律第25條第3項，其原文為：«Ils choisissent un vice-président au scrutin secret à 
la majorité absolue des voix.» 

19 請參見：Ph. Waquet, Regard sur le Tribunal des conflits, D. 2002, p. 743。 
20 1850 年 2 月 4 日法律第 6 條(依據 1872 年 5 月 24 日法律的第 27 條回復其適用)規定：「(1) 公益

代表之職務由共和國總統每年選任之二名政府專員擔任，一名自中央行政法院之案件調查官選

任，另一名自最高法院之檢察署選任。(2) 各政府專員應配置以同一方式選任並具有同一位階之

候補政府專員，於政府專員不能視事時，代理其職務。(3) 其任命應於每年司法年度事務分配之

前為之。」其原文為：« (1)Les fonctions du ministère public seront remplies par deux commissaires du 
gouvernement choisis tous les ans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un parmi les maîtres des requêtes au 
Conseil d'Etat, l'autre dans le parquet de la Cour de cassation. (2)Il sera adjoint à chacun de ces 
commissaires un suppléant choisi de la même manière et pris dans les mêmes rangs, pour le remplacer en 
cas d'empêchement. (3)Ces nominations devront être faites, chaque année, avant l'époque fixée pour la 
reprise des travaux du trib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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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候補政府專員。如同於行政法院之政府專員，權限衝突法院之政府專員，

既不代表政府之利益，也不劃歸政府階層體制之內，而係「以公正立場」(en 
toute indépendance)提出法律意見21。 

身兼權限衝突法院院長之司法部長，僅於兩種情況下有主持法院運作之

義務，一是召集並主持法院每三年一次之改選，另一是於法官評議正反同數

時，投出決定性一票。於這種兩情況之外，司法部長仍得出庭，並且當然擔

任審判長指揮法庭活動，不過此時沒有表決權。實際上，權限衝突法院係由

副院長主持，然而副院長之職權僅限於指揮公開法庭與評議之辯論，及會同

「受命法官」(rapporteur)簽署判決，對其職務並未賦予任何特殊權限22。 

第二目  權限衝突法院之運作方式 

權限衝突法院之運作方式與審理程序自成體系，不受民事訴訟及行政訴

訟一般原則之拘束，主要是依據 1849 年 10 月 26 日之命令及 1850 年 2 月 4
日之法律運作。因此，權限衝突法院認為其法官及政府專員不適用「迴避制

度」(récusation)23。 

一、分案(La répartition des dossiers)24 

權限衝突法院之分案規則亦受對等原則支配。案件登記於法院書記處登

記後，隨即依案號之奇偶數進行分配。案號若為奇數，分配給來自中央行政

法院之一名法官，由其擔任受命法官；若為偶數，則分配給來自最高法院之

法官。書記處依據副院長所頒之一般指令，盡可能依據各法官之專業進行分

案。為顧及對等原則，若由中央行政法院法官擔任受命法官，負責提出「法

律意見書」(conclusions)之政府專員，就由來自最高法院之政府專員擔任，

反之亦然。 

                                                 
21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2；Ph. Waquet, 

Regard sur le Tribunal des conflits, D. 2002, p. 743。 
22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2。 
23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3。 
24 請參見：Ph. Waquet, Regard sur le Tribunal des conflits, D. 2002, p.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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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法官處理案件期限並無任何強制性規定，惟依慣例受命法官會在分

案後一個月內，將案件處理完畢。其任務在於提出： 

- 「報告」(rapport)，簡明陳述事實及程序過程； 
- 「註記」(note)，說明所蒐集之參考資料：法律或命令條文、裁判先例、

學說、並提出自己之意見； 
- 「審核」(visas)，指明呈交給權限衝突法院之「文件」(pièces)及有關條文； 
- 一個或數個「裁判草案」(projets de décisions)； 
- 「爭點」(question)，說明有待解決之問題，並附上相關之裁判先例表。 

