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我國法 

第一節  前  言 

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審判，依現行法律規定，分由不同性質

之法院審理，係採二元訴訟制度。除法律別有規定外，關於因私法關係所生

之爭執，由普通法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則由行政法院審判之1。

然而，訴訟事件之審判權歸屬，在採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分離之國家，恆屬

難題2。尤其今日，國家為達成行政任務，選擇公法或私法行為作為實施手段

之許可性及可能性高於曩昔，民事事件與行政事件之劃分、辨別之困難更甚

於以往。又於新修正行政訴訟法施行後，隨著行政訴訟審判權之擴充及公法

上權利保護之現代化，民事法院及行政法院今後勢必將嚴格依法自行認定其

審判權之有無，已非如同新制施行前，若干公法爭議事件，因行政爭訟法制

之不健全，得權宜循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補充性質之審判權)3，是以今後

發生審判權錯誤、爭議及衝突之情形，勢必層出不窮4。 

於此二元訴訟制度下，如何不讓當事人承擔因審判法院選擇困難及審判

權衝突所生之不利益，為程序制度設計者(立法者、法學家)所應審慎面對之

問題。惟我國向來立法實務似乎未充分體認其肩負之任務，幾乎將上述不利

益全數歸由當事人承擔；多數法學者向來也僅醉心於實體上公、私法如何區

分之理論5，而鮮少致力於探討如何解決因審判權劃分所衍生之各式各樣程序

法問題。縱使近年來，行政訴訟法全盤修正及民事訴訟法數度大幅翻修，先

後於行政訴訟法(以下簡稱行訴法)第 178 條及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

                                                 
1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466號解釋；司法院釋字第533號解釋理由書。 
2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89號解釋林紀東、諸葛魯、王之倧三位大法官所提之不同意見書；司法院釋字

第533號解釋吳庚大法官所提之協同意見書。 
3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540號解釋理由書；並參見司法院釋字第466號解釋。 
4 另請參見司法院釋字第533號解釋吳庚大法官所提之協同意見書。 
5 請參見：陳錫平，〈審判權錯誤及審判權衝突之研究(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51期，2003
年10月，頁214，註5所引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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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2 條之 1，對審判權衝突採取較迅速之解決方式，但此等規定仍未盡周

全6。對於審判權錯誤之處理方式及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仍未見改革之嘗

試，審判法院選擇錯誤之不利益仍責由當事人承受，審判權歸屬之爭議仍無

從迅速確定。其法律狀態仍停滯於上一世紀兩大訴訟法公布施行之時，實與

當今社會之實際需求嚴重脫節。 

直到本世紀初，審判權錯誤、審判權爭議及審判權衝突等因審判權限劃

分所衍生之諸程序法問題，於程序上如何全面而妥適處理與防範，始逐漸受

到主管機關司法院、學術界及大法官解釋實務應有之重視，而成為相關立法

研議與學術討論之時興議題。90 年 11 月 16 日公布之釋字第 533 號解釋吳庚

大法官所提協同意見書之末段及[註六]率先發難，呼籲仿造德國法院組織法

第 17 條之 1 之立法例指示簡明法則，以消弭「審判權衝突」(按：應指解決

審判權錯誤)7。惟此僅是協同意見書之意見，非解釋文，並無拘束力。91 年

3 月 15 日公布之釋字第 540 號解釋，其解釋文第三段要求經解釋無審判權之

行政法院，除裁定駁回該事件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判權之普通法院。此號

解釋文所稱之「移送」所指為何？是否為吳大法官於釋字第 533 號解釋所呼

                                                 
6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 533 號解釋吳庚大法官所提之協同意見書。另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

「三、」及第二目之說明。 
7 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1之規範內容頗為龐雜，所欲解決之問題約略有四項：一、避免審判權

積極衝突：採優先原則(第1項)；二、避免當事人因審判權錯誤而蒙受不利益：採職權移送制(第

2項第1句)；三、避免審判權消極衝突：賦予移送裁定之審判權宣示具有拘束受移送法院之效力

(第2項第3句)；四、簡化與促進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採「裁定－抗告程序」(第3、4項)，並

排除本案上訴法院關於審判權問題之審查權(第 5 項)。詳細論述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

至第六項之說明。 
吳大法官指示之內容為：「訴訟事件之審判權歸屬發生爭執，在未有相關法律規定前，當事

人向普通法院或行政法院起訴，受理之法院認其無受理訴訟之權限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

送至有受理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替代逕行駁回之裁定。移送之裁定確定時，受移送之法院認其

亦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本院大法官為適用法令之統一解釋。受移

送之法院經本院大法官解釋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再行移送至有受理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第

1 句為處理審判權錯誤之「職權移送制」。第 2 句則因未採避免消極衝突之「移送之拘束力」，故

受移送法院仍得認其亦無審判權，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至第3句僅為第2句之配套。

因此吳大法官於協同意見書[註六]所仿造者，僅有上述德國法中處理審判權錯誤之職權移送制。

至於審判權衝突之解決模式，仍沿襲我國既有之統一解釋制度。陳英鈐(〈基本權利訴願的結構

性變遷〉，輯於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2004年1月，頁120)認為：「釋字第533號解釋吳庚大

法官提出之協同意見書中，早已指出審判權衝突的案件可以運用『德國模式』，有效而且快速地

由民事或行政法院解決，無須勞駕憲法解釋(審判)機關。」此段論述似受吳大法官用語之誤導，

而誤解該號解釋吳大法官協同意見書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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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採納之審判權移送，不無疑義；真正為當事人排除審判權消極衝突之不利

益者，究係違法審判權裁定之無效宣告抑或學界所公認之「移送」，有待釐

清。 

91 年 8 月及 9 月間，司法院向第五屆立法院所提「行政訴訟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之第 12 條之 1 至第 12 條之 48，以及司法院、考試院及行政院會

銜提出之「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之第 7 條至第 10 條9，嘗試透過立法解決

相關問題。昔乎二者均未能於該屆立法院任期屆滿前順利完成立法，基於屆

期不連續原則，必須重新提案。第六屆立法院開議迄今，司法院仍未重新向

立法院提出有關議案，相關修正案何時完成立法仍屬未知數。 

由於上開草案未能順利完成立法，94 年 5 月 6 日公布之釋字第 595 號解

釋，大法官許宗力、賴英照、林子儀及許玉秀提出之部分協同意見書，大法

官彭鳳至及林子儀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不同意見書10，再度呼籲採取審判

權移送以避免審判權錯誤之不利益。有別於釋字第 533 號解釋吳庚大法官協

同意見書，釋字第 595 號解釋之意見書，尤其許宗力等四位大法官之協同意

見書，係從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出發，依附我國既有法律，藉由法官

造法11途徑論證出「移送取代駁回」之結論，而非逕行繼受外國立法例。五

位大法官之呼籲雖遭本號解釋多數大法官以非聲請解釋之標的，而未併予慮

及，惟此非意謂各級法院不得為之。上開意見書未來對於各級法院審判實務

是否產生影響，值得觀察。 

以下，本文擬先分別就審判權錯誤、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及審判權衝突

之規定，探討並具體指出我國現行法及向來學說、實務(含大法官解釋)於處

理上開問題之缺失，以證論改弦易轍之必要性(第二節)。然後，嘗試解讀近

                                                 
8 內容及理由請參見本文附錄一。 
9 內容及理由請參見本文附錄二。 
10 於本號解釋中，林子儀大法官同時加入「部分」意見相左之兩份意見書，頗為突兀，究竟林大法

官是否完全贊成解釋文草案之原則，令人不解(請參見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施行細則第 18
條)。 

11 此份協同意見書雖自況根據「合乎憲法精神之法律解釋原則」或「法律合憲解釋」，嘗試尋求解

釋論上解決之可能性，惟其所憑藉之方法卻為「類推適用」及「目的性限縮」等造法工具。究其

實，其所採之方法論上解決途徑應為「法官造法」（合憲性法之續造）。詳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二

目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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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引起廣泛討論之釋字第 540 號解釋。於此，本文將重新詮釋統一解釋制

度之目的、構造及解釋效力，並從比較法上獲得佐證，闡述經大法官解釋認

定違法之審判權裁判何以「不生拘束力」。繼而釐清所謂「移送」或「審判

權移送」之作用與效力，基於法律概念相對性之體認，從體系及目的觀點論

證本號解釋所稱「移送」並非目前學界通說所認為之「移送」(審判權移送)，

而是另有所指(第三節)。最後，從比較法之觀點，對上開條文草案進行可行

性與妥適性分析，並對現行法及修正草案提出具體修正建議(第四節)。



 

第二節  現行法之解釋與適用 

第一項  審判權錯誤 

第一目  現行法之解釋 

審判權之存在，為法院應依職權審查之本案裁判要件，並有職權探知原

則之適用1，欠缺審判權，法院不得為本案裁判。且審判權之欠缺，依其性質

無從補正，無須經審判長先定期間命原告補正之程序，受訴法院應逕以起訴

不合法，以裁定駁回之2。故除法律就審判權分配別有規定外，倘屬公法上爭

議，當事人向民事法院起訴者，因事件不屬普通法院權限，受訴法院應以其

訴不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民訴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反之，如屬私法上

爭議，當事人卻向行政法院起訴者，受訴法院應以行政法院無受理訴訟之審

判權限，以裁定將之駁回(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3。 

訴訟繫屬因駁回而消滅，原告喪失起訴利益。金錢(已繳納裁判費4及其

他訴訟費用)、時間、精力之損失固無論矣，更有甚者，其請求權可能於此

期間罹於時效，或因遲誤訴願或起訴期間，致其權利主張受阻此程序障礙而

被拒國家法院大門外，形同權利保護之拒絕。此無異立法(建構二元訴訟制
                                                 
1 請參見：邱聯恭，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20 次研討會之發言，載於同會編《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二)》，頁326。 
2 請參見：曹偉修，《最新民事訴訟法釋論(上冊)5》，頁815；吳明軒，《中國民事訴訟法(中冊)6》，

頁670；翁岳生編/劉宗德‧彭鳳至，《行政法 2》，頁1168；陳計男，〈法院對於民事事件與行政事

件審判權衝突之解決上若干問題之檢討－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86 次研討記錄〉，《法學叢刊》，第

195期，2004年7月，頁152，註12；最高行政法院94年判字第906號判決；同院94年度裁字

第141號裁定；同院93年度裁字第1198號裁定；同院93年度裁字第790號裁定；台北高等行政

法院94年度訴字第1867號裁定；同院94年度訴字第1334號裁定；台中高等行政法院93年度訴

字第174號裁定；台北地方法院92年訴字第1965號裁定。以上所引文獻及裁判係明白表示審判

權之欠缺屬不能補正之本案裁判要件(訴訟要件)，應逕予駁回之見解。其餘認應予駁回之文獻及

裁判，雖未提及得否補正之問題，但亦未給予原告補正之機會。 
3 於民國 87 年行政訴訟法全盤修正之前，行政法院對於私法上爭議，依舊行政訴訟法第 13 條(64
年修正移作第 14 條)，應以訴訟不合法裁定駁回之。惟眾多向行政法院提起之私法上爭議，卻遭

行政法院依舊行政訴訟法第23條(64年修正移作第26條)，以原告之訴為無理由判決駁回之。顯

見當時行政法院評事並未嚴格區分訴之不合法與無理由。 
4 但依現行行訴法第98條第1項，行政訴訟不徵收裁判費。 



第四章  我國法 138

度、制定駁回規範)與司法(裁定駁回)聯手為行政護航，不僅不符合法治國

原則，從權力區分與制衡角度觀察，亦屬可議。 

有鑑於此，邱聯恭及許士宦遂主張於當事人選擇錯誤之審判法院起訴

時，應承認其在一定範圍內有請求補救之機會。亦即，修正審判權欠缺之程

序瑕疵係屬不得補正而應逕予駁回之訴訟理論及審判實務。更具體言之，在

審理起訴合法要件之階段，應允許原告就審判權之裁判得合併提起預備或選

擇之主張。例如，就審判權之判斷，准許原告在起訴時先位主張，請求民事

法院以某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為準，審理其有無審判權；而備位主張，如果

民事法院認為其無審判權，則請求保留至原告另向行政法院請求裁判而有結

論以後，民事法院始為准駁之裁判5、6。 

此種主張及處理方式，既不符合程序法理，亦無法保護原告免於審判權

錯誤之不利益。首先，審判權欠缺無從補正，本無庸置疑，得補正之主張顯

有誤解「補正」意涵之嫌。民訴法第 249 條第 1 項及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

所稱之「補正」，係指原本欠缺或有瑕疵之本案裁判要件(如代理權有欠缺)，

嗣後因當事人行為(如授予訴訟代理權)或者法律、事實狀態變更而存在或治

癒，該項本案裁判要件因而合法存在，法院不得以此為由駁回原告之訴。基

於「法定法官原則」(Grundsatz des gesetzlichen Richters)，審判權歸屬之分配

                                                 
5 請參見：邱聯恭，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20 次研討會之發言，載於同會編《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二)》，頁325以下；邱聯恭，〈司法之現代化與律師之任務〉，輯於氏著《司法之現代化與程序法》，

頁 94 以下；許士宦，〈審判法院之選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輯於氏著《程序保障與闡明義務》，

2003 年 12 月，頁 451 以下。不過，他們隨即又認為在行訴法承認準用民訴法之前提下，民訴法

第 30 條關於移送之原理具有類似性，非不可允許當事人請求一審判法院將事件移送於他審判法

院，作為上述預備主張。他們前後建議之兩種預備主張，其間之關係如何，其實並不明白。另外，

本文認為，管轄權錯誤與審判權錯誤於移送具有類似性者，應為民訴法第28條第1項(移送裁定)

及第31 條(移送裁定之效力)之原理，而不含第30 條(移送裁定之拘束力)之原理。詳請參見本項

第二目「三、(三)」，尤其是註69之說明。 
6 惟邱聯恭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5次研討會（參見同會編《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二)》，2004年

12月，頁280），認為「.......因為，如屬欠缺審判權，其本案審判是無效的，這樣會浪費當事人的

勞力、時間、費用，所以欠缺審判權應逕據此認為起訴不合法予以駁回（第二四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採與向來之學說實務相同之見解。不過，邱聯恭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86 次研討會

（參見《法學叢刊》，第 195 期，2004 年 7 月，頁 170），於立法論、解釋論認為：「在本案言詞

辯論以前，法院認為無審判權時，應依當事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移送於有審判權之法院。」關於欠

缺審判權（審判權錯誤）應如何處置，邱氏前後之見解並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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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法律保留事項7，受訴法院如依法無審判權，「修法」使此項本案裁判要件

存在，對於當事人而言，誠屬「自始客觀不能」。故通說及實務正確指出，

審判權欠缺，依其性質當事人無從補正。設如審判權欠缺真能補正(訴訟繫

屬中，分配審判權之法律變更)，則受訴法院即有審判權，無另為備位主張

之必要。 

至於所建議之備位主張，姑不論其違反不同審判系統法院間不得重複起

訴之謬誤，該主張對於原告權益之保障並無助益。原告另向行政法院請求裁

判，如行政法院認為有審判權，本即自認無審判權之民事法院仍應駁回原告

之訴，原告仍須承擔其訴遭駁回之不利益，上開主張至多延緩其訴遭民事法

院駁回之時程；如行政法院亦認無審判權而駁回原告之訴，原本自認無審判

權之民事法院，不受行政法院駁回裁判之影響(拘束)，在已增訂行訴法第 178
條及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之今日8，其結果僅是變更聲請統一解釋之法院，無

助於當事人免於承受審判權錯誤之不利益。 

或因體認上述主張及處理方式悖理之處，沈冠伶雖援引邱氏之著作作為

論據，但既未提及審判權欠缺得補正(補救)之論調，所建議之備位主張亦已

變更為：如民事法院認其無審判權，則請求法院將事件移送於他法院，以保

障當事人之訴訟權及起訴利益9。 

第二目  「法之續造」之嘗試 

一、方法論之定位：合憲性或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verfassungskonforme oder 
gesetzesübersteigende Rechtsfortbildung) 

其實，保障當事人免於審判權錯誤之不利益，正確方向應是時下較盛行

                                                 
7 請參見：翁岳生編/翁岳生，《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初
》，頁14。釋字第418號解釋(85、12、20)：「訴

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抑依行政訴訟程序為之，則由立法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

及既有訴訟制度之功能等而為設計。」(同此意旨，請參見釋字第 466 號解釋之解釋文及釋字第

533號解釋之解釋理由書)即在宣示審判權歸屬之分配屬法律保留事項。 
8 在以往，其結果仍是原告之訴雙雙遭駁回，而承受消極衝突之不利益。 
9 請參見：沈冠伶，〈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分工與合作－專業審判與權利有效救濟間之選擇(上)〉，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5 期，2003 年4月，頁26；沈冠伶，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

討會之會後補註，[註一]，《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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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張：經由合憲性解釋、法之續造、立法論、甚至違憲宣告，修正或變更

審判權錯誤之處理方式，亦即易「駁回」為「移送」10，而非修正審判權欠

缺不得補正之理論11。惟在法學方法論上，法律可能文義之界限亦為法律解

釋之界限，超出法律可能文義所為之任何意義闡釋已不再具有解釋之性質
12。鑑於法律之明確文義及法律體系之意義脈絡，藉由所謂「解釋論」或「合

憲性解釋」(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將審判權錯誤排除於「駁回規

範」13之外，甚或得出審判權移送之結論，已不復可能14。因此，個別大法官

                                                 
10 駁回與移送(審判權移送、管轄移送)兩者於法理顯不相容。主張審判權錯誤應予駁回並移送之論

者，其實是基於未充分瞭解「駁回」與「移送」制度之作用與效力所作之矛盾主張，因此為本文

所不採。相關說明與批評，請參見本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及第三目「一、」。 
11 若謂移送具有補正審判權欠缺之作用，亦屬誤解。移送及駁回同為審判權欠缺之可能處理方式。

審判權欠缺，如因法律變更而獲補正，法理上即無允許移送之理。如同補正與駁回間之關係，補

正與移送間，為擇一關係。所謂「得為補正並得依聲請為移送」之論調(請參見：釋字第 595 號

解釋大法官彭鳳至、林子儀所提之部分協同、部分不同意見書，註15)，不無謬誤之處。 
12 Vgl. BVerfG NJW 1986, 1671(1672)；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322；Zippelius,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7, S. 47；Kruse/Drüen, in：Tipke/Kruse, AO/FGO, § 4 AO Rn. 340, jeweils m. w. 
N.；王澤鑑，《法律思維與民法實例》，1999 年 10 月，頁 264；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 143；
黃茂榮，〈法律解釋〉，輯於馬漢寶教授八秩華誕祝壽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法律哲理與制度－基

礎法學》，2006年1月，頁360-361。 
13 以下如無特別說明，「駁回規範」係指民訴法第249條第1項第1款及行訴法第107條第1項第1
款。 

14 所謂「合憲性解釋」或「符合憲法之法律解釋」，指系爭法律規定依一般解釋方法（文義、目的、

歷史、體系等解釋方法）有多種解釋可能時，其中一種或數種符合憲法意旨，而其他導致法律違

憲之結果；為維護法秩序之統一及對有民主正當性基礎之立法者之尊重，應優先採取導致法律獲

得合憲判斷之解釋，而不得選擇違憲之結論(vgl. BVerfGE 32, 373(383f.)；69, 1(55)；95, 64(93)；
Kruse/Drüen, in：Tipke/Kruse, AO/FGO, § 4 AO Rn. 238；同旨請參見：釋字第523號解釋大法官王

澤鑑及吳庚之部分不同意見書；釋字第582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參」、釋字第585
號解釋許宗力大法官之部分不同意見書「四」、釋字第 588 號解釋彭鳳至大法官之一部協同意見

書及一部不同意見書「貳、三、（一）、2」)。誠如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及我國若干大法官之意見書

所一再強調，基於對具民主正當性基礎之立法者之尊重，作為法律解釋基準之合憲性解釋有兩個

限制：法律規定之文義及清楚可辨之立法意旨(vgl. BVerfGE 71, 81(105)；90, 263(275)；95, 64(93)；
Zippelius,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von Gesetzen, in：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rundgesetz, 
Bd. II, 1976, S. 108(115)；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6, Rn. 449；釋字第582號解

釋許玉秀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參」、釋字第585號解釋許宗力大法官之部分不同意見書「四」、

釋字第588號解釋彭鳳至大法官之一部協同意見書及一部不同意見書「貳、三、（一）、1」)。故

而，如根據一般解釋方法於法律文義範圍內無符合憲法意旨解釋之可能，即無所謂合憲解釋優先

可言（vgl. BVerfGE 71, 81(105)；95, 64(93)；釋字第603 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貳、

一、（二）」）。對於無合憲解釋可能性之法律，不得藉由（合憲性）解釋途徑賦予法律反於其明確

文義之意涵，亦不得偏離法律明顯可辨之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vgl. BVerfGE 71, 81(105)；釋

字第585號解釋許宗力大法官之部分不同意見書「四」）；大法官應宣告相關法律違憲，各級法院

則應依釋字第371號解釋聲請大法官解釋，或於憲法界限內從事法之續造。蓋法律可能文義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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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見書及學說所主張，由各級法院依據「合乎憲法精神之法律解釋原則」

（verfassungsorientierte Gesetzesauslegung）尋求解釋論上解決之可能性15、或

為「合憲解釋」採取審判權移送制以為補救16、或為「合憲性地限縮解釋」17、

「限制性的解釋」18排除審判權錯誤於駁回規範之外，其所得結論均已逾越

法條可能文義範圍，實質上已非「解釋」，因而亦不得被稱為「合憲性解釋」，

                                                                                                                                                
「漏洞填補法之續造」及「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之界限，法律有漏洞時，法官甚至有填補漏洞

之義務(vgl. Zippelius, a. a. O., S. 116, 121ff.；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366f.；
Brehm, in：Stein/Jonas, ZPO I22, Einl. Rn. 85)。 

15 參見釋字第595號解釋大法官許宗力、賴英照、林子儀、許玉秀所提之部分協同意見書。此份意

見書雖謂透過「合乎憲法精神之法律解釋」（或稱憲法取向之法律解釋）及「法律合憲解釋」解

決相關問題，惟其所憑藉之方法為「類推適用」及「目的性限縮」等造法工具，明顯罹有方法論

矛盾之瑕疵。又，概念上應予區分者，為此份意見書一併使用之「合乎憲法精神之法律解釋」與

「法律合憲解釋」。「合乎憲法精神之法律解釋」（verfassungsorientierte Auslegung von Gesetzen）者，

係指所有適用法律之機關（法院、行政機關），於解釋適用有解釋餘地之規範（如不確定法律概

念、裁量規定及民法之概括條款）時，應注意憲法之基本決定，特別是作為客觀價值秩序之基本

權；亦即基於憲法之於整體法秩序之意義，所有適用法律之機關應為合乎憲法價值內涵之解釋。

反之，「法律合憲解釋」則僅在法律有違憲之虞時，始用以修補有瑕疵之法律（排除違憲之解釋

可能性），為憲法取向解釋之獨立次類型。於前者，憲法僅為「認識規範」（Erkenntnisnorm）；於

後者，憲法亦具有「控制規範」（Kontrollnorm）之功能。Dazu vgl.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 
verfassungsgericht6, Rn. 448；Birk, in：Hübschmann/Hepp/Spitaler, AO/FGO, § 4 AO Rn. 284；Richter/ 
Schuppert/Bumke, Casebook Verfassungsrecht4, S. 42f.；Voβkuhle, Theorie und Praxis der verfassungs- 
konformen Auslegung von Gesetzen durch Fachgerichte, AöR 125(2000), 177(180f.). 

16 釋字第595號解釋大法官彭鳳至、林子儀所提之部分協同、部分不同意見書「貳、三」：「應由各

級法院於現行法律適用上為合憲解釋，或由立法機關明定審判權移送之制度以為補救」。 
17 沈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臺大法學論叢》，

第34卷第5期，2005年9月，頁265謂：「宜就民訴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依該解釋

(按：釋字第540號解釋)『依職權移送有審判權之普通法院』之意旨，為合憲性地限縮解釋，亦

即，所謂『訴訟事件不屬普通法院之權限者』，不包括法院認為應屬行政審判權限之訴訟事件，

而不得裁定駁回。並宜類推適用民訴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將案件以裁定

移送於有審判權限之法院。......」 
18 許士宦，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發言，《法學叢刊》，第195 期，2004 年7 月，頁

164謂：「在大法官第五四○號解釋作成之後，如果審判權錯誤的話，是要用移送的方式，而不是

在駁回確定以後，再到另外一個法院要求審判，也就是說在現行法之下，應該是可以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二八條、三○條等規定，加以移送。就現行民訴法第二四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沒有審判權者

要加以駁回的規定，作限制性的解釋，在解釋論上面大概就可以克服了。」在此應附言者，為王

澤鑑所一再強調「準用」與「類推適用」區分之必要性。準用者，指法律明定將關於某種事項所

設之規定，適用於相類似之事項。所謂類推適用，係指關於某種事項，於現行法上未設規定，而

援引其性質相類似事項之法規，移轉適用於該法律未規定之事項。是以，準用可說是法律明定之

類推適用，而類推適用則是判例學說所創設之準用。準用與類推適用如未明確加以區分，互為混

用，將有礙法律思維之發展。請參見：王澤鑑，〈同時履行抗辯：民法第二六四條規定之適用、

準用與類推適用〉，輯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六)》，1989 年 9 月，頁 176-177。許士宦所

言「準用」者，並無任何法律明文規定為依據，實屬「類推適用」。因此許氏所主張者，已非法

律解釋，而是進入另一階段之造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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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已進入「合憲性法之續造」(verfassungskonforme Rechtsfortbildung)或「超

越法律之法之續造」(gesetzesübersteigende Rechtsfortbildung)19範疇20。 

個別大法官之意見書及學說，自況從事(合憲性)解釋，其可能動機有

二。一是避免「駁回規範」遭違憲宣告之結果；二是為了獲取更深之「法律

忠誠」(Gesetzestreue)印象，以降低法官造法正當性之疑慮，增加各級法院法

官之接納度。然而，發現法律在其可能文義範圍內無法作成合乎憲法之解釋

時，通常應先於文義之外，努力嘗試藉由合憲性法之續造為合憲「法之淬取」

(Rechtsgewinnung)，將該法律在此限度下予以補充，使其在憲法基本價值之

制約下獲得新生，而非逕行由釋憲者宣告其違憲21。此外，憲法之效力既高

於法律，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22。一般法院於其審判權限內，揭示憲法秩

序所內含而尚未或僅局部表現於成文法律之價值理念，並透過漏洞填補與法

之續造使其於裁判中實現，乃一般法院(尤其是各最高法院)之職責與權限。

只要法官之裁判立基於「合理之論據」(rationale Argumentation)，具體論證

成文法律並未履行其妥適(gerecht)解決法律問題之功能，繼而依「實踐理性」

(praktische Vernunft)及根植於共同生活體中穩固而普遍之「正義理念」(Ge- 

                                                 
19 法之續造可分為「法律內之法之續造」(gesetzesimmanete Rechtsfortbildung)及「超越法律之法之

續造」。前者係以法律存有「漏洞」(Lücke)，亦即「違反法律計畫之不圓滿性」(planwidrige Unvoll- 
ständigkeit des Gesetzes)為前提，而根據法律規定之「規範意旨」(ratio legis)，藉由類推適用、目

的性限縮等法律補充方法，修正過寬或過窄之法律文字，填補漏洞。換言之，此種超越法律文義

可能性之造法活動，仍在立法者原本之計畫、目的範圍之內，係依立法者之計畫修正法律，貫徹

立法者之意思。反之，後者則係創設法律計畫原所未有、甚至與其相牴觸之新法律制度。即便法

律通常會為此等「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提供一些線索，但此類造法活動已經超乎單純之漏洞填

補。它不再僅取向於法律之規範目的、法律內在目的本身，毋寧更以超乎此之法律思想為依據。

此種法之續造當然必須與法秩序之一般原則及憲法之價值秩序一致，而且唯有與其一致，此種法

之續造始有正當性可言。此種法之續造雖在「法律之外」(extra legem)，即制定法之外，但仍在

「法之內」(intra ius)，亦即仍在整體法秩序及其基礎之法律原則所劃定之界限內。Vg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366ff., S. 413f. 沈冠伶雖與本文同樣援用Larenz之著作，

但氏認為：「在方法上，法之續造係基於一定之前提，不論是法內在之續造或法超越之續造，均

以法律漏洞之填補為其特徵。」此句論述似已誤解Larenz之見解，將兩者之區分標準誤作共同特

徵。請參見：沈冠伶，〈第三審許可上訴制之探討－以通常訴訟事件為中心及著重於「原則重要

性」之標準建立〉，《臺北大學法學評論》，第57期，2005年12月，頁343。 
20 Vgl. auch Koch/Rüβmann, Juristische Begrüdungslehre, 1982, S. 268. 
21 請參見：黃茂榮，〈法律解釋〉，輯於馬漢寶教授八秩華誕祝壽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法律哲理與

制度－基礎法學》，2006年1月，頁380。Vgl. auch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340f.  

22 參見釋字第371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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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tigkeitsvorstellungen)，依循方法論上有根據之理由填補此一缺口，其造法

之結果即可被視為現行法秩序中之「法」(Recht)，而無欠缺正當性之疑慮23。

倘不區分法律之解釋與法之續造24，「合憲性解釋」將不過是「缺乏方法論概

念之飾品」(Dekor ohne methodisches Konzept)25。頂著「合憲性」光環之解

釋，不足以突破法律文義可能性所劃定之界限。披著「解釋」外衣之法之續

造，恐造成「想當然耳」之印象，致使法官怠於履踐其造法所必要之說理及

論證義務，反而予人恣意造法之印象，而折損其造法行為之正當性，以及造

法結果之可接納度，不可不慎。 

迄今各級法院法官似仍未有相關造法之嘗試，或其造法之嘗試尚未成功
26，此點多少顯示上開主張於法學方法論意識之缺乏及論理之粗糙，以致未

能引導及說服各級法院法官履踐其法官造法之職責。不過，在討論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出，審判權移送堪稱目前大法官意見書、學說及法律修正草案解

決審判權錯誤問題之首選方案。以下本文擬先重點回顧德國審判權移送制度

之起源與早期發展歷程，我們可以發現到五十年前德國學說及實務亦遭遇與

今日我國法類似之問題27，德國各界於法官造法論戰過程中所展現之智慧，

或可作為我國法官造法之參考。繼則，本文擬在大法官有關憲法訴訟權所為

解釋之基礎上，進一步論證各級法院法官群起造法之時刻已至。 

                                                 
23 Vgl. BVerfG NJW 1973, 1221(1225) (sog. Soraya-Fall). 關於此裁定另請參見：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369；王澤鑑，〈人格權、慰撫金與法院造法〉，輯於氏著《民法學說與

判例研究(八)》，1998年9月，頁110-111。在德國，所有法官擁有法之續造權限一事，為聯邦憲

法法院一再強調，對此聯邦憲法法院之職權為審查法官是否逾越其造法之憲法界限。Vgl. BVerfG 
NJW 2005, 126 m. w. N.；siehe auch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6, Rn. 301ff. 

24 關於解釋與法之續造區分之必要性，請參見：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323 
m. w. N. 

25 此一措辭，係參考：Korioth,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Rechtsprechung(„Fachgerichte“), in：FS 50 
Jahre BVerfG, Bd. I, 2001, S. 68.   

26 釋字第540號解釋作成後，已有零星裁判嘗試就審判權錯誤採取移送制。此等裁判皆逕以釋字第

540號解釋作為審判權移送之依據，除有誤解本號解釋意旨及說理嚴重不足(幾乎未見有法官造法

應有之方法論上論證)之瑕疵外，其裁判形式與內容於法理上均有可議之處。因此，不算是成功

之法官造法。不過，對照其他法官之消極態度，此番保障當事人免於承擔審判權錯誤不利益之意

識，已相當令人激賞。詳請參見本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三目之說明。 
27 不過，此一問題至遲於我國行憲之際即已存在(參見下文)，只是如同 Esser 之說法，歷經近六十

年之「潛伏期」(Inkubationszeit)，藉由釋字第533號、第540號及第595號解釋，突破意識之界

閥而進入法律思想之中，而成為學說、實務討論之焦點。Vgl. Esser, Grundsatz und Norm in der 
richterlichen Fortbildung des Privatrechts, 4. Aufl., 1990, S.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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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法發展之啟示 

(一) 審判權移送制度之起源 

在德國，今日廣泛承認之移送可能性是百餘年學說、實務及立法協力發

展之成果。1877 年制定之民事訴訟法最初僅承認於事物管轄錯誤，得為移

送，其後放寬至土地管轄錯誤28。於二十世紀中葉之前，行政訴訟審判權尚

未發展成熟，且仍劃歸行政權，(普通)法院有無受理訴訟權限一事，仍事關

行政與司法之劃分，故法律不承認普通法院於其無受理訴訟權限時，得將事

件移送至有管轄權之行政機關或行政法院29。基本法施行後，行政訴訟審判

權與行政權分離，五大審判系統並立，1952 年之聯邦行政法院法(Bundesver- 
waltungsgerichtsgesetz；BVerwGG)第 81 條30首創不同審判系統法院間之移

送。惟依此條規定得將事件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僅限於「各

聯邦高等法院」(obere Bundesgerichte)31，邦法院等下級法院則無此權限。其

後，1953 年社會法院法第 52 條第 3 項及 1955 年勞動法院法第 48 條之 1 第

3 項，分別賦予各級社會法院及勞動法院普遍的審判權移送權限。然而，行

政法院法草案(內含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及第 17 條之 1 修正草案)及財務法院

法草案遲遲未能完成立法(分別於 1960 年及 1965 年始完成立法)，因此行政

                                                 
28 Vgl. Bötticher, Verweisung des Rechtstreits an die „Nachbargerichtsbarkeit“ kraft Rechtsanalogie, JZ 1956, 

753(755f.)；Schuman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Grundgesetz und Zivilprozeß, ZZP 96(1983), 137 
(168)；沈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臺大法學

論叢》，第34卷第5期，2005年9月，頁234，註77。 
29 Vgl. Rosenberg, Lehrbuch des Deutschen Zivilprozeßrechts3, S. 31；Menger, Urteilsanmerkung, DÖV 

1956, 277. 另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四項第二目及第二節第一項之說明。 
30 其規定：「於繫屬之案件，聯邦高等法院認為所屬審判系統法院無審判權限者，以有拘束力之判

決移送該案件於有審判權之管轄第一審法院(第 1 項)。訴訟繫屬之效力，仍為存續。」原文為：

«Hält ein oberes Bundesgericht in einem anhängigen Rechtsstreit den beschrittenen Rechtsweg nicht für 
zulässig, so verweist es die Sache mit bindender Wirkung im Urteil an das zuständige Gericht des ersten 
Rechtszugs. Die Wirkungen der Rechtshängigkeit bleiben bestehen.» 

31 此所謂聯邦高等法院即今日之各聯邦最高法院(如聯邦普通法院、聯邦行政法院等)，蓋依基本法

原始之規劃，應設置「一聯邦最高法院」(ein Oberstes Bundesgericht)，以確保聯邦法之統一(基本

法原第95條第1項)。惟立法者始終未曾立法設置此一聯邦最高法院。於1968年6月18日修正

之基本法第 95 條，轉而設置聯邦普通法院、聯邦行政法院等五所聯邦最高法院(第 1 項)，確保

裁判統一之任務則託付由各聯邦最高法院組成之聯合大法庭(第3項)。基於1968年7月19日頒

布之「維護各聯邦最高法院裁判統一法」(Gesetz zur Wahrung der Einheitlichkeit der Rechtsprechung 
der obersten Gerichtshöfe des Bundes)，此聯合大法庭設置於Karlsruhe。相關論述，另請參見：翁

岳生，〈論西德司法制度〉，輯於氏著《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1979年10月，3版，頁499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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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普通法院及財務法院系統之下級法院，仍欠缺審判權移送之明文規定
32。 

(二) 審判權移送與法官造法 

在此法律狀態下，實務界與學術界、下級審與終審法院間，進行一連串

深具啟發性之對話與辯論。鑑於因審判權錯誤駁回訴訟，將使當事人喪失起

訴之利益，1955 年巴伐利亞邦行政法院(Bayerischer Verwaltungsgerichtshof；
BayVGH)一項判決33，認為社會法院法第 52 條為訴訟法一般法律原則之部分

展現，因而得藉由「法之類推」(Rechtsanalogie)，將審判權移送規定類推適

用於尚無此明文規定之其他審判系統法院之間。故而，該法院將事件移送至

管轄之勞動法院。惟受理法律審上訴之聯邦行政法院，認為以法之類推從事

法律補充乃以有法律漏洞為前提。審判權移送許可性之問題，既未於各法院

之程序法規制定時受忽略，亦非此等程序法規頒布後始形成。此問題毋寧已

於現行法獲得處理，諸如：賦予各聯邦高等法院廣泛之移送權限，如聯邦行

政法院第 81 條；僅限於特定審判系統之移送權限，如僅適用於社會法院之

社會法院法第 52 條；根本無審判權移送權限之法規，如聯邦憲法法院法、

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則無相關規定。因此，並無所謂之法律漏洞，原審

所為之法律補充於法不合。最後，聯邦行政法院遂以欠缺法律依據廢棄原審

之移送判決，而依聯邦行政法院法第 81 條自為移送判決34。 

巴伐利亞邦行政法院上開「勇氣十足」(mutig)35之判決迅速獲得學界廣

泛而強烈之讚賞與支持36，反之，聯邦行政法院之判決則廣受批評37。Christian- 
                                                 
32 關於上開各法院法相關條文之內容，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之說明。 
33 Vgl. BayVGH JR 1955, 312ff.=DÖV 1955, 474ff. mit Anmerkung von Haueisen.  
34 Vgl. BVerwG JZ 1956, 770f.=DÖV 1956, 276f. mit Anmerkung von Menger.  
35 Siehe Müller, Verfahrensverweisung zwischen Gerichten verschiedener Zweige der Rechtsprechungsge- 

walt, JR 1956, 48. 
36 Vgl. Haueisen, Urteilsanmerkung, DÖV 1955, 476；Müller, Verfahrensverweisung zwischen Gerichten 

verschiedener Zweige der Rechtsprechungsgewalt, JR 1956, 48；Menger, Urteilsanmerkung, DÖV 1956, 
277；Bachof, Die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s, JZ 1957, 374(375). 