二、法庭程序25 

權限衝突法院原則上每月開一次言詞辯論庭，平均每年十次。言詞辯論

庭位於中央行政法院內之「權限衝突廳」(salle des conflits)。開庭時間必為週

一下午兩點26。 

1、書記處事先將案件卷宗發給每一位法官，每一案卷包括： 

- 「庭期案件順序表」(rôle)；  
- 「爭點整理表」(feuille des questions)； 
- 受命法官之報告與註記； 
- 裁判草案； 
- 主要文件(權限衝突狀 arrêtés de conflits、有關審判權之裁判書等等)。 

因此，法官得事先研究相關問題，以準備言詞辯論程序。一般而言，

除副院長外，每一位正式法官各報告一個案件，不過也有可能一位法官

報告兩個案件，另一位法官無需報告(因為分案係依各法官之專業為

之)。案件順序表上通常會有五至七個案件。 

                                                 
25 請參見：Ph. Waquet, Regard sur le Tribunal des conflits, D. 2002, p. 744。 
26 權限衝突法院與中央行政法院之關係相當密切，不僅法庭位於中央行政法院之內，權限衝突法院

亦無所屬書記處、法庭行政人員及預算，而是概由中央行政法院支援；其法庭用語、文化、評議

方式及裁判形式等均同於中央行政法院。這是由於 1872 年以前，權限衝突實際上是由國家諮政

院(中央行政法院之前身)解決。請參見：Ph. Waquet, Regard sur le Tribunal des conflits, D. 2002, p.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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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言詞辯論以公開法庭行之。於最高法院或中央行政法院登錄之律師，得

為一方當事人之利益到場，慣例上律師會表示概依書面程序，並聽取政

府專員之法律意見。必要時，律師也例外參與辯論。言詞辯論亦開放旁

聽。 

副院長命依下列次序辯論： 

- 受命法官，報告事實與程序經過； 
- 如有到場，律師； 
- 政府專員，闡述所提法律意見書。 

3、裁判之「評議」(délibéré)秘密為之。副院長宣布言詞辯論終結時，同時

命在場之人退出法庭，隨即展開裁判之評議。先由受命法官宣讀裁判草

案，並提出必要之說明。如受命法官之意見與政府專員一致，且有關判

例已經形成，受命法官簡短說明即可。接著由副院長主持討論，令有意

表示意見之法官發言。先議決案件之結論：屬普通法院或行政法院之審

判權。再就裁判內容進行討論，以使裁判更加清楚或明確。 

4、權限衝突法院之可決人數為五人27，不過八名正式法官往往全員到齊，因

而可能發生「正反同數」(partage)情況28。遇此情況，案件順延到由司法

部長主持之下一次言詞辯論期日，由司法部長決定案件之審判權歸屬。

雖然此種正反同數情況相當少29，不過司法部長於此所扮演之角色還是備

受爭議30。 

                                                 
27 1872年5月24日法律第25條第4項規定：「應有五名法官出席，始能進行評議」其原文為：«Ils 

ne pourront délibérer valablement qu'au nombre de cinq membres présents au moins. » 
28 並無任何證據顯示正反同數結果與法官之出身有關，因為四對四之結果，很少源自是四名中央行

政法院出身之法官與四名最高法院出身之法官之對立。請參見：O. Gohin,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3e éd., Litec, 2002, no 53 note 10。 

29 從1872年至1997年底，權限衝突法院約略作出2800個裁判，當中總共發生15次正反同數情形。

其中 8 個案件，司法部長認為應由行政法院受理，7 個案件應由普通法院受理。詳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4 note 2。 

30 主要是因為司法部長為行政體系之政務官，且不必然是「法律專家」(juriste)，遂有行政部門介入

司法權運作之疑慮產生，被認為是部長法官制之殘留物。為符合委任司法之理念及「法蘭西式權

力分立概念」，學說遂建議應將「正反同數時之裁決權」(voix prépondérante)交由憲法委員會主席

或權限衝突法院副院長行使。相關討論請參見：O. Gohin,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3e éd., Litec,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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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積極衝突 

第一目  積極衝突之性質與基本原則 

審判權積極衝突，係指普通法院自認有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而行政機

關主張事件應屬行政法院權限，或於例外情形援引「政府行為理論」(acte de 
gouvernement)，主張事件完全不受司法審查31。因此，積極衝突不是普通法