37 Vgl. Menger, Urteilsanmerkung, DÖV 1956, 277；Bettermann, Verweisung, Kompetenzkonflikt und 
Rechtskraft, JZ 1957, 321；Bachof, Die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s, JZ 1957, 374 
(375)；Zunft, Zulässigkeit der Verweisung von Rechtsstreitigkeiten zwischen allen Gerichtsbarkeiten mit 
bindender Wirkung, MDR 1958, 68. 贊同其結論，但仍對其理由提出強烈批判者：Bötticher, Verwei- 
sung des Rechtstreits an die „Nachbargerichtsbarkeit“ kraft Rechtsanalogie, JZ 1956,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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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Menger 認為聯邦行政法院未充分考量各階段立法者所處之時代背

景。制定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之時，行政訴訟審判權仍被劃歸行政權。

在當時立法者眼中，民事審判與刑事審判構成司法權之整體，兩者之功能屬

性完全不同，其間並無移送必要。如今新設之社會與勞動審判系統法院，立

法者均明確規定審判權移送之可能性，而財務法院法草案及行政法院法草案

亦有類似規定。至於聯邦憲法法院法無類此規定，則是因其特殊地位與功能

而無此必要。對於其他審判系統法院而言，於基本法表明其位階相等後，審

判權移送毋寧是一種邏輯上之必要，行憲前之法律如無此規定，於今日即是

一項法律漏洞。順應德國當代訴訟法之發展趨勢，透過法之類推填補此一漏

洞，非僅法官之權限，更是其義務。對於聯邦行政法院過分墨守成規之解釋，

未能使當事人免於不必要勞力、時間、費用之耗費，Menger 認為眾人群起攻

之可也38。Otto Bachof 對聯邦行政法院該判決更嚴厲批評，認為其論理極為

貧乏、結論錯誤且「極度拘泥於形式」(ausgesprochen formalistisch)39。或係

受到學界之鼓勵與支持，巴伐利亞邦行政法院於另一判決明白表示反對聯邦

行政法院之見解，仍舊堅持擁有基於法官造法之審判權移送權限40，嗣後並

獲得其他法院呼應41。惟聯邦行政法院亦堅持其見解，並提出較詳細之論據

回應學界之批評。聯邦行政法院由移送規定之形成史，推論審判權移送係立

法者基於「立法政策」(rechtspolitisch)所為「合目的性」(zweckmäßig)立法。

對於聯邦高等法院以外之法院，立法者毋寧有意局部採取審判權移送。移送

之拘束力、訴訟繫屬及期間遵守之效力，須由立法者審慎斟酌，因而審判權

移送須有成文法律為基礎。此外，欠缺法律基礎之審判權移送，有遭受移送

法院置之不理之危險，如此對當事人權益之維護將無助益，亦有損法院之威

信42。聯邦普通法院原則上贊同聯邦行政法院之見解，惟聯邦普通法院認為，

如法院之審判權裁判得拘束他審判系統之法院，則該法院於法定情形之外，

亦擁有審判權移送權限。此種拘束效力以有法有明文為限。根據社會法院法

第 52 條第 1 項第 2 句及第 2 項之規定43，此種拘束力存於民事法院及社會法

                                                 
38 Vgl. Menger, Urteilsanmerkung, DÖV 1956, 277. 
39 Vgl. Bachof, Die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s, JZ 1957, 374(375). 
40 Vgl. BayVGH BayVBl. 1956, 317 zitiert bei BVerwG JZ 1958, 33.  
41 Vgl. LG Freiburg NJW 1958, 1642；OLG Frankfurt/M. zitiert bei BGH JZ 1959, 539.  
42 Vgl. BVerwG JZ 1958, 33f.  
43 社會法院法第52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社會審判系統之法院裁判其受理訴訟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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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彼此間。依據此拘束效力之規定，聯邦普通法院認為下級民事法院得類推

適用社會法院法第 53 條第 3 項之規定，將事件移送至有管轄權之社會法院。

至於下級民事法院及行政法院間則無類此拘束力之規定，即使為審判權移

送，受移送法院仍得拒絕承受事件之移送。基於法安定之考量，此類彼此拘

束之規定仍應由立法者為之44。 

(三) 審判權移送制度之憲法意義 

遲至 1960 年行政法院法及 1965 年財務法院法陸續頒布施行後，此項爭

議問題始告落幕。自此，各審判系統法院擁有審判權移送權限一事，已無可

置疑。在此爭論過程中，雖見法院造法之活力，與學說實務間之理性辯論。

惟各方幾乎僅從法律層次觀點，論證法律漏洞之存否及法律補充之許可性。

縱使持肯定論者，亦鮮少兼以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及法治國等憲法原則為論

據。或因如此，終未能說服終審法院認可其造法之嘗試與呼籲。直到憲法、

訴訟基本權與各訴訟法間之關係，逐漸獲得學者及聯邦憲法法院裁判闡述後
45，學說及實務始導入憲法觀點論述審判權移送為該國憲法之要求46。 

聯邦憲法法院認為源自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及法治國原則(對於民法上

爭議)或基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句(對於公法上爭議)之「權利保護擔保」

(Rechtsschutzgarantie)，不僅賦予人民有向法院提起訴訟之權利，實質上亦確

保其權利獲得有效保護。惟憲法上「有效權利保護請求權」(Recht auf effekti- 
ven Rechtsschutz)，仍須立法機關制定訴訟法規具體形塑。此際，為保障人民

之「適時權利保護請求權」(Recht auf Rechtsschutz in angemessener Zeit)，並

兼顧法安定性原則等公益要求，立法機關固得對人民權利保護請求設定若干

形式要件，而對尋求權利保護者產生限制性效果。然而，此等限制必須符合

                                                                                                                                                
社會審判系統之法院宣告其無受理訴訟之權限而確定者，其他審判系統之法院不得以同一案件應

由社會審判系統法院受理為由，否認其受理訴訟權限。(第2項)民事、勞動、刑事、財務或一般

行政審判系統之法院已宣示其受理訴訟權限之有無而確定者，社會審判系統之法院受其拘束。」 
44 Vgl. BGH JZ 1959, 539ff.  
45 有關此段發展歷程之簡介，請參見：沈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訴訟權」

之解釋為中心〉，《臺大法學論叢》，第34卷第5期，2005年9月，頁204，註3。 
46 惟仍有學者認為廣泛之審判權移送可能性，為鑑於審判權歸屬判斷困難及期間遵守之「目的性準

則」(Maßregel der Zweckmäßigkeit)。Vgl. Albers, in：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 ZPO62, 
Einf. §§ 13-17b GVG 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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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國程序規範之要求，不得課予尋求權利保護之個人「不合比例」(unver- 
hältnismäßig)之負擔，此為立法者形成自由之憲法界限。故而，立法者不得

以「無期待可能性」(unzumutbar)、上述正當理由無法合理化之方式妨礙人

民訴訟權之行使47。 

至訴訟救濟，究應向何審判系統法院尋求救濟，原則上由立法機關決

定。法院於個案中認定無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人民之訴訟權並不因而受到

侵害。然而，尋求權利保護之當事人於選擇審判法院所可能遭遇之特別困

難，則不容忽略。此難題源自現行法秩序中審判權劃分之多樣性，使得個案

中認定審判法院變得相當困難。如將此判斷困難之不利益全數轉嫁尋求權利

保護之當事人負擔，甚至使其承擔因實體法或訴訟上期間屆滿，而無法即時

維護所主張權利之危險，將牴觸有效權利保護之要求。依「符合憲法意旨之

理解」(verfassungskonformes Verständnis)，當今所有程序法基本上均已賦

予當事人審判權移送之備位聲請權(按：指 1991 年前之法律狀態)，且移送

具有確保當事人法律地位之作用，上開困難已因而獲得憲法上之充分考量
48。知名訴訟法學者Ekkehard Schumann 認為，德國法從事物管轄錯誤之移送

發展到土地管轄錯誤之移送，乃至於最後之審判權錯誤之移送，皆以「公正

程序之法律思想」為導向：原告不應僅因錯認法院之「權限」(Kompetenz)49，

而被迫再度提起新訴訟。此發展歷程顯示：「公正程序請求權」(Recht auf ein 
faires Verfahren)50非僅訴訟法之一般法律原則，更為憲法位階之基本原則，具

有貫穿整個訴訟制度之強大效力，除為立法之指導原則外，並為訴訟法解釋

與漏洞填補之指針，更是法官據以形成具體程序之基準51。 

                                                 
47 Vgl. BVerfG NJW 1960, 331；BVerfG NJW 1976, 141；BVerfG NJW 1988, 1255；BVerfG NJW 1993, 

1635；BVerfG NJW 1995, 3173；BVerfG NJW 2000, 1709(1710). Hans-Joachim Musielak認為此一憲

法界限亦為「公正程序請求權」(Recht auf faires Verfahren)之要求，vgl. Musielak, in：Musielak, ZPO4, 
Einl. Rn. 30. 

48 Vgl. BVerfG NJW 1981, 1154；siehe auch BVerfG NStZ-RR 2005, 182f.；BVerwG NJW 2002, 2894 
(2895)；OLG Hamm NJW 1992, 2643(2644). 

49 在此為廣義之權限概念，包含各種管轄權及審判權。 
50 依聯邦憲法法院之見解，公正程序請求權係源自基本法第2條第1項(一般人格自由發展權)及法

治國原則之「一般程序基本權」(allgemeines Verfahrensgrundrecht)。Vgl. BVerfG NJW 1991, 3140；
BVerfG NJW 1996, 3202.  

51 Vgl. Schuman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Grundgesetz und Zivilprozeß, ZZP 96(1983), 137(168) mit 
Fn.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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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法之開展 

(一) 法規制定之背景及發展 

民國 19 年制定之民事訴訟法，係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為藍本，並兼酌奧

地利、匈牙利、日本等國之民事訴訟法。當時各國民事訴訟法已有之管轄移

送規定，亦為民國 19 年民事訴訟法所繼受52。當時各國行政訴訟審判機關仍

劃歸行政權，故無民事訴訟審判機關與行政訴訟審判機關間之移送機制，移

植自此等立法例之民事訴訟法無此移送機制，是可理解。依民國 21 年公布

之行政法院組織法及行政訴訟法，行政法院之組織雖已隸屬於司法院(司法

權)，但其訴訟程序相當簡陋，亦無審判權移送之規定。對於審判權錯誤，

民國 19 年民事訴訟法第 24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原告之訴，有左列各款

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

補正：一、訴訟事件，不屬普通法院之權限者。」明確以裁定駁回處理審判

權錯誤情形。除於民國 24 年去除逗號而移作民訴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

外，此規定 70 餘年間不曾變動。民國 21 之行政訴訟法第 11 條規定：「行政

法院審查訴狀認為不應提起行政訴訟或違背法定程序者應附理由以裁定駁

回之但僅係訴狀不合法定程式者應限定期間命其補正。」本條亦明確以裁定

駁回作為審判權錯誤之法律效果。歷次修正除增加句逗、拆解為兩項規定並

變動條次外，並無任何實質修正。民國 87 年行訴法全盤修正，則仿效民訴

法之體例，增訂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自駁回規範制定至今數十年

間，兩大訴訟法之立法者未曾顧慮其間憲法價值理念與規範環境之變遷，而

嘗試變動審判權錯誤之處理方式。 

(二) 法官造法空間之開啟53 

然而，法律解釋應與時並進，而不能長時間固著於制定時期之意義，停

滯不前。隨法律制定時間之遠去，規範環境之變遷，使法官變更解釋、甚至

為「創造性」(schöpferisch)法續造之空間擴大。況且七十餘年間，整體法秩

序之結構及社會情勢已發生徹底而根本之轉變。就與二元訴訟制度有關者而
                                                 
52 民國 19 年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規定：「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應以裁定移送

於管轄法院，並應依聲請為急速處分。」 
53 此段論理方式係參考BVerfG NJW 1973, 1221(122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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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憲法第 77 條確立民事訴訟及行政訴訟之審判皆為國家一體司法權之範

疇。行政訴訟之審判非如舊時平政院時期或當時德國法劃歸行政權。憲法第

16 條對人民訴訟權之保障，無分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審判權之劃分不應為

損及人民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源由。審判權錯誤應予駁回之規範，為行憲前法

制，應配合此等憲法原則作必要修正。此為行憲後立法者於接受、發展二元

訴訟制度之際，所承受之不成文「憲法委託」(Verfassungsauftrag)。此外，

社會之快速發展與變遷、經濟及政治情況以及伴隨而來人民法意識之轉變，

皆已非七十年多前之立法者所掌握與預料。尤其今日，國家為達成行政上任

務，選擇以公法上行為或私法上行為作為實施手段之許可性與可能性高於曩

昔。民事事件與行政事件之區分，常是高難度之法律問題，實難期待不諳法

律之人民為正確之判斷。於「官民相爭」之場合，人民因審判權歸屬判斷錯

誤而蒙受不利益，於審判實務早已司空見慣。故而，面對憲法所帶來之價值

理念及數十年來規範環境之變遷，現今社會早已迫切需求充分考量人民於判

斷審判權歸屬所遭遇難題之新規範。由於規範與現實需求產生嚴重落差，法

官實已面對應否發揮其造法機能以填補此一缺口，抑或繼續等待立法者介入

之抉擇。如立法遲遲未能趕上社會發展之腳步，益增法官造法功能之重要性。 

民國 92 年 2 月 7 日增訂之民訴法第 469 條之 1 所採納之第三審上訴許

可制，以「從事法之續造」為許可要件，是為立法者自己明白承認各級法院

具有從事法之續造權限。關於法之續造，最高法院 92 年度第 16 次民事庭會

議決定(92、10、7)54認為有三種情形：(1)事件所涉及之法律問題，無法律

規定或解釋、判例可據，而須為創造性之闡釋者。(2)事件涉及之法律規定

有疑義或不完備，須依事件性質、憲法原則或法律倫理原則為創造性之補

充、擴張或限縮其規定之適用者。(3)事件涉及之爭點，法律雖有規定，但

法律倫理觀念已有變更或社會情況已有變遷，須為因應、符合現況之闡述者
55。對照前文所述，審判權錯誤應如何處理之問題實已該當(2)、(3)所指稱

                                                 
54 參見最高法院網頁：http://tps.judicial.gov.tw/mem/92m16.htm。 
55 (2)之情形已屬Larenz 所稱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層次，蓋其造法之基礎已超乎法律之原始計畫、

規範目的，而取向於事件性質、憲法原則或法律倫理原則等法律思想。(1)(3)之情形，則視造法

之依據是否仍在法律原本之計畫、目的範圍之內，如仍在規範意旨之內，屬於法律內之法之續造；

如已超乎規範意旨，則屬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關於(1)之情形，無法律規定或解釋、判例可據

之法律問題，可能是需要透過類推適用填補之「開放性漏洞」(offene Lücken)，而不必然需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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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於大法官解釋之意見書及法學界已頻頻向法官發出造法呼籲之今

日，更足以顯示法官造法之條件已趨成熟。依此情勢，等待立法者介入之抉

擇，已不能再認為是憲法之要求。雖然司法院曾嘗試藉由立法途徑解決此一

審判權歸屬判斷困難之問題。然而，此等法律修正草案56已因立法程序遭擱

置未能完成立法，而看不出立法者有意保留既有之法律。在立法者介入仍相

當不確定之情形下，法官如已確信其不能再為「形式法律忠誠」(formale Ge- 
setzestreue)，而坐視人民訴訟權遭受侵害之情事一再發生，實也無理由指責

負有裁判義務之法官依據「憲法之價值決定」(Wertentscheidungen der Ver- 
fassung)所為法之續造。 

(三) 造法之嘗試 

大陸法系國家所以劃分公法與私法審判權，各有其歷史與法制背景。然

遞嬗至今，其正當性基礎均在於行政訴訟需要對行政與行政法有專業素養之

專業法院，以及能顧及行政訴訟事件特性之訴訟制度，以收審判正確與迅速

之效，使人民受更佳之權利保護，並兼顧公益之維護57。因此，以審判權作

為本案裁判要件有其必要。惟即便如此，人民於判斷審判權歸屬所可能遭遇

之特別困難，仍是不容忽略。以裁定駁回作為審判權錯誤之法律效果，無異

表示人民必須負起判斷審判法院之責任，承擔自身及受訴法院判斷錯誤之風

險。即便其權利主張未因遲誤期間或罹於時效而終局喪失，駁回之法律效果

仍難免過苛、冷酷無情之指責58，有違審判權劃分追求有效權利保護之本旨。

                                                                                                                                                
接訴諸上開法律思想。關於(3)之情形，有法律規定之法律問題，因法律倫理觀念或社會情況變

遷，而有法之續造需求者，可能為學說所稱之「嗣後漏洞」(nachträgliche Lücken)，對此無須直

接訴諸上開法律思想。對於最高法院92年第16次民事庭會議決定所列三種造法情形於法學方法

論之定位，明顯與本文持不同理解者，請參見：沈冠伶，〈第三審許可上訴制之探討－以通常訴

訟事件為中心及著重於「原則重要性」之標準建立〉，《臺北大學法學評論》，第 57 期，2005 年

12月，頁343。 
56 指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第12條之1至第12條之4及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7條至第10條。 
57 請參見：沈冠伶，〈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分工與合作－專業審判與權利有效救濟間之選擇

(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5期，2003 年4 月，頁21；釋字第595號解釋大法官許宗力、

賴英照、林子儀、許玉秀四人所提之部分協同意見書；BFH NJW 2002, 3126(3127)；OVG Lüneburg 
NVwZ 2004, 1513(1515)；Greger, EWiR 1/2002, 19(20)；Greger, in：Zöller, ZPO24, § 145 Rn. 19a；
Wolf, in：MünchKomm-ZPO III2, § 13 GVG Rn. 1；Gummer, in：Zöller, ZPO24, § 17 GVG Rn. 10；Ehlers,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 40 Rn. 15；A. de Laubadère, J.-C. Venezia et Y. 
Gaudement, Traité de droit administratif, tome 1, 15e éd., L.G.D.J., 1999, no 438。 

58 請參見：翁岳生編/翁岳生，《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初
》，頁 7；釋字第 595 號解釋大法官許宗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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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規定令人失望之處，已為學說及若干大法官意見書所共見共識。 

如上所述，以法官造法填補此一權利保護缺口之時機業已成熟。惟學說

及大法官意見書所推薦之審判權移送，為立法計畫中所未有，且與駁回規定

相牴觸之新法律制度。故而，填補此一缺口，須進入超越法律之造法層次。

為避免逾越法官造法之界限，此類造法必須取向法秩序中之「倫理原則」以

及「憲法之價值決定」59，尤其是法治國原則及居其核心地位之基本權保障60、
61。於此相關者，為人民受憲法第 16 條保障之訴訟權。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闡釋之訴訟權，已不僅形式上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利，實質上亦須使

個人權利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62，且其內容應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

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63。人民於判斷審判權歸屬所可能遭遇之特別

困難，係源自現行法中審判權之劃分以及國家行為多元化與日趨複雜之社會

生活，而使得個案中認定審判法院變得相當困難。如將此判斷困難之不利益

全數轉嫁由尋求權利保護之人民負擔，使其因實體法或訴訟上期間屆滿而承

受無法即時維護所主張權利之危險，將牴觸憲法上有效權利保護之要求。此

外，駁回規定等於要求人民於起訴前須具備正確判斷審判權歸屬之能力，對

於普遍不諳法律之人民而言，此項要求係以不必要、無期待可能性、且為專

業審判目的無法正當化之方式，妨礙人民訴訟權之行使，有違比例原則之虞
64。依據憲法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65，將經由起訴或聲請而向法院提出之權

                                                                                                                                                
賴英照、林子儀、許玉秀所提之部分協同意見書；Grunsky, Grundlagen des Verfahrensrechts2, S. 355；
Stern, Verwaltungsprozessuale Probleme in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Arbeit8, Rn. 180.   

59 反之，法官基於自身法政策或合目的性考量所為之法之續造，即為憲法所不許。Vgl. Classen,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GG III4, § 97 Rn. 14；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427f. 

60 Vgl. BVerfG NZA 1987, 347；BVerfG NJW 2005, 126. 
61 釋字第 525 號解釋理由書：「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利之維護、法

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釋字第574號解釋理由書及釋字第589號解釋解釋文：「法

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利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 
62 參見釋字第418號解釋理由書。 
63 參見釋字第482號解釋理由書。 
64 翁岳生(翁岳生編/翁岳生，《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初
》，頁 7)即認為：「如將錯誤選擇審判權、訴訟

程序或訴訟類型之不利益盡歸由人民負擔，對於身為行政訴訟權主體之人民而言，無寧過苛，與

憲法第十六條訴訟權之權利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自有牴觸。」釋字第595號解釋大法官

彭鳳至、林子儀所提之部分協同、部分不同意見書亦認為：「應屬對人民尋求司法救濟之憲法上

權利，已造成不必要之重大阻礙，而為違憲。」 
65 邱聯恭、許士宦即主張求諸於公正程序請求權之法理，於當事人選擇錯誤審判法院起訴時，予以

當事人補正程序欠缺之機會。請參見：邱聯恭，〈司法之現代化與律師之任務〉，輯於氏著《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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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保護請求，帶往有權限之法院，為受理該項請求法院之職責，提出請求者

不應僅因錯認法院之權限，而承受喪失起訴利益之後果，被迫向他法院提起

新訴訟。此公正程序之法律思想，不應區分審判權或管轄權之錯誤而異其處

理66。對於現行法未妥適規定之審判權錯誤，應類推適用體現公正程序請求

                                                                                                                                                
之現代化與程序法》，頁95以下；許士宦，〈審判法院之選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輯於氏著《程

序保障與闡明義務》，2003年12月，頁451以下。 
66 在此僅表示在公正程序法律思想面前，均屬廣義權限概念之審判權與管轄權，無區分之必要。換

言之，從此憲法原則之角度觀之，兩者之差異不具有評價上之重要性，故應予同等對待。至於在

其他脈絡下，應否因應管轄權與審判權之差異，而在法律上給予不同之處理，端視該脈絡底下，

憲法原則、法律原則及規範目的所呈現之「比較基準」(Vergleichmaßstab；tertium comparationis)
或「評價基準」(Bewertungsmaßstab)而定，無法一概而論。 

至於援用「法院等價原則」或「審判權等價原則」(Gleichwertigkeit der Rechtswege)作為採取

審判權移送之論據，本文認為並無助益。論者所謂之「法院等價原則」，意指：在同一司法權領

域範圍內，不同審判權法院間之地位相同，僅在審判之事件對象有所不同，從而審判權分配之規

定，僅具有管轄規範之意義(請參見：沈冠伶，〈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分工與合作－專業審判與

權利有效救濟間之選擇(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5期，2003年4月，頁25；釋字第595
號解釋大法官許宗力、賴英照、林子儀、許玉秀所提之部分協同意見書)。本文認為，此一命題

本身不僅彈指可破，且易遭不當推演。我國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之地位固然相同，惟其間之差異

豈僅有審判之事件對象不同，審級制度(普通法院三審、行政法院二審)、法院數量(普通法院共

計 29 所、行政法院共計 4 所)、訴訟法(尤其是其審理原則、裁判方式、效力及執行)、法官之任

用資格與來源(行政法院組織法第17條至第19條關於行政法院法官任用資格與來源、在職訓練、

在職進修等專業性要求，皆為法院組織法所未見)、甚至單純但相當重要之裁判費問題(現行行政

訴訟不徵收裁判費！)等方面，皆有顯著差異。此等差異分別程度不等地影響普通法院與行政法

院之權利保護功能與品質，此為同一審判系統之法院間(管轄權)所無之問題(Dazu siehe auch 
Rimmelspacher, Alternative und kumulative Gerichtszuständigkeit, AcP 174(1974), 509(509f.)；Schenke, 
Rechtswegabgrenzung, in：50 Jahre Bundesgerichtshof, Bd. III, 2000, 45f.)。鑑於此等差異，論者有關

「法院等價原則」之描述內容，充其量只能稱作「各審判權地位相等」(Gleichrangigkeit der Gerichts- 
barkeiten)。在德國法之相關討論中，即使「審判權等價原則」已如口號般氾濫，其意涵為何仍未

見清楚說明，而在許多議題，審判權與管轄權所受之法律評價與處理方式仍有不同。故而，所謂

審判權等價原則是否具有解決問題之指引能力，本文深表質疑。Ferdinand Kopp即表示基於審判

專業化之區分，審判權等價原則仍不足掩飾，就行政訴訟事件之裁判，民事法院幾乎無法提供與

行政法院相同之客觀正確性擔保(vgl. Kopp, Änderungen d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zum 1. 1. 
1991, NJW 1991, 521(527))。Gerhard Lüke亦提醒我們審判權等價是把雙刃劍，切記小心，以免遭

誤用(vgl. Lüke, Der Rechtsweg zu den Arbeitsgerichten und die dogmatische Bedeutung der Neurege- 
lung, FS für Kissel, 1994, 709(728f.))；Dirk Ehlers及Ludwig Häsemeyer也分別指出：「審判權等價

並非意謂審判權間具有同質性」、「不能簡化地認為審判權規範已變成純粹之管轄權規範」(相關

討論及出處，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七項第四目「二、」之說明)。故而，關於應否區分審

判權與管轄權而異其處理，本文主張應先探求各該脈絡底下相關憲法原則、法律原則及規範目的

所呈現之比較基準；接著，探討於各該比較基準下，審判權與管轄權於評價上是否相同，再論斷

是否等同視之或異其處理。簡言之，唯有透過比較基準我們才能獲知，於相關法律問題之處理，

審判權與管轄權應否等同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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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管轄錯誤移送規範(民訴法第 28 條第 1 項)，由受訴法院依職權67以裁定

將事件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現行駁回規範則相應地限縮其適用範圍
68，不包括審判權錯誤，而僅包含不為普通法院及行政法院審判權所及之事

件，諸如，應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審理之案件、不為我國司法權所及之案

件等。審判權移送之「效力」(Wirkung)，則類推適用民訴法第 31 條管轄權

移送效力之規定，使訴訟繫屬之效力於受移送之審判系統法院存續，確保當

事人起訴之利益，此為造法之最大目的。至於管轄權移送「拘束力」(Bin- 
dungswirkung)之規定(民訴法第 30 條)，則不在類推適用之列，審判權移送

不具有拘束受移送法院之效力69。因而，受移送之他審判系統法院不受審判

                                                 
67 對於管轄權錯誤之移送，究應依原告聲請始能為之抑或應由法院依職權為之，早期之立法者搖擺

不定，連帶影響法院得否以管轄權錯誤駁回訴訟。(1)民國19年制定之民訴法第28條規定：「訴

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應以裁定移送於管轄法院，並應依聲請為急速處分。」

係仿效日本改正民事訴訟法之立法例，採職權移送。故而，同時期之第 240 條(相當於今日之第

249 條)所規定應予裁定駁回之情形，不包括「訴訟事件不屬受訴法院管轄者」。也就是說，無論

如何受訴法院皆不得以管轄權錯誤裁定駁回原告之訴，而應依職權移送。(2)民國24年民訴法第

1 次修正，修正要旨認為「依職權移送訴訟於管轄法院，往往反於原告之意思，故本案改為須經

原告聲請......」，故第28條改為「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以裁定移

送於其管轄法院。......」同時於第 249 條增訂第 2 款：「訴訟事件不屬受訴訟法院管轄而不能為第

二十八條之裁定者。」於此法律狀態，移送僅得基於原告聲請為之，如原告未聲請，受訴法院須

依第249條第2款裁定駁回原告之訴。(3)民國34年民訴法第2次修正，司法行政部擬具之修正

理由認為「......法院未能依職權移送，以推動訴訟之進行，似應將當事人聲請主義，改為職權移送

主義。......」第 28 條改為今日所見「......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而第 249 條之

規定未一併改動。以上立法及修正理由之說明，係參考楊與齡，《民事訴訟法修正問題之研究》，

1972年12月，頁12、17、20、27。相關條文完整內容，請自行查閱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http:// nwjirs.judicial.gov.tw/。 
      本文認為如果民國34年之修法還有意義的話，現行條文所稱「依原告聲請」已為新增之「依

職權」所吸收，不再是法院移送之要件。所有管轄權錯誤均應由法院依職權移送，無庸當事人為

任何聲明或聲請。故而，應認為縱使原告不為聲請、甚至表明反對移送，受訴法院仍應依職權裁

定移送。原告唯有提起抗告有理由，或者撤回其訴訟，始能阻止法院移送。因此，不生「訴訟事

件不屬受訴法院管轄而不能為第二十八條之裁定者」之情事，亦即現行民訴法第249條第1項第

2 款，已隨民國 34 年民訴法之修正而無適用餘地。在此理解下，各級法院於類推適用民訴法第

28第1項為審判權移送之際，固應先向當事人表明法律見解，並聽取當事人意見，惟如原告未提

出聲請或表明不願移送至另一審判系統之法院，受訴法院仍應依職權移送，不得因而駁回原告之

訴。原告唯有提起抗告有理由或撤回其訴，始能阻止法院為審判權移送。不同見解，參見：釋字

第595號解釋大法官許宗力、賴英照、林子儀、許玉秀所提之部分協同意見書。 
68 誠如Larenz所言，以類推適用方式擴充一規範之適用範圍，經常伴隨而來者，為另一規範適用範

圍之限縮；以目的性限縮限制一規範之適用範圍，通常隨之而來的是另一規範適用範圍之擴充。

Vg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395. 
69 移送裁定之「拘束力」(Bindungswirkung)與移送裁定之「效力」(Wirkung)係屬兩回事，不可

混為一談；類推適用移送裁定效力之規定(民訴法第 31 條)，未必表示得一併類推適用移送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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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移送之拘束。惟該法院就其受理訴訟權限，如與移送法院之見解有異，仍

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行

訴法第 178 條)。俟解釋作成後，再依解釋結果處理(繼續審判或移回)，而

不得逕行移回或甚至駁回70。 

釋字第 595 號解釋之多數意見，以憲法第 16 條規定之訴訟權內涵及各

該民事及行政訴訟法法條本身，並非聲請統一解釋之標的，而未一併慮及許

宗力等五位大法官之主張。五位大法官所提出之兩份意見書轉而對各級法院

法官提出呼籲，其方向本文認為正確。蓋協同意見書或不同意見書之發表本

即具有喚醒各級法院法官憲法意識之作用。實現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

旨，並非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一般法院於其審判權限內，揭示憲法秩

序所內含而尚未或僅局部表現於成文法律之價值觀，並透過漏洞填補與法之

續造於裁判中實現，乃其職責與使命。透過上述合憲性法之續造途徑，限縮

駁回規範之適用範圍，並擴充移送規範之適用範圍，既體現憲法有效權利保

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又可使法律免於遭受違憲宣告之命運，各級法

院實無理由再迴避此一課題。如大法官不否認各級法院法官擁有從事合憲性

法之續造權限，藉由意見書之發表呼籲法官行使是項職權，應較自身藉統一

解釋之便，突破程序類型及聲請標的之界限，逕行對聲請標的以外之法規進

行違憲審查為妥當。 

                                                                                                                                                
拘束力之規定(民訴法第 30 條)。一般管轄權移送所以拘束受移送法院，該法院因而不得將案件

移回原移送法院或更移送於他法院(民訴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本文)，管轄權移送不改變承

受案件法院之性質及應適用之程序法，為其正當性基礎，訴訟經濟或促進訴訟之考量則為其規範

目的。一旦涉及具有公益考量之專屬管轄，訴訟經濟之要求退居其後，受移送法院即不受管轄權

移送之拘束，而得將案件更移送於他法院(民訴法第 30 條第 2 項但書)。於再移送裁定確定時，

訴訟之繫屬再變換至該法院(民訴法第 31 條)。考量審判權歸屬之公益性，以及審判權移送將導

致審判法院性質與應適用程序法之變更，民訴法第 30 條關於管轄權移送裁定拘束力之規定，應

不在類推適用之列。 
70 於此，受移送法院不得逕行移回他審判法院，係因符合民訴法第182條之1或行訴法第178條之

規定，而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之義務，並非其受移送裁定拘束之

緣故。如認為受移送法院應受審判權移送裁定拘束，即意謂受移送法院應為移送法院關於審判權

歸屬認定所拘束，不但不得移回原移送法院(我國為二元訴訟制度，故於審判權移送層次無「再

行移送」之問題，此與管轄權移送不同)，亦不得聲請統一解釋(亦即於應然層面無形成審判權消

極衝突之餘地)。故而，釋字第 595 號解釋大法官許宗力、賴英照、林子儀、許玉秀所提之部分

協同意見書謂：「受移送之法院於移送之裁定確定後固應受其羈束而不得再行移送，惟該法院就

其受理訴訟之權限，如與移送法院之見解有異時，當然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

大法官解釋。」即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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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法律違憲審查 

各級法院依合憲性法之續造而採行審判權移送，若能生群起效尤之效，

固然美好。惟實踐上恐因各級法院或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間步調不一或見解

不一，而不利法秩序之安定。如上所述，現行關於審判權錯誤之駁回規範實

已違憲。駁回規範之違憲性，經專責法律違憲審查之大法官作出具一般拘束

力之解釋後，由各級法院統一遵循，應較有利於法安定之維持。 

各級法院法官於審理案件遇有審判權錯誤時，對於應適用之審判權駁回

規範，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71。

此外，當事人提起訴訟，經法院以審判權錯誤裁定駁回確定者，亦得依司法

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聲請解釋憲法。於經由此等途徑提

起之憲法解釋案件，大法官即可理直氣壯地對民訴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

及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進行違憲審查。然而，大法官縱使認定系爭

審判權駁回規範違憲，亦不宜毫無限制地宣告其違憲。蓋此等規定所稱事件

不屬於普通或行政法院之權限者，不限於討論中之審判權錯誤，「單純無審

判權」、「無內國審判權」等情形72，亦為不屬普通或行政法院權限之案型。

於後二情形，適用審判權駁回規範，並未牴觸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僅於

「審判權錯誤」情形，適用審判權駁回規範，始牴觸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73。對此種「特定適用情形」（bestimmte Anwendungsfälle）違憲之法律，大法

官似可仿效釋字第 242 號解釋及釋字第 362 號解釋之模式，為「未減縮法律

文本之部分無效宣告」（Teilnichtigerklärung ohne Normtextreduzierung）或「質

的部分無效宣告」（qualitative Teilnichtigerklärung）74。亦即，審判權駁回規範

                                                 
71 參見釋字第371號解釋、釋字第572號解釋、釋字第590號解釋。 
72 關於審判權錯誤、單純無審判權、無內國審判權三者之區分，請參見本文第一章第二節第三項之

說明。 
73 違憲之具體理由請參見本項第二目「三、（三）」之說明。 
74 所謂「未減縮法律文本之部分無效宣告」或「質的部分無效宣告」，係指大法官（憲法法院）雖

宣告系爭法律與憲法尚無牴觸，卻指出系爭法律之「特定適用情形」牴觸憲法，並於此範圍內無

效。釋字第242號解釋及釋字第362號解釋宣告各該爭議法律，於一般情形與憲法尚無牴觸，而

僅宣告其適用於特定情況牴觸憲法，於此範圍內應停止適用，為「未減縮法律文本之部分無效宣

告」之適例。關於「未減縮法律文本之部分無效宣告」，請參見：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 
verfassungsgericht6, Rn. 386ff.；李建良，〈論法規之司法審查與違憲宣告－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

之分析〉，輯於氏著《憲法理論與實踐（一）》，頁45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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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判權錯誤之適用牴觸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於此範圍內應停止適用。

對此法律真空之部分，大法官可於解釋文中明示，在相關法制未完備前，關

於審判權錯誤，各級法院法官應類推適用民訴法第 28 條第 1 項，將事件移

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 

第二項  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  

依現行法，審判權為法院於訴訟程序之任何階段及任何審級均應依職權

審查之本案裁判要件。法院於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不當者，更為判決當然違

                                                                                                                                                
「未減縮法律文本之部分無效宣告」之違憲宣告方式，在我國法尚屬陌生之概念，故而對釋

字第242號解釋及釋字第362號解釋於釋憲制度中之定位，迄今仍眾說紛紜。諸如「合憲性解釋」

（參見陳英鈐，〈基本權利訴願的結構性變遷〉，輯於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2004 年 1 月，頁

156 以下）、「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參見王澤鑑〈舉輕明重、衡平原則與類推適用〉，輯於氏著

《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八)》，1998年9月，頁72；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50-151）以及「裁

判之違憲審查」（參見許宗力，〈大法官釋憲權行使的程序及範圍〉，輯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行

政》，1999年3月，頁123，註77；吳信華，〈「法院裁判」作為大法官會議違憲審查的客體〉，《政

大法學評論》，第61期，1999年11月，頁118；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 7》，頁75，註59；
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07；李念祖，〈大法官從事個案違憲審查之憲法解釋實例研究〉，輯於

《當代公法新論(上)》，2002年7月，頁840）。 
「未減縮法律文本之部分無效宣告」與「合憲性解釋」固然同為消除法律違憲並保全法律之

可能途徑，惟概念上仍應有所區別。於合憲性解釋，係「特定解釋可能性」（bestimmte Auslegungs- 
möglichkeiten）被宣告違憲而排除在外；於未減縮法律文本之部分無效宣告，係「特定適用情形」，

而此無法經由合憲性解釋排除於法律適用範圍之外（vgl. Schlaich/Korioth, a. a. O., Rn. 387, 446f.）。
在此二號解釋中，並非特定解釋可能性，而是法律之「特定適用情形」（兩岸長期阻隔下之重婚、

信賴確定離婚判決導致之重婚）被宣告違憲，停止適用。 
釋字第242號解釋對於兩岸長期阻隔下之重婚，基於家庭生活及人倫關係之考量，停止或排

除重婚撤銷權規定之適用；釋字第362號解釋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停止或排除重婚無效規定之適

用。從其訴諸憲法而反於法律文義限縮相關法律之適用、從事法律之改造觀之，若由無法律「拒

斥權」或「非難權」（Verwerfungskompetenz）之各級法院為之，固可為「超越法律法之續造」。

惟若由掌有法律拒斥權之大法官為之，似應為「未減縮法律文本之部分無效宣告」。倘認為系爭

法律部分違憲，大法官應據其拒斥權宣告該違憲部分無效，停止適用，無須迂迴藉由法之續造途

徑限縮系爭法律之適用範圍（vgl. wohl auch Koch/Rüβmann, Juristische Begrüdungslehre, 1982, S. 
267）。 

釋字第242號解釋於宣告修正前民法第992條合憲之際，宣告該條法律於「兩岸長期阻隔下

之重婚」之「適用」牴觸憲法第 22 條之規定，而排除於該條文規範範圍之外，是法律之部分違

憲宣告，即前述之「未減縮法律文本之部分無效宣告」。故而，其違憲審查標的為修正前民法第

992 條，而非最高法院之確定終局判決。至於該確定終局裁判所以違憲，係因其適用違憲部分之

法律。依我國現行法制，違憲裁判非大法官在違憲審查程序所能審究，而應由聲請人提起再審之

訴尋求救濟（參見本號解釋之理由書末句）。論者似因受本號解釋聲請書之誤導，而認為該號解

釋之違憲審查標的及違憲宣告對象，並非修正前民法第992條，而係該確定終局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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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法令，絕對上訴法律審之理由75，終審法院以此為由廢棄原判決時，應就

該事件自為判決76，依現行法係作成駁回之判決。凡此在在顯示現行法對審

判權問題之高度重視。此外，論者更有主張無審判權法院誤為實體裁判而確

定時，仍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由77，提起再審之訴78。 

換言之，現行法對法院職權審查審判權存否之權限與義務，以及當事人

對審判權欠缺之抗辯權，皆無任何限制。除受訴法院以事件不屬其審判權

限，裁定駁回，從而開啟「裁定－抗告程序」，得較快確定審判權爭議外，

現行法對於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係採慎重、緩慢之「判決－上訴程序」，

將審判權爭議事項與本案問題一併處理。審判權歸屬爭議，唯有待本案程序

確定終結時始告確定。 

詳言之，如被告於第一審程序中，就受訴法院之審判權提出異議，而法

院仍肯認其審判權時，得對此訴訟程序之中間爭點先為中間裁定79，或於終

局判決之理由中再行表明。由於法律並無准許抗告之特別規定，對此中間裁

定不得獨立提起抗告80，僅得隨其後之終局判決，並受上訴法院之審判81。在

現行法狀態下，此中間裁定僅具有羈束為該裁定法院之效力，該法院為終局

判決時，應受其羈束，不得更為相反之裁判82，而無加速確定審判權爭議之

作用。故法院是否就審判權存否之中間爭點為裁定，對於確定審判權爭議之

途徑及進程不生任何影響83。於普通法院之事實審上訴程序中，縱使當事人

                                                 
75 參見民訴法第469條第3款、行訴法第243條第2項第3款。此外，於民事法院第三審採上訴許

可制後，以此當然違背法令事由提起之第三審上訴，無須第三審法院之許可(參見民訴法第 469
條之1)。 

76 參見民訴法第478條第1項第2款(舊法第479條第2款)、行訴法第259條第2款。 
77 參見民訴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行訴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 
78 請參見：楊建華、范光群，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20 次研討會之發言，載於同會編《民事訴訟