院和行政法院間有關受理訴訟審判權限之爭執，而是源自行政機關否認普通

法院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32。積極衝突程序旨在阻止普通法院受理不屬其審

判權之事件。法國實證法之程序規範，與根據「理論上之積極衝突」所設計

之「理想中之積極衝突程序」不盡相符33。此理論與實踐間之差距，有其特

殊之歷史背景。在對普通法院極度不信賴，以及保護行政免於普通法院侵犯

之考量為優先之時代，積極衝突毋寧是行政而非行政法院審判權之防衛程

序。儘管如此，權限衝突法院對於兩種法院間審判權之調節作用，仍不容忽

略34。基此，實證法之積極衝突程序具有以下之性質與基本原則： 

一、公益性 

積極衝突程序旨在確保「審判權限分配秩序」（l’ordre des compétences）
及「權力分立之憲法原則」（le principe constitutionnel de 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故解決積極衝突並非以保護「一般私人利益」(intérêts privés 
quelconques)為目的，而是純粹基於「公共利益」(intérêt public)之考量。基

於此一性質，個人無從促使權限衝突法院介入積極衝突，積極衝突僅能由國

家機關－公益之維護者－向權限衝突法院提起35。 

二、片面性 
                                                                                                                                                

no 53；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3 et s.。 
31 請參見：O. Gohin,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3e éd., Litec, 2002, no 55。 
32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0。 
33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0。 
34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9。 
35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0-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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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積極衝突程序被視為確保審判權劃分秩序之手段，此一程序理應兼

在保護行政法院及普通法院之審判權，惟實際上僅用於保護行政審判權36。

對外國人而言，此制度乍看之下相當不合理。不過，法國法之行政機關與司

法機關分離原則，在大革命時期形成。在當時對司法機關不信任之氣氛下，

配合禁止司法機關介入行政事件而生之積極衝突程序，僅用以保護行政審判

權，是可以理解的。當初對司法機關之顧慮與不信任，自 1872 年以後雖已

逐漸消散，不過基此歷史背景而生之積極衝突程序未隨之變動37。 

基此歷史背景而生積極衝突程序，僅得針對繫屬於普通法院之事件提

出，以終結其訴訟關係，而不得為普通法院之利益，對繫屬於行政法院之事

件提出38。因此，積極衝突之提起是「片面的」(unilatéral)。不過僅提到片面

保護之性質，尚不足以充分刻畫法國積極衝突制度，更須強調其目的不在保

護行政法院之審判權，而是積極行政本身。因此，只有作為積極行政代表之

省長，才有資格提起積極衝突39。 

三、嚴格性 

惟為避免行政恣意使用此防禦性武器，破壞普通法院之正常運作，自

1828 年起法國法即對提起衝突之事項與程序，設有嚴格之限制40。 

                                                 
36 於制度設置之初，為行政官法官制及部長法官制，行政審判權由行政機關行使，故制度之初衷在

於保護行政權。 
37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40。 
38 根據 1872 年 5 月 24 日法律第 26 條之規定，各部會首長得向權限衝突法院請求收取中央行政法

院所受理不屬行政訴訟之案件。遂有學者認為此條規定為積極衝突之平行程序，旨在避免中央行

政法院侵犯普通法院之審判權(請參見：O. Mayer, Theorie des französischen Verwaltungsrechts, 1886, 
S. 149f.；M.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et de droit public, 12e éd., Recueil Sirey, 1933, p. 337 
note 5)。雖然此種解釋可能性無法被排除，不過通說認為此規定旨在禁止行政法院受理不受任何

法院審查之「政府行為」(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0-2o；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26 note 2；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0)。不過，實務迄今未曾出現相關案例，因此本規定僅具學理討論價值。 

39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0-2o et s.。 

40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40；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0-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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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  積極衝突程序 