法之研討(二)》，頁 311、頁 314；張文郁，〈論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審判權之劃分－以司法院大

法官之解釋為中心〉，輯於氏著《權利與救濟－以行政訴訟為中心》，2005年9月，頁374。 
79 參見民訴法第383條第2項、行訴法第193條。依民國92年2月7日修正前之民訴法第383條，

對此訴訟程序上之中間爭點係以中間判決決之。 
80 參見民訴法第483條、行訴法第265條。 
81 參見民訴法第438條、行訴法第239條。 
82 參見民訴法第238條、行訴法第208條。 
83 依據楊建華大法官及最高法院吳明軒庭長數十年審判經驗觀察所得，此等規定僅為著作或課堂上

之事項，於實務上之利用，幾形同虛設。請參見：楊建華，〈中間判決制度之檢討〉，輯於氏著《問

題研析民事訴訟法(二)》，頁159以下；吳明軒，《中國民事訴訟法(中冊)6》，頁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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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審未曾抗辯法院欠缺審判權，又縱使上訴人未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當

事人仍得於上訴審程序中初次主張法院無審判權，法院亦應依職權審究其審

判權之有無。對於普通法院第二審或高等行政法院之終局判決，更得以其於

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不當，提起法律審上訴；縱非以此為由，對於合法提起

之法律審上訴，法院仍應依職權審查審判權之有無。因此，凡尚未確定之本

案裁判，均存有遭上級審以欠缺審判權為由予以廢棄之風險。此一風險實現

時，法院及當事人關於本案審理、裁判所花費之勞力、時間、費用化為烏有，

實有害於訴訟經濟及程序安定性。相較於初審法院於程序前階段即予駁回，

於歷經數月或數年期間後，程序進行至初審後階段或上訴審始發現欠缺審判

權，原告之權利主張更有可能因罹於時效或遲誤起訴期間，受拒於另一審判

法院，以致喪失所有法律救濟途徑84。此結果對主張正當權利當事人之傷害，

更甚於單純審判權錯誤。 

依若干論者之見解，得以確定之本案裁判係由無審判權法院所為為由，

提起再審之訴。果若如此，則經慎重、緩慢程序而確定之審判權爭議，及經

本案裁判確定而終結之訴訟程序，將僅因審判權事項，而再度陷入不確定之

狀態。此不僅嚴重損及法安定性與程序安定性，更有害於人民對司法之信

賴。尤其是行政機關敗訴時，如猶得對確定終局裁判，藉再審途徑爭執法院

審判權之欠缺，此與法國 1828 年之前85、普魯士 1847 年之前86，行政機關對

法院確定裁判仍得提起權限衝突之古老法律思想何異87？實則細察判決當然

違背法令事由與再審事由之差異，立法者將「判決法院之組織不合法」、「依

法律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參與裁判」、「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理」等當然

違背法令事由，一字不差列為再審事由，並將「判決不備理由或理由矛盾」

限縮為「判決理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際，唯獨不將「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

別不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及「違背言詞辯論公開之規定」兩項當然違

                                                 
84 另請參見：陳計男，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20 次研討會之發言，載於同會編《民事訴訟法之研

討(二)》，頁313；LG Freiburg NJW 1958, 1642。  
85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二目之說明。 
86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三項第二目之說明。 
87 此種古老法律思想，確實存在於我國司法實務，不過不是透過再審程序，而是經由統一解釋途徑

提起與法國法類似之「積極衝突程序」。相關剖析及批評，請參見本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
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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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法令事由納入再審事由。由此可知，立法者顯然有意將「法院於權限之有

無辨別不當......」排除於再審事由之外，又豈可依附「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

借屍還魂88？此外，從司法院釋字第 269 號解釋(79、12、7)89似可推知，事

件經法院本案裁判確定者，縱使於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不當，其瑕疵亦因本

案裁判之確定而獲「治癒」(geheilt)，以符合程序安定性、法和平性及訴訟

經濟原則之要求90。至於主張無審判權法院所為之本案裁判當然無效之見解
91，尤甚不妥，固不待言92。 

                                                 
88 基於相同思路，楊建華(〈違背專屬管轄得否以之為再審理由〉，輯於氏著《問題研析民事訴訟法

(二)》，1991年10月，頁307以下)即認為，違反專屬管轄規定所為之判決，雖當然違背法令而構

成絕對上訴理由，但應不作為再審原因。 
附帶一提，違反一般(即專屬管轄以外)管轄權規定所為之判決，雖屬違法，但不得作為上訴

之理由，上訴法院亦不得以此為由廢棄第一審判決(參見民訴法第 452 條第 1 項、行訴法第 257
條第1項)。不同見解(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394；蔡志方，《行政救濟法新論 2》，邊號4049)
則完全忽略行訴法第257條第1項之規定及同法第243條第2項第3款之明確文義，概括認為無

管轄權行政法院所為之判決為違法，構成絕對上訴理由與再審原因。 
89 司法院釋字第 269 號解釋後段：「至關於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爭執，究應提起行政訴訟，或

提起民事訴訟，與上開判例無涉，不在本件解釋範圍內；其當事人如已提起民事訴訟經判決確定

者，自無訴訟權受侵害之可言，併此說明。」 
90 Vgl. auch Schumann, in：Stein/Jonas, ZPO20, Einl. Rn. 426；Krause, Verfahrensrechtliche Probleme der 

Entscheidung über den Rechtsweg und der Verweisung von Rechtsweg zu Rechtsweg, ZZP 83(1970), 
289 (295f.). 比較法上將此法律思想明文化者，如奧地利憲法法院法第43條第2項：「法院已就本

案為確定裁判者，該法院為唯一有管轄權之法院。」其原文為：«Hat ein Gericht bereits einen 
rechtskräftigen Spruch in der Hauptsache gefällt, so bleibt die alleinige Zuständigkeit dieses Gerichtes 
aufrecht.» 

91 請參見：司法院釋字第115號解釋王之倧、景佐綱二位大法官所提之不同意見書；釋字第128號
解釋王之倧大法官所提之不同意見書；釋字第 128 號解釋監察院所提聲請書「監察院函(二)」，

載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彙編》，頁 311-313；張文郁，〈論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審判權之劃

分－以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為中心〉，輯於氏著《權利與救濟－以行政訴訟為中心》，2005 年 9
月，頁374。 

      邱聯恭，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20次研討會認為：「在民訴程序上，審判權之有無，事關判

決之有效與否等公益......」（參見同會編《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二)》，頁 326）；在民事訴訟法研究

會第85次研討會亦認為：「......如屬欠缺審判權，其本案審判是無效的，......」（參見同會編《民事

訴訟法之研討(十二)》，2004年12月，頁280）。惟邱聯恭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參

見《法學叢刊》，第 195 期，2004 年 7 月，頁 168、170），基於維護程序安定性及避免浪費司法

資源之觀點，質疑欠缺審判權之本案審判為無效之論點，並於立法論、解釋論主張採取「合意審

判」、「應訴審判」等制度。 
92 Vgl. auch Schumann, in：Stein/Jonas, ZPO20, Einl. Rn.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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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審判權衝突 

第一目  解決途徑一：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審判權限衝突之發生，係源自普通法院及行政法院，適用同一審判權限

分配之法律，所表示之見解有異。現行法將兩者並列，並不承認其中一方關

於審判權限之法律見解，具有拘束他方之效力93。對此因法律見解歧異導致

之審判權衝突，依憲法第 78 條及第 79 條第 2 項，係由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

之司法院大法官解決之。就此而言，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實早已扮演「權限衝

                                                 
93 舊行政訴訟法第 5 條(21、11、17)規定：「行政法院關於受理訴訟之權限，以職權裁定之。」此

規定是否為解決審判權衝突之方法，曾在行訴研修會第17次會議(載於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

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一)》，頁693以下)引起討論。張劍寒委員主張此規定旨在賦予行政

法院決定其受理訴訟權限之權限，行政法院關於案件審判權有無之確定裁定拘束普通法院。如經

行政法院裁定有審判權之案件，普通法院即受拘束，積極衝突無從發生；如行政法院認無審判權

不受理之案件，普通法院即應受理，足以解決消極衝突。吳庚委員亦認為此為維護行政法院權力

之進步條文，使行政法院可自為決定管轄權(按：應為審判權)之有無而不受普通法院之拘束，並

進一步建議於該條增訂「普通法院應受其拘束」。唯多數委員認為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關於審

判權有無之裁判，應互不拘束，審判權衝突仍應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決，遂有今日行訴法第

178條之制定。 
經查，本條條文之規定內容確實與德國舊法院組織法第17條第1項(1877、1、27)相仿，單

從條文表面觀之，張、吳二人之主張不無道理。然而，德國該項規定所以賦予普通法院優越地位，

在於法院組織法制定之際，普通法院具有最能擔保公正裁判之組織型態(Vgl. W. Jellinek, VerwR3, 
S. 55)。於 1960 年行政法院法施行後，始全面確立行政法院之獨立性(該法第 1 條)，依該法第

41條第1項之規定，德國行政法院始全面擁有與普通法院同等決定其受理訴訟權限之權限(詳請

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之說明)。我國於88年全面修正行政法院組織法前之數十年間，行

政法院審判庭可由過半之行政官組成(舊行政法院組織法第4條)，與普通法院相較，其組織型態

顯向行政權傾斜。可見我國舊行訴法第 5 條與德國舊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第 1 項及舊行政法院法

第 41 條第 1 項之規範背景及精神完全不同，實不宜比附援引作同一解釋。所幸，行政法院幾乎

未曾適用舊法第5條之規定，如認為有審判權，即逕為實體判決而未先以裁定決之；如認為無審

判權，或依舊法第 13 條前段以不合法裁定駁回，或依舊法第 23 條下段以無理由判決駁回(對此

批評，請參見本節前揭註 3 之說明)，皆未適用第 5 條規定。鄭有齡(於行訴研修會第 17 次會議

之發言，載於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一)》，頁695)及張特生(〈民

事法院與行政法院的權限衝突問題〉，載於《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二)》，頁 299)兩位前行政法院

庭長，依其辦案經驗，亦認為此條規定於實務上幾乎沒有任何重要性。此外，行政法院判例編輯

委員會所編之《行政法院判例要旨彙編》(2000 年 2 月出版)一書中，未有任何關於此條規定之

判例(頁973 直接從第4 條跳到第6 條，未見有第5 條之規定及其相關判例)。近年，吳庚(司法

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八月》，2002 年12 月，

頁 327)即變更見解，認為原舊法第 5 條「乃對行政法院地位的不尊敬」、「乃行政裁判權不獨立

而附屬於行政權之下的十九世紀遺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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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法院」之角色94。現行法關於審判權衝突之解決，原則上均藉助司法院大

法官統一解釋法令之權限。其聲請途徑有三，依施行順序分別為： 

一、中央或地方機關聲請統一解釋？95 

根據通說及大法官解釋實務96之一致見解，依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

第 4 條(37、9、15)、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7 條(47、7、21)或現今之司

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以下簡稱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82、2、
3)，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於其職權遇有審判權衝突97，或甚至單純不認同法

院之審判權裁判者98，得聲請統一解釋。依此規定審判權衝突雖有解決之道，

然此僅為有關機關之權限，而非義務。因此，在增訂人民聲請統一解釋途徑

之前，如遇有關機關無意聲請大法官解釋，審判權衝突幾無解決途徑99。如

為積極衝突，而其判決矛盾時，法院、行政機關及當事人即無所適從。對遭

                                                 
94 另請參見：吳庚，〈大法官會議與基本權利保障〉，《中國論壇》，第208期，1984 年5月，頁30；

城仲模委員，在行訴法研修會第 81 次會議(73、9、6)之發言，載於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

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三)》，頁148；法治斌，〈大法官會議解釋效力之探討－由釋字第一八

八號解釋談起〉，輯於氏著《憲法專論(一)》，1985 年 5 月，初版，頁 374；張特生，〈民事法院

與行政法院的權限衝突問題〉，載於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編《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二)》，頁303。 
95 對於法院以外之其他機關就審判權衝突得聲請統一解釋一事，本文有不同見解，請參見此目「四、

(一)」之批評與辨正。 
96 司法院釋字第89號(最高法院及行政法院聯名聲請)、第115號(行政院聲請)、第128號(監察院

及行政院分別聲請)、第 466 號解釋(考試院聲請)即是依此規定受理而作成之解釋，且無大法官

就應否受理提出不同意見書之情形。 
至於吳庚(《行政爭訟法論 3》，頁50)、劉宗德(翁岳生編/劉宗德‧彭鳳至，《行政法 2》，頁

1170，註158)及陳清秀(翁岳生編/陳清秀，《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初
》，頁527以下)等人，或因以

訛傳訛，皆謂釋字第115號解釋屬由行政法院或最高法院聲請之例。 
97 請參見：吳庚，《行政爭訟法 3》，頁51；陳計男，《行政訴訟法釋論

初
》，頁32；陳敏，《行政法總

論 4》，頁1395；翁岳生編/劉宗德‧彭鳳至，《行政法 2》，頁1170；蔡志方，《行政救濟法新論 2》，

邊號4029；翁岳生編/陳清秀，《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初
》，頁528。 

98 請參見：張文郁，〈論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審判權之劃分－以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為中心〉，輯於

氏著《權利與救濟－以行政訴訟為中心》，2005 年 9 月，頁 373 以下；翁岳生編/盛子龍，《行政

訴訟法逐條釋義
初
》，頁53。 

99 實證結果證明行政機關(行政院、考試院及其所屬機關)唯有於遭受敗訴判決之際，才會以最高法

院(普通法院)「無審判權」(非審判權衝突！)為由聲請統一解釋，以達推翻最高法院見解之目的。

實際運作之結果，頗有法國實證法積極衝突程序之味道。此為釋字第128號及第466號解釋之由

來。實際上未曾見行政機關為人民之利益聲請統一解釋之例。由此可見解釋論或立法論上，將審

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聲請權託付於行政機關，甚是不妥。至於釋字第115號解釋，學說多認為涉

及審判權歸屬爭議或審判權衝突，經本文考證，應屬誤解。詳細說明與批評，請參見此目「四、

(一)」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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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消極衝突之當事人而言，即與拒絕法院之權利保護、剝奪其訴訟權無異。

此等均非法治國家應有之現象。 

身為人民基本權最後一道防線之大法官，豈能容任此狀態存續。於修法

賦予人民統一解釋聲請權之前，大法官於釋字第 305 號解釋(81、10、2)100，

對此項問題，首開接受人民聲請之例101。對於聲請人因審判權消極衝突所提

之「統一解釋」聲請案102，大法官務實而巧妙地將之轉為「判例之違憲審查」，

依法受理。惟大法官意在解決審判權消極衝突，而非為判例之違憲審查。遂

於受理後，認為於違憲審查之際，並得對與該判例有關連之歧異見解，為統

一解釋，順勢解決審判權消極衝突，為聲請人開啟救濟途徑。惟此須以其中

一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判例，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為前提，條件

既嚴苛，又帶有射倖因素，終非濟事之道103。 

二、當事人聲請統一解釋 

                                                 
100 司法院釋字第305號解釋：「(第1段)人民就同一事件向行政法院及民事法院提起訴訟，均被以

無審判之權限為由而予駁回，致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受侵害，而對其中一法院之確定終局裁

判所適用之判例，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請求本院解釋，本院依法受理後，並得對與該判例有

牽連關係之歧異見解，為統一解釋。本件行政法院判決所適用之判例與民事法院確定終局裁判，

對於審判權限之見解歧異，應依上開說明解釋之。(第2段)公營事業依公司法規定設立者，為私

法人，與其人員間，為私法上之契約關係，雙方如就契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

徑解決。行政法院 60 年度裁字第 232 號判例，認為此種公司無被告當事人能力，其實質意義為

此種事件不屬行政法院之權限，與憲法尚無牴觸。至於依公司法第 27 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

派在公司代表其執行職務或依其他法律逕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服務之人員，與其

指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仍為公法關係，合併指明。」 
101 陳計男(《行政訴訟法釋論

初
》，頁31，註17)謂釋字第89號解釋、第115解釋係由當事人聲請解

釋。此應與事實不符。 
102 司法院釋字第305號解釋聲請人聲請書：「陳情人前屬臺灣汽車客運公司臺北第一運輸處第五職

等中興號汽車駕駛員，究係公務員，抑係一般勞工身分疑義，請予釋示。一、......二、陳情人因

此被臺汽公司呈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而遭懲戒記過處分，因公司處分不當，曾向臺灣省政府提起

訴願、再訴願後，依法提起行政訴訟，行政法院認臺汽公司為公司組織，不屬行政機關，認為不

應提起行政訴訟，而無當事人能力，並謂屬於民事訴訟範圍，不是行政機關處分不當或違法情形，

屬於民事爭議，經由普通法院管轄，因而陳情人向臺北地方法院提起確認訴訟，認陳情人為公務

員兼具勞工身分之人，因曾經考試、任用等程序，經公司予以命令免職，為公法律行為，對公法

法令，不得提起確認訴訟，因此地方法院將訴訟駁回，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均遭駁回，

使陳情人申訴無門，陳情人自認為勞工身分，且有參加勞工保險，得能看病就醫都是用勞保身分，

從未加入公保，應為勞工身分，因此令人感到疑惑，如此妾身未明，互踢皮球，對法律之尊嚴，

實令人疑問，終始不能了解，為此，書陳上情，......」載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續編(六)》，

頁285以下。 
103 另請參見：吳庚，《行政爭訟法論 3》，頁50；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3》，頁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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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論者遂主張賦予當事人自行聲請統一解釋之權利104。民國 82
年修正審理案件法，採納上開建議，增訂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82、2、3)，
賦予當事人聲請統一解釋之權。此一新規定雖有可取之處，但其要件仍屬嚴

苛。不論積極衝突或消極衝突，皆須以兩個確定之無審判權裁判或本案實體

裁判為前提，相當耗費勞力、時間、費用。於當事人「被迫」得聲請大法官

聲請統一解釋之前，通常已耗費數年之光陰於普通及行政法院，當然也包括

其間所投入之金錢和精力。此於積極衝突尤甚。又縱使要件該當後，當事人

提出聲請，因審理案件法對審理程序及時程無特別規定，案件可能在大法官

那邊一躺又數年105。再者，大法官為統一解釋而確定審判權歸屬後，依向來

之通說，聲請人仍須經由再審程序廢棄違反審判權規範意旨之裁判，始得獲

得進一步之救濟可能性106。此嚴格、緩慢、復又迂迴之審判權衝突解決途徑，

極度耗損司法資源與當事人之程序利益，比較法上殆無出其右之制度。當事

人須如「過五關斬六將」突破層層關卡，始能進入司法權利保護之大門，實

非法治國家應有之現象。 

三、法院職權聲請統一解釋 

行訴法第 178 條(87、10、28 公布；89、7、1 施行)及民訴法第 182 條

之 1 第 1 項本文(92、2、7 公布；92、9、1 施行)規定，行政法院或普通法

院就其受理訴訟之權限，如與對方法院確定裁判之見解有異時，應以裁定停

                                                 
104 請參見：行訴研修會第17次會議記錄，載於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

編(一)》，頁 693 以下；吳庚，〈大法官會議與基本權利保障〉，《中國論壇》，第 208 期，1984
年5月，頁30。反對見解：姚瑞光，〈統一解釋之研究〉，《憲政時代》，第8卷第1期，1982年
7月，頁22以下；蘇永欽，〈人民聲請統一解釋法令的再商榷〉，輯於氏著《憲法與社會》，1988
年11月，頁65以下。 