一、積極衝突程序之提出 

1、 得提起積極衝突程序之時點 

原則上，從普通法院受理訴訟後至裁判確定前，均得主張普通法院無審

判權，而提起積極衝突程序。於 1828 年以前，即使裁判確定後，積極衝突

之提起亦屬合法。1828 年 6 月 1 日之敕令，對提起衝突程序之權限，開始設

定時間限制。實際上，權限衝突法院之判例對於提起衝突之時點，有日趨嚴

格之趨勢。起初，權限衝突法院認為，唯有「確定之本案裁判」(jugement 
définitif sur le fond)始能妨礙衝突程序之提起，單純之「審判權裁判」(jugement 
sur la compétence)即使具有「既判力」(force de chose jugée)亦不妨礙衝突之

提起。如今，權限衝突法院認為，一旦普通法院有關審判權之裁判確定後，

省長即不得再主張普通法院無審判權，而提起積極衝突程序41。 

2、 提起積極衝突程序之有權機關 

唯獨行政機關有提起積極衝突程序之權限。有權提起衝突之人，是受理

訴訟第一審法院所在地之「省長」(préfet)。儘管省長於積極衝突程序過程中

扮演此一角色，並不因此取得訴訟當事人之資格42。 

3、 提起積極衝突之程序 

(1) 無審判權異議狀43 

提出「無審判權異議狀」(déclinatoire de compétence)為積極衝突之第一

道程序。省長透過此異議狀，請求普通法院拒絕受理系爭事件。異議狀為積

極衝突程序必不可少之程序，省長不得未經異議狀程序，逕行向權限衝突法

院提出「權限衝突狀」(arrêté de conflit)。異議狀透過「檢察署」(ministére public)

                                                 
41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2；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33。 
42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35。 
43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35 e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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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交給受訴法院。異議狀須記載禁止普通法院審理此種訴訟之法律條文基

礎，如未引用相關條文，異議狀及後續之權限衝突狀均歸「無效」(nullité)。  

異議狀迫使受訴法院對其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為裁判。如受訴法院認同

異議狀，即裁判宣示無審判權，繫屬於普通法院之訴訟因而終結，原告得提

起上訴或另行向行政法院起訴；受訴法院如自認有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應

駁回異議狀，惟於駁回異議狀後，不得立即為本案裁判，應等待提起權限衝

突狀期限屆滿，如受訴法院未待期限屆滿而逕為本案裁判，其裁判「無效」

(nul et non avenu)。 

於受訴法院之審判權裁判宣示後五日內，共和國檢察官(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將裁判副本連同其「法律意見書」(conclusions)送達省長。 

(2) 權限衝突狀 

省長得於裁判送達後十五日內提出權限衝突狀。期限屆至後，省長不得

再提出權限衝突狀，亦不得再次提出無審判權異議狀使期間復活。衝突狀之

提出應針對駁回異議狀之裁判，並附具理由。 

提出權限衝突狀有兩個法律效果：一方面，迫使普通法院於權限衝突法

院裁判前「停止訴訟程序」(surseoir à statuer) ；另一方面，向權限衝突法院

起訴，因而完成積極衝突之提起程序44。實際上，是由檢察官將案卷轉交司

法部長，司法部長再轉交權限衝突法院45。 

二、積極衝突之裁判 

訴訟停止期間不能持續太長，以免過度損及訴訟當事人之權益，故權限

衝突法院依法應於三個月內作成裁判。如於三個月期間屆滿一個月後，普通

法院還未收受權限衝突法院裁判之送達，得進行事件之本案審理與裁判。不

過於普通法院為本案裁判前，權限衝突法院仍保有權限衝突之裁判權限。 

權限衝突法院不受無審判權異議狀及權限衝突狀所援用條文及攻擊防
                                                 
44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5。 
45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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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方法之拘束，於裁判時得援用其他法律條文作為依據46。如權限衝突法院

認可權限衝突狀，即認為普通法院無審判權時，訴訟程序之停止，轉化為普

通法院訴訟關係之終局終結，訴訟當事人間接被迫向有審判權之行政法院提

起訴訟47。權限衝突法院可能基於實體理由或者「形式或程序瑕疵」(vice de 
forme ou de procédure)廢棄權限衝突狀。在前一情形，普通法院之訴訟程序回