105 例如司法院釋字第533號解釋，從當事人提出聲請之日(86、8、11)至解釋文公布日(91、11、16)，
歷時四年三個月餘。 

106 此似獲得釋字第601號解釋（94、7、22）理由書之確認。本號解釋理由書謂：「同法（按：司法

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權利遭受不法侵害，

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

律或命令時所已表示之見解有異者，得聲請統一解釋，而引起歧見之該案件，如經確定終局裁

判，其適用法令所表示之見解，經大法官解釋為違背法令之本旨時，是項解釋得據為再審或非

常上訴之理由並拘束受訴法院，亦經本院釋字第一八八號解釋有案。」是將釋字第 188 號解釋

機關聲請統一解釋之效力，進一步援用於人民聲請統一解釋之案型。關於本號解釋理由書此段

論述之批評，請參見本章第三節註43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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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依條文起草時之討論107及立法理由

之說明108，此等規定係為避免就同一事件109行政法院與普通法院發生消極之

審判權衝突時110，人民之權益失所保障，乃課予後訴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義務。相較於以往之途徑，由後訴法院職權聲請

解釋之設計，顯已簡化衝突之構造及加速衝突之解決，誠屬較便捷之途徑111。

                                                 
107 請參見：行訴研修會第17 次會議記錄，載於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

編(一)》，頁693以下；民訴研修會第433次會議紀錄，載於司法院編印《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

究修正資料彙編(九)》，頁 1285 以下；翁岳生，〈行政訴訟制度現代化之研究〉，輯於氏著《行

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1979 年 10 月，3 版，頁 401 以下；翁岳生，〈行政法與國家賠償法〉，

輯於氏著《法治國家之行政法與司法》，1994年8月，頁183。 
108 請參見：司法院提案說明，《立法院公報》，第 87 卷第 36 期，頁 307；《立法院公報》，第 92 卷

第8期，頁1244以下。 
109 不同見解認為，不限於同一事件，而擴及同類事件，甚至是認為應解為「不同一事件」。請參見：

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86 次研討會，吳明軒、鄭傑夫、范光群等人之發言，《法學叢刊》，第 195
期，2004年7月，頁157以下。 

110 惟多數學者基於法條文義認為，該等規定並得適用於積極衝突。請參見：陳計男，《行政訴訟法

釋論
初
》，頁 31；翁岳生編/陳清秀，《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初
》，頁 528；許士宦，〈審判法院之選

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輯於氏著《程序保障與闡明義務》，2003年12月，頁459；陳石獅，在

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發言，《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66。本文

認為，基於歷史、目的、體系及比較法解釋，上開規定應僅適用於審判權之消極衝突。於釋字

第 269 號解釋後，我國法似已不容許經本案裁判敗訴之當事人，就同一事件更行向他審判系統

法院起訴。蓋釋字第 269 號解釋認為，案件如經法院本案判決確定，已無侵害當事人訴訟權可

言；且基於法安定性之要求，自不容許當事人再向他種法院起訴。如不認為「一事不再理原則」

得適用或類推適用於民事及行政法院之間，後訴之他種法院亦應逕以「欠缺權利保護必要」駁

回訴訟，而不得審究其審判權之有無，自無適用此二規定聲請大法官統一解釋之餘地與必要。

此外，如與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之規定體系考察之，更可推知此二規定僅包含消極

衝突。蓋如包含積極衝突，則確定可能但尚未實際發生之積極衝突，將因當事人之合意而確實

發生(姑且不論原本勝訴之一方，與對方達成合意之可能性)，嗣後必然仍須聲請大法官解釋解

決之，徒增司法程序之浪費。若謂該條第 1 項本文，兼含消極與積極衝突，而但書僅含消極衝

突，在無迫切理由之情形下，割裂同一法條之法律體系，實有其不妥當之處。最後，從比較法

角度觀之，法國法上與我國此等規定相當之「強制移送制度」，亦僅用以解決消極衝突，而不及

於積極衝突（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五項第一目之說明）。 
司法院第 1247 次大法官會議不受理案件(93、7、9)，台北高等行政法院第四庭聲請案(會

台字第7178號)之決議：「(一)按行政法院就其受理訴訟之權限，如與普通法院確定裁判之見解

有異時，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行政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定有

明文。其中所謂『行政法院就其受理訴訟之權限，如與普通法院確定裁判之見解有異』，係指就

同一訴訟事件，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發生消極之權限衝突而言，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足資參照。

判斷訴訟事件是否同一，應就訴之三要素－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是否同一，比較觀

察之。......(二)......綜上可知，系爭事件究屬終止公有耕地租約，或屬公有出租耕地撥用之補償爭

議，並非同一訴訟事件，因此無從發生消極權限爭議。......」亦認為僅「同一事件之消極衝突」

始足該當。 
111 其實，解釋論上，原大法官會議法第7條及審理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1款即可達到相同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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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途徑僅須一個確定之無審權裁判，而另一審判系統之入口法院亦自認無

審判權時，該入口法院即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提出確信所屬審判系統法院

無審判權之具體理由，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而不得逕以無審判權駁回，

待其確定後，再由當事人聲請解釋112。此外，法院職權聲請統一解釋之義務，

具有減輕當事人負擔及促進衝突程序之作用。 

然而，此等規定仍有兩個缺失： 

1、解釋之結果可能導致第二度駁回，造成當事人之二度傷害。如解釋結果

認應由聲請解釋之法院審判，由其繼續審判，固無問題；惟若認前訴法院

有審判權，則聲請解釋之後訴法院，即應以無審判權駁回原告之訴，再由

當事人就前訴法院之無審判裁判聲請再審以資救濟113。其迂迴與不經濟已

如上述。至於使原告承受雙重駁回之不利益，違反法律避免雙重駁回、保

護原告利益之本旨，則更為嚴重。首度依此途徑作成之釋字第 540 號解釋
114，曾一度於審判權衝突正確掌握統一解釋之效力，明確與釋字第 188
號解釋之模式有所區隔，使當事人無庸迂迴經由再審程序，即得於有審判

權之法院續行訴訟程序，並排除審判權消極衝突下雙重駁回之不利益115。

惟大法官於嗣後作成之釋字第 595 號解釋，卻又疏漏此項重要之效力宣

示，殊為遺憾116。 

2、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可能曠日廢時，有損當事人之權

益。根據迄今實證之結果，此一風險雖非必然，但仍有可能。目前有釋字

                                                                                                                                                
功能，只是為向來學說及實務所忽略，殊為可惜。請參見此目「四、(一)」之說明。 

112 由此觀之，我國法院職權聲請統一解釋義務之規定，與法國法之「強制移送程序」十分相似，而

我國法之人民聲請統一解釋，則相當於法國法之古典消極衝突程序。法國法之相關論述，請參

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四項及第五項第一目之說明。 
113 請參見：陳計男，《行政訴訟法釋論

初
》，頁31以下；陳計男，《民事訴訟法論(上)3》，頁30。 

114 關於司法院釋字第540號解釋之爭議與解讀，詳請參見本章第三節之討論。 
115 解釋結果，如應由聲請解釋之法院受理，聲請解釋之法院，不得以無審判權將案件駁回，而應撤

銷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至於前訴法院先前合法「駁回裁定」之效力，則不受解釋結果影響；

如應由前訴法院受理，則聲請解釋之法院仍須「裁定駁回」後，再行「移送」。無論如何當事人

仍免不了被扒一層皮(被駁回一次，並承擔因此所生之不利益)。就此而言，所獲得之對待與單

純審判權錯誤相當。作為權限衝突法院之大法官，如能排除消極衝突雙重駁回之不利益，已算

是將其功能發揮得淋漓盡致。徹底排除審判權錯誤之不利益，仍有待學說、審判及立法實務繼

續努力。 
116 關於釋字第595號解釋之疏漏，請參見本章第三節註66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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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0 號及釋字第 595 號解釋依此途徑作成，前者歷時不到三個月117，後

者卻於聲請後二年多始作成解釋118。為避免解釋時程過份延宕，而損及權

利保護之時效性與實效性，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規定遇

有同條項本文之情形，如當事人合意願由普通法院為裁判，即由普通法院

裁判之，而不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此規定或許能局部避免解釋延宕之

缺失，然在缺乏任何配套措施之下，其可行性如何、是否可能併發不良之

後遺症以及如何補救，均有待進一步之說明，凡此均請參見本項第二目之

說明。 

四、附論 

（一）法院以外之其他機關就審判權衝突聲請統一解釋權限之商榷 

依向來通說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實務一致之見解，(1)法院以外之其他

機關(以下簡稱「其他機關」)就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間之審判權衝突，或(2)
「其他機關」對於普通法院或行政法院所為審判權裁判有不同見解時，得依

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聲請統一解釋。此見解不符合該款規定

事小，真正嚴重之問題在於賦予「其他機關」透過聲請大法官統一解釋推翻

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所持法律見解之權限，而使大法官成為「其他機關」(特別

是行政機關)專屬之「超級法律上訴審」(Superrevisionsinstanz)119，審查一般

法院對「普通法規」之解釋與適用是否「正確」(無關裁判是否違憲)。此不

僅違反憲法所明定憲法審判權與一般審判權分工原則120，更有撼動權力分立

與制衡國家根本體制之危險。 

1、關於審判權衝突唯「法院」為本款規定之適格聲請機關 

                                                 
117 本號解釋之聲請日為民國90年12月19日，解釋公布日為民國91年3月15日。 
118 本號解釋係併案作成，彰化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庭之聲請日為民國91年12月17日，台北高等行

政法院第五庭之聲請日為民國92年3月12日，解釋公布日為民國94年5月6日。 
119 「超級法律上訴審」一語出自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著名之《Lüth》判決，BVerfGE 7, 198(207)，旨

在闡述基於憲法訴願之備位性，對於一般法院之裁判，聯邦憲法法院不得做普通法規解釋與適

用是否「正確」之審查。請參見：劉淑範，〈憲法審判權與一般審判權間之分工問題：試論德國

聯邦憲法法院保障基本權利功能之界限〉，輯於劉孔中‧李建良編《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

1998年6月，頁220。 
120 參見憲法第77條、第78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規定。另請參見：釋字第601號解釋林

子儀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見書「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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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開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律或命令所持見解，

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時所已表示之見解有異者，得聲請統

一解釋。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見解之拘束，或得變更其見解

者，不在此限。審判權衝突之發生，係因普通法院及行政法院，適用同一審

判權限分配之法律，所表示之見解有異，得聲請統一解釋，已如上述。問題

在於聲請解釋之適格機關為何？訴訟法上之法院為條文所稱之中央機關，已

無庸置疑121。因此，各級法院於審判之際，對於事件審判權歸屬所持見解，

與他審判系統法院適用同一審判權分配法律所已表示之見解有異者，得聲請

統一解釋。因此，各級法院依本款得聲請統一解釋者，不限同一事件(狹義)

之審判權衝突122，還包含同一法律(廣義、同類事件)之審判權衝突123。是否

依本款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序124，並聲請統一解釋，法院應依其合義務之裁

量決之。職是，縱使無後來所增訂之人民聲請統一解釋及法院職權聲請統一

解釋義務等規定，善用此規定應能達到幾近相同之效果。例如法院如遇有行

訴法第 178 條或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所規範之情形，縱使無此等規定，為避

                                                 
121 請參見：許宗力，〈普通法院各級法官及行政法院評事應否具有違憲審查權？〉，輯於氏著《憲法

與法治國行政》，1999年3月，頁135以下。 
122 如為同一事件之消極衝突，行訴法第178條及民訴法第182條之1已有特別規定，法院有裁定停

止訴訟程序，並聲請統一解釋之義務。 
123 司法院第 1247 次大法官會議不受理案件(93、7、9)，於台北高等行政法院第四庭聲請案(會台

字第 7178 號)之決議中，對該庭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統一解釋之案件，先後審查是否符合

審理案件法第 7 條及行訴法第 178 條之規定。關於審理案件法第 7 條，大法官認為「查本件聲

請意旨，係聲請法院與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八十六年度重訴字第三四五號民事確定裁定，就繫屬

於聲請法院之原因訴訟事件，究屬終止公有耕地租約之補償爭議，應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及同條第二項規定，或屬公有出租耕地撥用之補償爭議，應適用平均地

權條例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見解歧異，並非二審判機關間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時所表示之見

解有異，與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七條(按：指該條第一項第一款)統一解釋之規定，已有

未合。」由此可推知各級法院依此款規定聲請統一解釋，以二審判機關間適用「同一法律或命

令」時所表示之見解有異為要件。關於行訴法第 178 條，大法官則認為僅「同一事件之審判權

消極衝突」始足該當。對此請參見本節前揭註110之說明。 
124 既然解釋上各級法院得依此規定聲請統一解釋，而法院聲請解釋又以先行停止訴訟程序為必要，

可見解釋上此規定當已直接蘊含允許法院先行停止訴訟程序之旨趣，否則此規定之立法精神將

無法求得貫徹。此項說理係參考許宗力，〈普通法院各級法官及行政法院評事應否具有違憲審查

權？〉，輯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行政》，1999年3月，頁136。 
司法院第1247次大法官會議不受理案件(93、7、9)，於台北高等行政法院第四庭聲請案(會

台字第 7178 號)之決議中，對該庭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統一解釋之案件，先後審查是否符

合審理案件法第 7 條及行訴法第 178 條之規定。顯見依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各級

法院本得就繫屬中之案件，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而聲請統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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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發生同一事件之消極衝突，使當事人之權益失所保障，依此款規定聲請統

一解釋已為法院裁量減縮至零之唯一合法選擇，不得逕予駁回。此外，如同

類事件早已於實務上發生審判權之積極或消極衝突125，法院認為對受訴事件

無審判權時，縱使該事件未曾經他審判法院以無審判權駁回，亦應斟酌將來

發生衝突之可能及法安定性之需求，決定是否聲請統一解釋，以儘早消弭此

類事件之審判權衝突。又如，某類事件長期為一審判系統法院以有審判權而

受理裁判，他審判系統法院如亦自認有審判權，宜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

出客觀上形成確信其有審判權之具體理由，聲請統一解釋126、127。 

至於為訴訟當事人之行政機關128或其他無關之機關(如憲法本文或增修

條文之監察院)，無論如何均無依本款規定，就審判權衝突，甚或就法院確

定終局裁判之審判權歸屬，聲請統一解釋之權限。蓋就民(、刑)事及行政爭

                                                 
125 如釋字第595號解釋之原因案件。關於積欠工資墊款償還事件(勞動基準法第28條第4項後段)，

於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依行訴法第 178 條規定(狹義之消極衝突)負有聲請統一解釋義務之前，實

務上早已發生同類事件(非同一事件)消極衝突及積極衝突交錯之混亂情形。(1a)普通法院認為有

審判權者，如：台北地方法院 88 年度勞訴字第 72 號判決、89 年度勞訴字第 61 號判決、89 年

度勞訴字第68號判決、91年度勞訴第166號判決；士林地方法院91年度重訴字第644號判決、

91 年度重勞訴字第 3 號判決；台中地方法院 88 訴字第 1465 號判決、91 年度勞訴字第 91 號判

決。(1b)普通法院認為無審判權者，如：士林地方法院89年度促字第27760號裁定；台中地方

法院 89 年度促字第 48001 號裁定。(2a)行政法院認為有審判權者，如：台中高等行政法院 89
年度訴字第540號判決(本案實體判決)、91年度訴字第125號裁定(理由：應由主管機關移送行

政執行，行政法院雖有審判權，但以無權利保護之必要予以駁回)。(2b)行政法院認為無審判權

者，如：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及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一貫之見解及台中高等行政法院91年度訴字第

616 號裁定、91 年度訴字第 600 號裁定。(1a)加(2a)構成廣義之審判權積極衝突，(1b)加(2b)
構成廣義之審判權消極衝突。另見90年度高等行政法院法律座談會第5號提案，載於司法院印

行《各級行政法院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法律座談會資料彙編(一)》，2001 年12 月，頁326以下。 
126 如釋字第466號解釋之原因案件。公務人員保險給付爭議事件，行政法院向來認為屬公法事件，

最高法院認為屬民事事件之際，即應考量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統一解釋之必要。為訴訟

當事人之行政機關遇此情形，亦得促請最高法院依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聲請統一解

釋。凡此均應較由最高法院為本案裁判後，再由主管機關銓敘部層轉考試院向大法官提出統一

解釋為妥當。關於釋字第466號解釋，請參見下文之解析。 
127 就此而言，此款規定之任意性與與法國法之任意移送相當。雖各級法院得依此款規定聲請統一解

釋，但此以適用同一法律與他審判系統法院確定終局裁判，存有見解歧異為其要件，既可避免

濫行聲請解釋情事發生，又不致於淪為意見諮詢，因此較符合我國憲法司法權之概念。法國法

之任意移送，雖不以兩個審判系統法院審判權歸屬見解分歧為要件，但為審慎起見，僅兩個最

高審判機關得將事件之審判權問題，移送權限衝突法院審理。關於法國法之任意移送，請參見

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五項第二目之說明。 
128 如同為訴訟當事人之人民，作為訴訟當事人之行政機關，亦得依同條項第 2 款規定聲請統一解

釋，自不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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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事件，作成終局性、權威性法之判斷、法之宣告之權限，依憲法專屬於各

級法院。各級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所為之法之宣告，除依再審、非常上訴、重

新審理或第三人撤銷訴訟等非常法律救濟程序外，原則上129包含司法院大法

官在內之任何機關均無變更之權限。因此，「其他機關」應受法院終局確定

裁判所表示見解之拘束，依本款但書規定，不得聲請統一解釋，實為至明之

理。同理，「其他機關」亦應受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所表示審判權歸屬見解之

拘束，不得聲請統一解釋；又審判權衝突之發生，純屬不同審判法院間見解

之歧異，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無涉130，「其他機關」不得就此事項聲請統一

解釋。 

2、釋字第 115 號、第 128 號及第 466 號解釋皆與審判權衝突無關 

然而，大法官卻屢次受理「其他機關」「以推翻(終審)法院確定終局裁

判為目的」所提之統一解釋聲請案，完全忽略本款但書之存在，一再違反但

書規定所隱含之權力分立基本原則，並逾越憲法審判權與一般審判權之分際
131。其中就「其他機關」以推翻最高法院審判權裁判為目的之統一解釋聲請

                                                 
129 本文認為，憲法及學理上「唯二」容許之例外：(1)修法引進裁判之憲法訴願，承認司法院大法

官有權審查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是否「違憲」而侵害人民之基本權；(2)現行法不同審判系統法院

間裁判見解歧異之統一解釋。 
130 就事件審判權有無、歸屬之判斷，可謂是司法權之核心領域，為各該受訴法院之職權，無關行政

機關、甚至監察院之職權。 
131 此種違法、違憲而畸形之「非常態」統一解釋案件，其來源有二：(一) 由司法院大法官舊時之

「同意機關」監察院提出聲請。監察院提出之聲請又可分成兩類：(1)人民遭受敗訴裁判確定，

向監察院陳情，監察院調查結果認同陳情人之見解或同情其處境，遂以監察院委員會決議方式，

用院函聲請統一解釋，釋字第151號、第178號解釋為典型之案例(就此類型之整理，見吳庚，《憲

法的解釋與適用 3》，頁391)；(2)監察委員純粹不認同最高法院之裁判或判例，提案經該院司法

委員會及院會決議，由院函聲請統一解釋，釋字第124號、第125號、第128號等一系列解釋，

皆因監察委員不認同最高法院關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所著裁判或判例而起。(二) 行政部門遭

受敗訴裁判確定(為訴訟當事人時)，或者純粹不認同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非訴訟當事人)，透

過行政院或考試院函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藉以扭轉(終審)法院見解，如釋字第78號、第

103號、第115號、第116號、第126號、第128號、第146號、第161號、第332號、第379
號、第466號解釋等，不一而足。 

說也奇怪，對大法官藉此途徑違法、違憲自任機關(非人民！)之「超級法律上訴審」(雖未

直接廢棄終審判決，但依釋字第 188 號解釋得據解釋結果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理由，達到推翻

終審判決之目的)，審查終審法院對「普通法規」解釋與適用(裁判或判例)是否「正確」之情形，

似乎未見終審法院法官之反彈。類似批評，請參見：姚瑞光，〈統一解釋之研究〉，《憲政時代》，

第8卷第1期，1982年7月，頁21；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13。 
蘇永欽(〈加強釋憲，不必加強解釋法令〉，輯於氏著《憲法與社會》，1988年11月，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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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作成之解釋有：釋字第 128 號及第 466 號解釋；至於釋字第 115 號解釋

則涉及「形成處分」(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e)對民事法院之拘束力，與事

件本案問題之審判權歸屬無關，但大法官似以之為審判權歸屬爭議而處理。

以下整理各該解釋聲請書及其附件所載之爭訟過程及事實，澄清此等解釋無

關行政法院與普通法院間之審判權衝突，而是將統一解釋制度充作行政機關

主張普通法院無審判權之「積極衝突程序」(借用法國法之概念)132，創設我

國憲法所不容許之制度。 

(1) 揭開釋字第 115 解釋之面紗，兼論形成處分對民事法院之拘束力 

A、背景事實133 

台南縣某劉姓地主等人之共有地，於民國 42 年間經台南縣政府依實施

耕者有其田條例134徵收放領予農民薛某等 6 人。地主劉某於徵收公告期間135

                                                                                                                                                
以下)認為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屬抽象解釋，為立法權之補充，不致侵害審判權，法理上並無

任何疑義。至於由審判機關、行政機關、考試機關及民意機關提出而作成之統一解釋，行之有

年，並不因此造成任何機關的功能或權威受損。然而，本文認為，於我國憲法權力分立基本原

則下，行政機關、考試機關或民意機關(應指當時的監察院)若不認同終審法院之法律見解，其

合憲途徑應是促請立法院行使「立法權」修法(開啟另一回合之權力制衡)，向將來擺脫(終審)

法院判決之拘束(另請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與違憲審查－大法官抽象釋憲權之商榷〉，輯於

氏著《權力分立新論 卷二》，頁 87 以下)。謂大法官統一解釋權限為立法權之補充，等於將大

法官當作第二號立法者，此在權力分立面前顯然是站不住腳的。至於其他機關得不滿終審法院

判決而聲請統一解釋，則是徹底淘空權力制衡原則之根基。 
132 關於法國法上行政機關主張普通法院無審判權之積極衝突程序，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

之說明。類似程序亦存在於德國君主專制時期及第二帝國時期，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三項

第二目「一、」及第四項第三目「二、」之說明。 
133 請參見：行政院函及附件，載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彙編》，頁 257-269。對此事實經過之

正確描述，亦請參見：楊建華，〈四十年來司法院大法官有關民事訴訟法解釋之研析〉，輯於司

法院秘書處編《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四十週年紀念論文集》，1988年9月，頁373以下；李念祖，

《人權保障的程序》，2003年7月，頁473。 
134 民國 42 年 01 月 26 日公布施行，民國 82 年 07 月 30 日廢止。 
135 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第17條第1項： 

徵收耕地之程序如左： 
一  縣 (市) 政府查明應予徵收之耕地，編造清冊予以公告，公告期間，為三十日。 
二  公告徵收之耕地，其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認為徵收有錯誤時，應於公告期內，申請更

正。 
三  耕地經公告期滿確定徵收後，應由縣 (市) 政府通知其所有權人，限期呈繳土地所有權狀，

及有關證件；逾期不呈繳者，宣告其權狀證件無效。 
四  耕地所有權人，於呈繳土地所有權狀及有關證件，或其權狀證件經宣告無效後，應依本條例

規定，領取地價，逾期不領取者，依法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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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逾 2 年後，不服徵收(放領)，經訴願、再訴願後，提起行政訴訟。行政

法院 46 年度判字第 29 號判決認徵收(放領)之行政處分並無不當，以無理由

駁回原告之訴136。後來地主劉某向普通法院起訴，認與承領人薛某等並無租

賃關係存在137，徵收放領予薛某等並經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係假借行政機

關之違法處分，侵害其權利之行為，請求判決確認薛某等之所有權不存在，

並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放領之土地。最高法院 53 年度臺上字第 2697
號判決不顧既已確定之徵收(放領)處分及行政法院確定判決之存在，維持第

一審及第二審為地主勝訴之判決，駁回承領人之上訴確定，致兩不同審判系

統之確定裁判發生矛盾之情形。行政院與監察院對上述最高法院之判決，有

不同意見，皆認為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之徵收放領，係基於公權力之行政

處分，應以行政法院之確定判決為據，乃由行政院函請解釋。 

B、大法官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於民國 55 年 9 月 16 日作成釋字第 115 號解釋，其解釋文

為：「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所為之耕地徵收與放領，人民僅得依行政

救濟程序請求救濟，不得以其權利受有損害為理由，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

還土地。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不得執行。」解釋理由書為：

「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所為之耕地徵收或放領，均係基於公權力之行

為。耕地所有權人或承領人及各利害關係人認為有錯誤時，不問其錯誤之形

態與原因，俱應分別依同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十一條第三款申

請更正。對政府就更正申請所為之核定，如仍有不服，應依訴願法第一條、

行政訴訟法第一條，循行政訟爭程序以提起訴願再訴願及行政訴訟，藉圖救

濟。自不得更以其權利受有損害為理由，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

還土地。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不得執行。」 
                                                 
136 其實，地主劉某所提之行政訴訟應以不合法予以駁回，本號判決仍為實體審理並為實體判決，實

有不當之處。蓋於30日之公告期內，地主未申請更正，則公告期滿，徵收即告確定，自不得對

已確定之行政處分，復提起訴願、再訴願及行政訴訟。請參見：行政法院 45 年判字第 44 號判

例，載於《行政法院判例要旨彙編》，2000年2月，頁59。附帶一言，行政法院45年判字第44
號判決(載於《中華民國裁判類編 行政法(二)》，頁695-697)，雖認為不得對已確定之徵收處分

提起行政爭訟，卻依當時的行政訴訟法第23條下段(「認起訴為無理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以無理由判決駁回原告之訴。顯見當時行政法院評事並不嚴格區分訴訟之不合法與無理由。 
137 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耕地之徵收放領，係由政府徵收出租耕地，再轉放現耕農民(佃農或僱

農)承領。故耕地之徵收，以有租賃關係或準租賃關係(僱工耕作)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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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問題與解決之道 

如果僅觀看本號解釋之解釋文及解釋理由書，很容易誤認本號解釋涉及

審判權歸屬爭議、甚至是審判權衝突138。然而，進一步研讀行政院之聲請書

及所附最高法院 53 年度臺上字第 2697 號判決及行政法院 46 年度判字第 29
號判決，當可發現此二判決之當事人、訴訟標的均非同一，既非同一事件，

亦非同類事件之爭執，應無關事件審判權歸屬爭議或審判權衝突。於行政訴

訟程序，當事人為地主與徵收機關台南縣政府，訴訟標的為原告請求確認該

徵收處分為違法並侵害其權利，以及廢棄該徵收處分之訴訟上請求，為典型

人民與行政機關間之公法上爭議；於民事訴訟程序，當事人為地主與承領

人，訴訟標的為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為典型私人間之私權爭

執。於嗣後提起之民事訴訟中，徵收處分所形成而為行政法院判決所確定之

法律關係－地主喪失所有權，徵收機關原始取得所有權－僅為「耕地返還訴

訟」(本案之主要問題 Hauptfrage)之先決問題(Vorfragen)139，而與審判權歸

屬爭議無關。 

還原引起歧異案件之事實後，吾人重新檢視釋字第 115 號解釋內容之妥

當性。首先，普通法院所受理者，係私人間耕地返還訴訟，普通法院當然有

審判權。因此，縱使認為「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所為之耕地徵收與放

領，均係基於公權力之行為，耕地所有權人或承領人僅得依行政救濟程序請

求救濟」(解釋理由書第 1、2 句之意旨)，也斷無理由得出「耕地所有權人

不得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承領人返還土地」(解釋理由書第 3 句之

意旨)之結論140。 

究其實際，行政法院及普通法院間所生判決歧異，起因於普通法院自行

                                                 
138 學界通說及大法官解釋實務迄今仍深信本號解釋涉及「審判權歸屬爭議」或「審判權積極衝突」。

參見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理由書末段、釋字第 595 號解釋大法官彭鳳至、林子儀二人所提之部

分協同、部分不同意見書，註 9 及其內文。學界大概只有李念祖(《人權保障的程序》，2003 年

7月，頁473)洞見本號解釋癥結所在，正確指出問題點為「司法判決受行政處分拘束？」。 
139 關於「先決問題」與本案之「主要問題」，請參見：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489以下。 
140 最高法院45年3月5日民刑庭總會決議(二)亦認為：「某甲出租與某乙之耕地，經政府依實施耕

者有其田條例之規定，徵收放領後，在此項行政處分未撤銷以前，不能提起返還耕地之訴。」

載於《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議決議暨全文彙編(民國17年至92年)》(民事部分 上冊)，2003年
9月，頁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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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審理地主與承領人間租賃關係是否存在，於獲得否定心證後，無視或逕

行否定(效力及合法性業經行政爭訟程序確定之)徵收處分之「形成效力」

(Gestaltungswirkung)，而判令承領人返還耕地。因此，普通法院之判決顯然

違背法令。法理上應然之處理方式為：普通法院對耕地返還訴訟雖有審判

權，惟應受有效徵收處分形成效力之拘束，縱使認為其內容違法或不當，亦

不得自行調查審理地主與承領人間租賃關係是否存在，甚至否定徵收處分之

存在及效力141，而應認為原耕地所有權人已因徵收喪失耕地所有權，其所提

之耕地返還訴訟為無理由，予以駁回142。 

                                                 
141 最高法院 52 年台上字第 694 號判例亦認為：「......法院應就被告主張之行政處分是否存在，有無

效力而為審究，如其處分確係有效存在，雖內容有不當或違法，而在上級官署未依訴願程序撤

銷以前，司法機關固亦不能否認其效力......」載於《最高法院判例要旨上冊》(民國16-92年民事

部分)，2003年9月，頁102。 
142 徵收處分為形成處分，具有形成效力，其所新形成之法律狀態－原所有人喪失所有權、徵收機關

原始取得所有權－具有拘束各機關及第三人之「對世效力」(inter omnes-Wirkung)。除受理行政

爭訟之機關外，所有其他行政機關及法院受其拘束，皆應以原所有人既已喪失所有權之事實，

作為其本身裁判或決定之基礎，不得為歧異之認定。關於形成處分之拘束力，請參見：Sachs,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43 Rn. 129ff.；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992, 33(37)。關於民事法院應受其他法院及行政機關形成行為(形成判決或形成處分)拘束，

請參見：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PR16, § 14 Rn. 38f.；Gottwald, in：MünchKomm-ZPO I2, § 322 
Rn. 64, 73；Wittschier, in：Musielak, ZPO4, § 13 GVG Rn. 10；Gummer, in：Zöller, ZPO24, § 13 GVG 
Rn. 45. 

       此處所稱形成處分之拘束力，可為國內通說所稱行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力」所涵蓋。不

過，本文認為通說所採之構成要件效力概念過於廣泛，除了固有意義(狹義)之構成要件效力外，

尚且包含行政處分之「先定效力」(präjudizielle Wirkung)及形成處分之形成效力。如此廣泛而混

雜之內涵已對問題之討論與解決造成一定程度之混淆與困擾，將簡單之問題複雜化，因此為本

文所不採。本文認為行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力」，應如同訴訟法上判決之構成要件效力一般，

指個別法律條文，以有效行政處分之作成(存在)本身，為其發生法律效果之「構成要件要素」

(Tatbestandsmerkmal)，此須有法律明文規定。如此定義也才符合「構成要件效力」之文義。此

效力係基於法律規定而自動發生，至於發生何等法律效果，端視所依附法規之內容而定，與處

分之規制內容無關［主張採此內涵者，如：Knöpfle, „Tatbestands-“ und „Feststellungswirkung“ als 
Grundlage der Verbindlichkeit von gerichtlichen Entscheidungen und Verwaltungsakten, BayVBl. 1982, 
225(230)；Kollmann, Zur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DÖV 1990, 189(191f.)；Randak,   
a.a.O., S. 35；Sachs, a.a.O., § 43 Rn. 145ff.。關於判決之構成要件效力，請參見：Rosenberg, Lehrbuch 
des Deutschen Zivilprozeßrechts3, S. 514；Gaul, Die „Bindung“ an die Tatbestandswirkung des Urteils, 
FS für Zeuner, 1994, S. 317ff.；G. Lüke, Die Bindungswirkung im Zivilprozess, JuS 2000, 1042(1046)；
Schack, Drittwirkung der Rechtskraft？, NJW 1988, 865(868)；Musielak, in：Musielak, ZPO4, § 322 Rn. 
8；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PR16, § 148 Rn. 6；Jauernig, ZPR26, § 61 IV S. 236f.；Clausing, in：
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 121 Rn. 38；Rennert, in：Eyermann, VwGO11, § 121 Rn. 
17；Redeker/von Oertzen, VwGO13, § 121 Rn. 17；Schenke, VerwProzR8, Rn. 632；Stern, Verwaltungs- 
prozessuale Probleme in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Arbeit8, Rn. 445；BVerwG NVwZ 1990,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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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普通法院就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不得執行」143(解釋文、理由

書末句)，則是在監察院及行政院強大政治壓力下144，法理多層扭曲之產物
145，不足為訓，也無怪乎學界數十年來仍勘不破何以「不得執行」146。 

(2) 揭開釋字第 128 號及釋字第 466 號解釋之面紗，兼論具有台灣特色之積

極衝突程序 

A、釋字第 128 號解釋 

                                                                                                                                                
(1070)。憲法法院判決之構成要件效力亦採此解，請參見：Pestalozza, Verfassungsprozeßrecht3, § 20 
Rn. 72ff.；Bethge, Die Rechtskraft im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FS für Musielak, 2004, 77(102) m. w. 
N.］。其實，行政處分「構成要件效力」概念之理解與運用，於德國行政法學界之混亂情形早已

是學界公知之事實［vgl. Knöpfle, a.a.O., S. 225f.；Seibert, Die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 
akten, 1989, S. 69ff.；Kollmann, a.a.O., S. 189ff.；Randak, a.a.O., ebenda；Faber, VerwR4, § 20 III c；
Rühl, Grundfragen der Verwaltungsakzessorietät, JuS 1999, 521(523)；Erichsen, in：Erichsen/Ehlers, Allg. 
VerwR12, § 13 Rn. 4；Stern, a.a.O., ebenda；Sachs, a.a.O., § 43 Rn. 99ff., 145；另參吳庚，《行政法之

理論與實用 9》，頁379，註119］。我國學界所採Maurer (Allg. VerwR14, § 11 Rn. 8)、Giemulla/ 
Jaworsky/Müller-Uri(VerwR5, Rn. 395)等之見解，皆無提及此用語歧異現象，或因如此，國內行

政法學界，似尚無用語與概念之爭。相較於國內行政法學界已逐漸擺脫Ule(VerwProzR9, S. 319f.)
之影響，正確掌握判決構成要件效力與形成判決形成效力之區別［請參見：翁岳生編/劉宗德‧

彭鳳至，《行政法 2》，頁 1211 以下；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 1516 以下。迄今仍受Ule 影響

者，如：吳庚，《行政爭訟法論 3》，頁223以下(註193謂Ule之見解為通說，似有誤解)；林騰

鷂，《行政訴訟法
初
》，頁374］，國內行政法學界所理解之行政處分構成要件效力是否妥當，即有

待檢驗。此外，德國學者Seibert(a.a.O., S. 69)所稱「(然而)構成要件效力之意涵、範圍、要件及

根據，已迷失於無可救藥之意見混亂」(„Bedeutung, Umfang, Voraussetzungen und Begründung der 
Tatbestandswirkung verlieren sich freilich in einem heillosen Meinungswirrwarr“.)，指涉之對象為「行

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力」，而非彭鳳至(同前)所指行政法院判決之構成要件效力，於此一併澄清。 
143 此結論同於金越光、陳嵐峯兩位監察委員之調查意見，見行政院函，載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

釋彙編》，頁259。 
144 參看本號解釋行政院函之態度即可窺知一二。行政院函屢次強調實施耕者有其田為政府重大政

策，並認為：「......不僅實施耕者有其田成果遭受破壞，政策基礎發生動搖而招致嚴重之社會經濟

問題，更不堪設想......最高法院此項判決關係實施耕者有其田成果之保持、社會農村之安定、國

外人士之觀感至為重大，如稍一不慎，功敗垂成，影響所及，實值考慮......」，載於《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解釋彙編》，頁263以下。另本號解釋大法官王之倧、景佐綱所提之不同意見書亦提及：

「......為執行基本國策，為維護立法精神，於耕地之徵收或放領確定前後均不容違法准許假借任

何理由以政府或私人為被告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更以避免：動搖基本國策，降低政府威

信，製造行政司法權限上之糾紛，破壞行政救濟體系之完整，阻礙土地政策之進行，毀敗土地

改革之成果，造成農民心理之不安，授與叛徒以滲透之機會與影響社會秩序及復國之大業......」。
關於本號解釋之時空背景，另請參見：翁岳生，〈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效力之研究〉，載於《公法

學與政治理論－吳庚大法官榮退論文集》，2004年10月，頁9。 
145 其一，本號解釋之聲請案不應受理卻受理；其二，私人間之所有物返還訴訟不得提起民事訴訟。 
146 請參見：楊建華，〈四十年來司法院大法官有關民事訴訟法解釋之研析〉，輯於司法院秘書處編《司

法院大法官釋憲四十週年紀念論文集》，1988年9月，頁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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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背景事實147 

減租保佃工作，為政府早期實施耕者有其田國策之重要過程，於民國 40
年制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公布施行，就地租數額、租賃期間、租約方

式、終止租約之原因，作保護佃農之若干規定。本條例施行後，地主與佃農

間耕地租賃發生之爭執，均係依據該條例第 26 條第 1 項148之規定，先經鄉鎮

區公所及縣市政府之調解、調處，不服調處時，則移送該管司法機關處理。

此之所謂司法機關，係指該管地方法院而言。此種程序歷時近 20 年並無爭

議，而經民事訴訟程序判決確定之耕地租賃事件，當以萬件計。其中因耕地

租約期滿，有無該法第 19 條149情事，應否續訂租約，亦應由普通法院依民事

訴訟程序處理，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間並無爭議150。詎料事經近 20 年後，監

察院及行政院認為縣市政府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 19 條所為耕地准否收

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係屬行政處分，應尋行政爭訟程序處理，不得認為係

私權爭執而依民事訴訟程序處理，乃以最高法院 48 年度臺上字第 707 號判

                                                 
147 請參見：監察院函(兩件)及行政院函，載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彙編》，頁 309-315。另請

參見：楊建華，〈四十年來司法院大法官有關民事訴訟法解釋之研析〉，輯於司法院秘書處編《司

法院大法官釋憲四十週年紀念論文集》，1988年9月，頁375。 
148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26條規定： 

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之鄉鎮(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

解不成立者，應由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不服調處者，由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

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理並免收裁判費用。 

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不得起訴；經調解、調處成立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

租佃委員會給予書面證明。 
149 當時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19條規定： 

耕地租約期滿時，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出租人不得收回自耕： 
一  出租人不能自任耕作者。 
二  出租人所有收益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 
三  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 
出租人如確不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前項第三款情事同時發生時，得申請鄉鎮(區)公所耕地租佃

委員會予以調處。 
150 最高法院就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19條耕地租約期滿續約之爭執，以其為私權爭執，並著有甚

多判例，例如47年臺上字第732號、47年臺上字第1486號、48年臺上字第707號、51年臺上

字第 582 號、52 年臺上字第 834 號、52 年臺上字 1240 號；行政法院對此亦著有數則判例，認

為續訂租約與否，乃民事上之私權爭執，不應由行政機關裁斷，行政機關如對此項爭執表示意

見，亦非行政處分，不得依行政救濟程序請求救濟，例如46年判字第27號、46年判字第53號、

50 年裁字第 30 號。上揭判例內容請分別參見《最高法院判例要旨上冊》(民國 16-92 年民事部

分)，2003年9月，頁816-819；《行政法院判例要旨彙編》，2000年2月，頁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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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151之見解與監察院及行政院見解有歧異為由，分別函請大法官解釋。  

b. 大法官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於民國 59 年 4 月 17 日作成釋字第 128 號解釋，其解釋文