復進行；在後一情形，於普通法院作成確定之本案裁判或審判權裁判前，省

長得重新開啟積極衝突程序48。 

對於權限衝突法院之裁判，不得聲明不服49。權限衝突法院之裁判具有

「絕對之既判力」(autorité absolue de la chose jugée)，既判力不僅包含「判決

主文」(dispositif)，亦及於「判決理由」(motif)50。 

第四項  消極衝突 

第一目  意義及性質 

消極衝突程序為向權限衝突法院起訴之第二種程序。惟法國法之消極衝

突並非積極衝突之對稱概念51。所謂消極衝突，係指分別隸屬於普通法院與

行政法院之二法院，對於同一事件均自認無審判權限。據此，形成消極衝突

之要件有三52：首先，二受訴法院均自認所屬審判系統法院無審判權；其次，

各受訴法院之無審判權裁判，係以他審判法院有審判權為理由；最後，二法

院之無審判權裁判係針對「同一事件」(le même litige)為之53。 

                                                 
46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38。 
47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3。 
48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38。 
49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6。 
50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39。 
51 請參見：G. Braibant et B. Stirn, Le droit administratif français, 5e éd., Dalloz, 1999, p. 462；M. Lombard, 

Droit administratif, 2e éd., Dalloz, 1998, no 369。 
52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40。 
53 所謂同一案件，根據法國民法第1351條之規定，須為同一當事人(les mêmes parties)、同一訴訟標

的(le même objet)及同一原因事實(la même cause)。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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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衝突呈現出與積極衝突完全不同之面貌。於消極衝突，行政權之地

位絲毫不會受到司法權之威脅，因為兩種法院均宣示無審判權。於消極衝

突，最重要之課題為，如何保護受拒於法院之外而成為「拒絕審判受害者」

(victime d’un déni de justice)之訴訟當事人54。 

第二目  消極衝突程序 

於消極衝突係由當事人直接訴請權限衝突法院確定審判權之歸屬55。由

於消極衝突程序旨在終結拒絕審判之困境，因此沒有起訴期間之限制。後續

於衝突法院之程序與積極衝突程序相同。若確無消極衝突，權限衝突法院應

駁回當事人之請求；如確有消極衝突，權限衝突法院應宣示該事件審判權之

歸屬，及宣告有審判權法院所為之無審判權裁判為無效(déclarer nul et non 
avenu)，並將「事件」(la cause)及「當事人」(les parties)「發交」(renvoyer)
該法院56。 

    此古典消極衝突程序之最大缺失在於，極度耗費勞力、時間、費用。於

當事人被迫向權限衝突法院起訴之前，通常已先耗費數年時間於普通法院，

繼而再耗費數年光陰於行政法院，當然也包含其間所耗損之金錢與勞力。當

事人很有可能因此感到氣餒，而放棄向權限衝突法院請求救濟57，畢竟權限

衝突法院所能為者，僅為解決審判權衝突、確定審判權歸屬，而無法滿足當

事人可能之實體權利。實體權利之實現仍須藉由有審判權之法院。此為因國

家設置之程序障礙，致使當事人放棄接近司法、追求實體權利之典型。1960
年 7 月 25 日命令設置之移送程序，目的即在於改革無效率之消極衝突程序。 

                                                 
54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7；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4。 
55 1849年10月26日法令第17條第1項：「行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對同一問題分別宣告其無受理權限

時，由利害當事人直接訴請權限衝突法院確定權限之歸屬。」其原文為：«Lorsque l’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et l’autorité judiciaire se sont respectivement déclarées incompétentes sur la même question, 
le recours devant le Tribunal des conflits, pour faire régler la compétence, est exercé directement par les 
parties intéressées.» 

56 請參見：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40 et s.；TC, 21 
juin 2004；TC, 28 mai 2004, http://www.legifrance.gouv.fr/。 

57 請參見：G. Braibant et B. Stirn, Le droit administratif français, 5e éd., Dalloz, 1999, p.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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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移送制度 

1960 年 7 月 25 日命令增訂兩種移送程序，其共同目標在於「簡化」

(simplifier)權限衝突之構造以及「加速」(accélérer)權限衝突之解決。為此，

有別於傳統之衝突程序，新增之移送程序責由受訴法院將事件審判權歸屬問

題移送由權限衝突法院審理，而不再由行政機關或當事人向權限衝突法院起

訴。不過同為 1960 年命令所創設之二移送程序，其間仍存有巨大差異58。 

第一目  避免消極衝突之移送(強制移送) 

古典之消極衝突程序以兩個確定之無審判權裁判為前提，而「強制移送

程序」(procédure de renvoi obligatoire)新穎之處在於，一旦衝突之發生「可得

確定」(certain)時，未待其確實「發生」(né)，立即由權限衝突法院介入，

以加速消極衝突之解決59。如一事件已遭法院以無審判權為由駁回確定，當

事人向另一審判系統之法院起訴，如該後訴法院亦認為無審判權時，根據

1960 年之新規定，後訴法院不得為無審判權裁判，而應(doit)以「附理由之裁

判」(jugement motivé)，將審判權問題移送至權限衝突法院，並於權限衝突

法院裁判前停止訴訟程序60。 

權限衝突法院如認為事件應由先前為無審判權裁判之法院審理，應宣告

該法院之無審判權裁判為「無效」(nul et non avenu)、移送法院所為移送裁

                                                 
58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603。 
59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604；C. Debbasch et J.-C. Ricci,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7e éd., Dalloz, 1999, p. 142。 
60 1960 年 7 月25 日第 60-728 號命令修訂之 1849 年 10 月 26 日命令第 34 條規定：「普通法院或行

政法院之一法院，已以所屬審判系統法院無受理訴訟權限為由，透過不得再上訴之裁判否認所屬

審判系統法院之權限，所有受理同一訴訟之另一審判系統法院，認為該案件屬最初受理訴訟審判

系統法院之權限者，應以不得聲明不服之附理由裁判，將由此產生之權限問題移送權限衝突法院

裁判，並於權限衝突法院裁判前停止一切訴訟程序。」其原文為： «Lorsqu'une juridiction de l'ordre 
judiciaire ou de l'ordre administratif a, par une décision qui n'est plus susceptible de recours, décliné la 
compétence de l'ordre de juridiction auquel elle appartient au motif que le litige ne ressortit pas à cet ordre, 
toute juridiction de l'autre ordre, saisie du même litige, si elle estime que ledit litige ressortit à l'ordre de 
juridictions primitivement saisi, doit par un jugement motivé qui n'est susceptible d'aucun recours même en 
cassation, renvoyer au Tribunal des conflits le soin de décider sur la question de compétence ainsi soulevée 
et surseoir à toute procédure jusqu'à la décision de ce trib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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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以外之程序行為無效，並將事件及當事人發交有審判權之法院審理61；如

認為事件應由移送法院審理，應宣告移送裁判為無效，並將事件及當事人發

回該法院62。權限衝突法院之裁判終局解決審判權歸屬問題，不僅拘束各審

判系統法院，對行政機關亦有拘束力。若事件確定應由普通法院審理，行政

機關不得再提起積極衝突程序63。 

相較於古典之消極衝突程序，強制移送程序具有以下之簡速性特徵： 

- 於新制度，不是由當事人而是由後訴法院向權限衝突法院起訴。當事人之

負擔因此減輕，衝突程序之進行也一併加快64。 

- 一旦後訴法院自認無審判權，即有移送義務。對於移送裁判不得聲明任何

不服，因此無須於後訴法院進行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相較於古典程序，

直接而強制訴請權限衝突法院確定審判權歸屬，至少能節省一半之勞力、

時間、費用，審判權歸屬因而得迅速獲得終局釐清65。 

儘管如此，強制移送程序仍須以第一個無審判權裁判確定為前提，且如

同在消極衝突，須針對同一事件(同一之原因事實、訴訟標的及當事人)，以

及無審判權裁判係以他審判系統法院有審判權為理由66。因此移送程序雖為

強制性，但僅能排除絕對大部分消極衝突之發生。古典之消極衝突程序於下

列兩種例外情況－殘存消極衝突，仍得派上用場：一、於第一個無審判權裁

判確定前，當事人另行起訴，後訴法院於第一個裁判確定前自認無審判權，

因未該當強制移送之要件，後訴法院亦為無審判權裁判。二、後訴法院違反

其移送之義務，不裁判移送，反而為無審判權裁判67。 

                                                 
61 例如，TC 21 mars 2005, http://www.legifrance.gouv.fr/。 
62 例如，TC 21 juin 2004, http://www.legifrance.gouv.fr/。 
63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44。 
64 請參見：G. Braibant et B. Stirn, Le droit administratif français, 5e éd., Dalloz, 1999, p. 463。 
65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44。 
66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5。 
67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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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解決審判權重大疑義之移送(任意移送) 

當最高審判機關－中央行政法院或最高法院－審理引起審判權歸屬「重

大疑義」(difficultés sérieuses)且涉及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分離之案件時，得

(peut)以附理由之裁判，將審判權歸屬問題移送至權限衝突法院為終局確

定，此即所謂「任意移送」(renvoi facultatif)68。 

權限衝突法院之裁判方式如同於強制移送，權限衝突法院指明有審判權

之審判系統，必要時並廢棄移送法院方面所為之裁判。例如，案件係由最高

法院移送，權限衝突法院認為行政法院有審判權，則廢棄第一審及上訴法院

所為肯認普通法院審判權之裁判。權限衝突法院之裁判具有拘束各審判系統

法院及行政機關之效力，行政機關今後不得對此權限衝突法院之「既判案件」

(question jugée)提起積極衝突程序69。 

此種移送程序與強制移送程序明顯有所不同： 

- 於此種移送程序，並無兩種法院關於審判權歸屬之歧異見解。僅有一種法

院受訴，而另一種法院尚無就審判權歸屬表示意見之機會。案件上訴至其

中一個最高審判機關，而此最高審判機關認為案件引起之審判權問題相當

棘手，將來可能引發兩個最高審判機關間之法律見解分歧，為避免可能之

分歧，乃請求權限衝突法院解決審判權歸屬之疑義。長遠觀之，此種移送

程序實際上也是一種預防措施。不過其主要目的在於謀求「司法之順暢運

                                                 
68 1960年7月25日第60-728號命令修訂之1849年10月26日命令第35條規定：「(1) 受理爭訟事

件之中央行政法院、最高法院或其他所有為終審裁判而不受中央行政法院或最高法院監督之法

院，無論是受理本案訴訟還是審判權抗辯，於審理引起審判權重大疑義且涉及行政與司法機關分

離之案件時，得以附理由而不得聲明不服之裁判，將審判權之裁判移交權限衝突法院。(2) 前項

情形，所有訴訟程序於權限衝突法院裁判前停止。」其原文為：«Lorsque le Conseil d'Etat statuant au 
contentieux, la Cour de cassation ou toute autre juridiction statuant souverainement et échappant ainsi au 
contrôle tant du Conseil d'Etat que de la Cour de cassation, est saisi d'un litige qui présente à juger, soit sur 
l'action introduite, soit sur une exception, une question de compétence soulevant une difficulté sérieuse et 
mettant en jeu la séparation des autorités administratives et judiciaires, la juridiction saisie peut, par 
décision ou arrêt motivé qui n'est susceptible d'aucun recours, renvoyer au Tribunal des conflits le soin de 
décider sur cette question de compétence. Il est alors sursis à toute procédure jusqu'à la décision de ce 
tribunal.» 

69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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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bonne 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而非訴訟當事人之利益70。 

- 此種移送程序僅得由各該最高審判機關發動。蓋唯有各該最高審判機關能

確切評估審判權問題之實際難度。如此規劃旨在避免下級法院濫用移送程

序，致癱瘓權限衝突法院之運作。 

- 此種移送程序純屬「任意」(facultatif)。中央行政法院或最高法院大可自行

解決審判權問題，而不向權限衝突法院起訴。故而，改革成效可說完全依

賴各最高審判機關之審慎與謙遜71。

                                                 
70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9；J. Morand- 

Deviller, Cour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6e éd., Montchrestien,1999, p. 636。 
71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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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論－存在理由及概念 

清楚瞭解判決衝突制度之內容與旨趣，最簡便之方式是先對引起 1932
年 4 月 20 日立法之案件作簡要說明： 

Rosay 先生於所搭乘之私人車輛與軍用車輛碰撞時受傷，Rosay 先向普

通法院起訴請求私人汽車之駕駛賠償其損害。普通法院有權受理此種私人間

之訴訟案件，不過受訴法院以事故之發生應歸責於軍用車駕駛為由，駁回原

告之訴。於是，Rosay 再向行政法院起訴請求國家賠償其損害，行政法院認

為軍用車之駕駛並沒有任何過失，而應由私人汽車之駕駛負損害賠償責任，

因而駁回原告之訴。兩個法院一致認為原告有請求損害賠償之權利，然而歧

異之事實認定卻使得是項權利如同紙上畫餅「看得到，吃不到」。於車禍受

害者之後，Rosay 再度成為「司法不義之受害者」(victime d’une injustice)。
因為事故既已發生，碰撞原因應可歸責於其中一名駕駛或甚至兩者，相互矛

盾之裁判卻又將 Rosay 逼上絕境。為解決此一僵局，1932 年 4 月 20 日通過

之法律特別規定溯及效力，使Rosay 成為該項法律之第一位受益者1、2。 

「裁判衝突」(conflit de décisions ou contrariété de jugements)與審判權衝

突不同之處在於，裁判衝突不屬「權限衝突」(conflit de compétences)之範疇。

裁判衝突為兩個法院，一為行政法院，另一為普通法院，對於基於同一原因

事實所提起之兩個訴訟，各自認為有審判權3，而為彼此矛盾(contradictoires)
之本案實體裁判。因此種本案裁判矛盾，當事人遭受等同於「拒絕審判」(déni 
de justice)之不利益。根據 1932 年 4 月 20 日之法律，當事人得向權限衝突法

                                                 
1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7。 
2 根據1957年12月31日之法律，所有因交通事故所生之損害賠償之訴，即使公務車輛參與其中，

一律由普通法院審判。自此，類似Rosay之案例事實，不可能再產生判決矛盾情形，不過因Rosay
一案產生之法律，迄今仍然有效。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591。 

3 於兩種法院所提起之訴訟並非同一，因為被告並非同一(一為私人，另一為國家)，因此不構成審

判權積極衝突或消極衝突。 



第五節  附論：本案裁判衝突 51

院請求解決此種裁判衝突情事4。 

二、本案裁判衝突之要件 

要向權限衝突法院起訴必須滿足以下要件5： 

- 當事人針對同一原因事實(交通事故)，就同一訴訟標的(損害賠償)，提起

兩個不同之訴訟(因為被告不同)，一者向普通法院，另一向行政法院。 

- 普通法院及行政法院各自作出確定之本案裁判。 

- 兩個裁判相互矛盾，亦即一裁判所根據之事實或法律基礎，為另一裁判所

不承認。如普通法院認為交通事故係由被害人之過失造成，遂將訴訟駁回，

而行政法院認為行政方面沒有過失，亦駁回訴訟，這兩個裁判之間即沒有

衝突可言，因為兩個裁判所認定之事實在現實上可以並存。 

- 由於裁判矛盾導致拒絕審判之結果6。 

三、本案裁判衝突之程序與裁判 

當事人應於後一裁判確定之日起兩個月內，透過由最高法院或中央行政

法院認許之律師，向權限衝突法院起訴7。不同於審判權消極與積極衝突程

序，權限衝突法院於此並不裁判審判權歸屬，而是就本案自為終局裁判，以

取代兩個互相矛盾之本案裁判8。 

                                                 
4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599。 
5 請參見：J. Rivero et J. Waline, Droit administratif, 18e éd., Dalloz, 2000, no 147。 
6 於審判權消極衝突，拒絕審判之結果是因為找不到法官，於此處，是由於判決間之矛盾。 
7 請參見：M. de Villie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roit public général, Litec, 2002, no 1617。 
8 請參見：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