為：「行政機關就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九條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

定與調處，出租人承租人如有不服，應循行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解釋理

由書為：「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耕地租約期滿時，

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出租人不得收回自耕』，並列舉不得收回自耕之三款

情形，其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乃應依同條例第六條第一項及由同條第二項授

權訂定之臺灣省及臺北市有關耕地租約登記辦法之規定，由該管鄉鎮（區）

（市）公所審查，報經縣市政府核備後，辦理登記，該管行政機關所為之審

查核定，係屬行政處分；又依該條例第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出租人如確不

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同時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

者，鄉鎮（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所為之調處，既係對於耕地租約已滿期

時准否收回自耕事件所為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為，自亦係行政處分。且此

項調處之對外行文，依同條例第三條授權所制定之臺灣省各縣（市）（局）

鄉（鎮）（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三條，臺北市各區公所耕

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三條之規定以鄉（鎮）或區公所之名義行之，足

見此項調處應由鄉鎮區公所以行政機關之地位為之，其為行政處分，更為明

顯。復查該條例第十九條第二項并無如同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移由司法機

關理之規定，故出租人或承租人對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如有不

服，自應依訴願法第一條，行政訴訟法第一條循行政訟爭程序以提起訴願再

訴願行政訴訟之程序請求救濟。」 

B、釋字第 466 號解釋 

a. 背景事實152 

                                                 
151 最高法院48年臺上字第707號判例： 

出租人與承租人間於耕地租約期滿時，因收回自耕或續訂租約發生爭執，乃人民相互間私權之

爭執，非行攻官署本於行政裁量權所能解決，故縣政府准許出租人收回耕地之通知，並無拘束

承租人之效力。 
152 請參見：考試院聲請書，載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十二)》，頁 263-279；另請參見：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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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李女士，於民國 78 年 10 月 18 日因生產切除子宮，因醫療過失，

導致腦部缺氧而生大腦皮質功能障礙，成為植物人，永久殘廢，繼續住院治

療，經由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嗣由其夫為法定代理人，於 79 年 11 月間，

依公務人員保險法153(以下簡稱公保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154，向中央

信託局請求保險殘障給付標準表第 14 號全殘廢給付。惟中央信託局公務人

員保險處以李女士在 79 年 1 月 31 日確定成殘之後至 80 年 4 月 1 日退休期

間，仍以大腦皮質功能障礙繼續住院治療，核與公保法施行細則第 58 條(相

當於現行條文第 47 條)醫治終止規定不合，乃依銓敘部(65)台膜特 2 字第

40712 號函釋：以同一傷病繼續醫療，其殘廢證明書視為無效之規定，不予

上開第 14 號全殘廢給付。李夫代李女士遂逕向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提起民事

訴訟。 

台北地方法院 81 年度保險字第 28 號判決認為：「公務人員保險係強制

保險，與被保險人間係公法上之關係，並無私法上之保險契約存在，故原告

對伊機關之處分如有不服，應依訴願、再訴願、行政訴訟等途徑救濟。」因

而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不服，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上訴，亦因相同理由

遭駁回(81 年度保險上字第 22 號判決)。原告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

法院 82 年度台上字 517 號判決，發回臺灣高等法院更審。其理由略以：「查

公務人員保險屬於社會保險之一環，公保法中固多強制規定，而與一般營業

保險有其區別。惟承保機關之被上訴人既係代表國家為保險人，以與被保險

人之上訴人間，在保險關係中立於對等地位，則基於公保關係所生之權利義

務爭執，自不能與人民因受官署之違法處分，所得進行之行政訴訟同視。是

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保險金請求，所為『拒絕給付』之意思表示，即難謂為

係基於公法上權力，本於行政權作用，就該特定事件，對上訴人所為發生公

                                                                                                                                                
祖，《人權保障的程序》，2003年7月，頁492-494。 

153 88年5月29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名稱為「公教人員保險法」。 
154 當時公務人員保險法第15條規定： 

被保險人殘廢時，依左列規定予以殘廢給付： 
一  因執行公務或服兵役致成全殘廢者，給付三十六個月；半殘廢者，給付十八個月：部份殘

廢者，給付八個月。 
二  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致成全殘廢者，給付三十個月；半殘廢者，給付十五個月；部份殘廢者，

給付六個月。 
前項所稱全殘廢、半殘廢、部份殘廢之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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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效果之『行政處分』。況公務人員之保險費，除政府補助百分之 65 外，

被保險人之公務員，尚須『自付』百分之 35(見：公保法第 9 條)…尤不能認

為純屬公法上之財產請求權，而與私權無關。原審未詳加研求，遽認上訴人

對被上訴人所為『拒絕給付』之意思表示，僅得循行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

自有斟酌之餘地。」 

發回更審之後，臺灣高等法院 82 年度重上更(一)字第 34 號判決，李女

士勝訴。中央信託局不服，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83 年度台上字第 1842
號判決，再發回臺灣高等法院更審，其理由略以：「雖於本件訴訟繫屬中，

經司法院釋字第 316 號為被上訴人有利之解釋，惟依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22
條前段規定，依同法支付之現金給付，經承保機關核定後，於 15 日內給付

之。再依同法施行細則第 59 條（按係現行條文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本保

險殘廢爭議及各項現金給付爭議，由主管機關核釋之。然則本件殘廢現金給

付爭議，在未經主管機關依釋字第 316 號解釋重新核釋以前，民事審判機關

即無從逕行認定被上訴人之給付請求權存在，命上訴人給付。原審未斟酌及

此，遽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 

臺灣高等法院 83 年度重上更(二)字第 114 號判決，令中央信託局對李女

士給付。理由略以：「本件殘廢現金有爭議，自須先經主管機關依釋字第 316
號解釋重新核釋後，民事審判機關始能認定被上訴人之給付請求權存在(最

高法院 83 年度台上字第 1842 號判決發回意旨參照)。查主管機關銓敘部業

於 84 年 3 月 2 日以 84 台中特 1 字第 1073629 號函核示：上訴人請領公保殘

廢給付一案，准予辦理，有該函可按(本院卷 70 頁)，且為兩造所不爭，依

上開說明，於銓敘部核釋後，上訴人即有民事請求權。」 

中央信託局不服，再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85 年度台上字第 221 號

判決，駁回中央信託局之上訴。其理由略以：「原審依審理之結果，以：依

公保法第 4 條、第 6 條規定，公務人員保險固為強制保險，且屬社會保險之

一環。惟本件承保機關之上訴人既為保險人，其與被保險人之被上訴人間，

在保險關係中立於對等地位，則基於公保關係所生之權利義務爭執，自不能

與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處分，所得進行之行政訴訟同視。上訴人就

被上訴人之保險金請求，所為拒絕給付之意思表示，難謂係基於公法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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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本於行政權作用，就該特定事件，對被上訴人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行

政處分。況公務人員之保險費，除政府補助百分之 65 外，被保險人之公務

員，尚須自付百分之 35(公保法第 9 條)，其因此所發生之保險給付請求，自

不能認為純屬公法上之財產請求權，而與私權無關。本件既係就公務人員得

否依公務人員保險關係請領保險給付而有爭執，被上訴人循民事訴訟程序解

決，即無不合。」遂告確定。 

公保爭議歷來均循行政爭訟途徑解決，惟上開最高法院之判決對公保給

付事件，卻依民事訴訟判決被保險人勝訴。於最高法院 82 年度台上字 517
號判決之後，陸續有公保現金給付案件，經地方法院以有審判權為本案裁判

之情形。主管機關銓敘部遂提請考試院聲請大法官為統一解釋。考試院認為

有關公保給付之爭訟，究應循行政爭訟或民事訴訟途徑解決，主管機關(銓

敘部)與相關機關(最高法院)對同一法律之適用，見解不一，而依審理案件

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聲請大法官解釋。 

b. 大法官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於民國 87 年 9 月 25 日作成釋字第 466 號解釋，其解釋文

第二段謂：「國家為提供公務人員生活保障，制定公務人員保險法，由考試

院銓敘部委託行政院財政部所屬之中央信託局辦理公務人員保險，並於保險

事故發生時予以現金給付。按公務人員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種，具公法性

質，關於公務人員保險給付之爭議，自應循行政爭訟程序解決。惟現行法制

下，行政訴訟除附帶損害賠償之訴外，並無其他給付類型訴訟，致公務人員

保險給付爭議縱經行政救濟確定，該當事人亦非必然即可獲得保險給付。有

關機關應儘速完成行政訴訟制度之全盤修正，於相關法制尚未完備以前，為

提供人民確實有效之司法救濟途徑，有關給付之部分，經行政救濟程序之結

果不能獲得實現時，應許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謀求救濟，以符首開憲法規定

之意旨。」 

C、問題與解決之道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公布施行後近二十年間，該條例第 19 條租約期滿續

約之爭執，縱經行政機關核定與調處，普通法院及行政法院一致認為屬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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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佃農間之私法上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理，已如上述。因此，就此類事件，

不存有行政法院與普通法院間之審判權衝突。釋字第 128 號解釋緣起於監察

院與行政院為貫徹保護佃農政策，不樂見學識水準、社會地位、經濟能力與

法律知識相距懸殊之佃農與地主直接爭訟，遂否認普通法院有受理此類事件

之審判權限，以其等與最高法院 48 年度台上字第 707 號判例之見解有歧異

為由，於民國 57 年底分別函請大法官統一解釋。 

公務人員保險給付爭議事件，行政法院向來認為屬公法事件155，而最高

法院 82 年度台上字第 517 號判決及 85 年度台上字第 221 號判決認公保事件

為民事事件，於是形成行政法院與最高法院間廣義之審判權積極衝突。然

而，考試院聲請書據以聲請統一解釋之理由，並非行政法院與最高法院間存

有審判權衝突，而是「主管機關」(銓敘部)與「有關機關」(最高法院)對於

公保給付事件究應循行政爭訟或民事訴訟處理，見解不一。究其本意應在推

翻最高法院之見解，而非解決審判權衝突。此外，聲請書中未具體指陳行政

法院與普通法院有何審判權衝突存在，亦未援引行政法院任何有關公保給付

案件之裁判，反而援引有關勞保、農保及全民健保之行政法院裁判及學者見

解，論證最高法院上開見解之不當。又，大法官未命補提行政法院有關公保

給付事件之裁判，而逕行受理並作成解釋。凡此皆顯示本號解釋仍屬主管機

關否認普通法院受理訴訟權限之積極衝突程序。 

由此可見，實務已將統一解釋制度操作成與法國法相若之積極衝突程

序，使行政機關得藉此途徑禁止普通法院裁判公法上爭議事件。依實務之態

度，相同途徑應可用以禁止行政法院裁判私法事件。惟行政機關未曾為此主

張。顯見行政機關對行政訴訟審判權較為友善(其原因或出於(舊時)行政法

院對行政機關之友善態度)。不過，此非繼受法國法制之結果，而是我國實

務「自行研發」之「非常態」統一解釋於審判權事項之展現。令人遺憾者，

此項自行研發之積極衝突程序，卻是比較法上傷害「法院威信」(Autorität des 

                                                 
155 如行政法院 74 年度判字第 437 號判決、74 年度判字第 1528 號判決，載於《行政法院裁判要旨

彙編》(第五輯)，頁1000-1001、頁1006-1007；行政法院77年度判字第337號判決、77年度判

字第349號判決(按：此為釋字第274號解釋之原因案件)、77年度判字第887號判決，載於《行

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八輯)，頁 1449-1458；行政法院 81 年度判字第 1350 號判決(按：此

為釋字第316號解釋之原因案件)，載於《行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第十二輯)，頁65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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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ichts)、「法安定」(Rechtssicherheit)及「法和平」(Rechtsfrieden)最深之制

度。我國實務之積極衝突程序，係針對法院既已確定之終局裁判所持審判權

見解，而且提起衝突(聲請解釋)之時點無任何限制，以致「其他機關」於裁

判確定後數年甚或十數年，仍得爭執法院無審判權，嚴重危及法秩序之安定
156。行政機關得對法院確定裁判提起權限衝突之制度，早已於十九世紀初期

受到法國及德國學術界強烈且幾乎一致之批評，因而法國 1828 年 6 月 1 日

敕令第 4 條、普魯士 1847 年有關權限衝突之法律第 2 條皆明文禁止對既已

裁判確定之事件提起權限衝突157。對照觀之，我國現行實務之運作方式可謂

比較法及法制史上之「活化石」。令人訝異的是，迄今似未見有批評意見之

提出，且仍為第 6 屆大法官所認許158。 

審判權衝突由各級法院159與當事人(可為機關)160聲請統一解釋，已有妥

當之解決途徑。此類積極衝突程序實為出乎立法者意料之產物，本無存在必

要，亦無合憲之存在空間。消滅此類積極衝突程序(及「非常態」統一解釋)，

無需修法，只需要大法官改變態度確實適用法律，依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但書及第 3 項不受理此類聲請案即可，還望今後之大法官明鑒。 

(二) 人民聲請統一解釋制度存廢論   

司法院於民國 91 年向立法院提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

第 20 條，欲刪除人民聲請統一解釋之規定。其理由為「司法院重新定位後，

司法制度為金字塔型訴訟制度，院內各庭歧見得以解決」161。草案之規劃者

                                                 
156 釋字第128號解釋即為顯例。 
157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二目及第四節第三項第二目「一、(一)」、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三

目及第三項第二目「一、(一)」之說明。 
158 釋字第466號解釋為其例。李念祖(《人權保障的程序》，2003年7月，頁492)即相當貼切地將

本號解釋名為「考試院對最高法院案」。或有論者反駁謂：縱使考試院聲請書目的在於推翻最高

法院之見解，而大法官亦未命考試院補正，然行政法院與最高法院間審判權衝突確實存在，因

此釋字第 466 號解釋真正之目的在於解決審判權衝突。然而，考試院不得就審判權衝突聲請統

一解釋，以如前述。況且，第六屆大法官亦受理行政院所提「以推翻行政法院確定判決為目的」

之統一解釋聲請案，而作成釋字第379號解釋(參行政院聲請書，載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

(九)》，頁116-140)。由種種跡象顯示，釋字第466號解釋之受理，不以法院間審判權衝突為要

件，而僅以主管機關與法院見解歧異為要件。 
159 審理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1款、行訴法第178條及民訴法第182條之1第1項本文。 
160 審理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2款。 
161 司法院於民國95年1月4日公布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修正名稱為憲法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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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似乎認為確定裁判見解歧異僅存於終審法院(司

法院)內各庭之間，從而得由規劃中之聯合大法庭解決。然而，包含審判權

衝突在內之裁判見解歧異，不限於終審法院內之各庭，亦有可能存於不同審

判系統之初審法院間，或一審判系統之初審法院與另一審判系統之上級審

間，後兩者皆不符合同為「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所研擬司法院組織法草案

第 24 條第 1 項162提交聯合大法庭裁判之要件。若率爾刪除人民聲請統一解釋

制度，極可能造成一定程度之法律漏洞。又觀諸同小組所研擬之法院組織法

草案第 8 條第 3 項本文163，將審判權衝突委諸司法院憲法法庭(法庭化後之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審理，更可證論審判權衝突(不同審判系統法院間確定裁判

之歧異見解)不限於(將來)終審法院各庭間。 

吳庚認為人民聲請統一解釋自民國 82 年增訂以來，幾乎未曾派上用場
164，而各該訴訟法已有法院職權聲請統一解釋制度，遂(至少)不反對司法院

大法官審理案件法草案第 20 條刪除人民聲請統一解釋規定之舉165。單從規範

面而言，此一主張有其道理。蓋在規範層次上，我國已不容許審判權衝突之

確實發生166，從而無須當事人自行聲請統一解釋以資解決。惟證諸德、法兩

國之法院實務，此款規定實具有「亡羊補牢」之補充性功能，應予保留，以

                                                                                                                                                
第40條，亦以類似理由刪除現行人民聲請統一解釋制度。請查閱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 
gov.tw/。 

162 司法院組織法草案第24條第1項：「第十二條所列各庭，因審理案件所形成之法律見解，與其他

各庭或各庭之大法庭先前之裁判所持之法律見解發生歧異，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或具有原則

上之重要性時，各庭應提聯合大法庭以合議裁判行之；各庭審理案件所形成之法律見解，與聯

合大法庭先前之裁判所持之法律見解發生歧異，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或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

時，亦同。」 
163 法院組織法草案第8條第3項本文：「移送之裁定確定時，受移送之法院認其亦無受理訴訟權限

者，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審理。」 
164 現今人民聲請統一解釋之要件雖甚為嚴苛(但妥當)，但大法官依此聲請途徑作成之解釋，仍有釋

字第494號解釋及吳大法官著力甚深之釋字第533號解釋。至於陳英鈐(〈基本權利訴願的結構

性變遷〉，輯於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2004 年 1 月，頁 174)認為釋字第 332 號解釋(按：行

政院聲請統一解釋)、第 396 號解釋(按：人民一併聲請統一解釋及釋憲，但僅就聲請釋憲部分

作成解釋)、第515號解釋(按：人民聲請釋憲)亦屬人民聲請統一解釋之案件，不無誤解之處。 
165 請參見：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3》，頁393。 
166 關於積極衝突，依現行法律狀態，得依一事不再理或欠缺權利保護必要予以防制(請參見本節前

揭註110之說明)；關於消極衝突，得依行訴法第178條及民訴法第182條之1第1項本文等規

定預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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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不時之需。德、法兩國雖有各自的審判權消極衝突預防機制167，然法院實

務中仍偶有「殘存消極衝突」之發生，對此德國有各聯邦最高法院類推適用

管轄權消極衝突規定之傳統168，法國則由當事人依古典之消極衝突程序請求

權限衝突法院解決169。因此，現行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即

使在司法改革近程目標相關修正草案順利完成立法之後，在以下「殘存審判

權衝突」之例外情形，仍可派上用場：一、於第一個無審判權裁判確定前，

當事人另行向他審判系統法院起訴，後訴法院於該裁判確定前，亦自認無審

判權，因未該當於職權聲請統一解釋之要件，故亦為無審判權裁判，最後兩

個裁判均確定；二、雖與職權聲請統一解釋之要件該當，但後訴法院違反聲

請統一解釋之義務，逕以無審判權將後訴駁回；三、事件經一審判系統法院

本案裁判確定，(敗訴)當事人卻又向另一審判系統法院起訴，該後訴法院未

依法予以駁回，亦為本案裁判確定。 

第二目  解決途徑二：當事人合意由後訴之普通法院審判 

一、立法目的 

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規定，普通法院就其受理訴訟之權限，

如與行政法院確定裁判之見解有異時，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

大法官解釋。但依同條項但書規定，如當事人合意願由普通法院為裁判者，

由普通法院裁判之。但書之立法目的，在於維護當事人之程序利益，避免因

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而拖延訴訟，耗損當事人之勞力、時間、費用，致其

蒙受程序上之不利益，乃賦予兩造當事人有合意選擇程序之機會或權利170。 

二、構成要件及法律效果 

此規定乃程序選擇權之具體規定，然該程序選擇權之賦予附有要件，當

                                                 
167 德國採用移送之拘束力排除消極衝突；法國則有相當我國行訴法第178條等規定之強制移送制預

防消極衝突。 
168 詳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五項第三目之說明。 
169 詳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五項第一目之說明。 
170 請參見：提案人邱聯恭委員，在民訴法研修會第433次會議之發言，《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

正資料彙編(九)》，頁1286以下；司法院提案說明，《立法院公報》，第92卷第8 期，頁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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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並非當然就事件是否由普通法院審理(普通法院是否有審判權)有處分

權，其前提要件包括171：1、事件已經行政法院裁判宣示無審判權而確定；2、
普通法院認為其對同一事件亦無審判權。此二要件具備後，當事人始得合意

由普通法院為裁判。普通法院於此等要件該當時，自應先向當事人表明所持

法律見解，曉諭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可能性，以保障當事人之法律聽審權及程

序選擇權，而不得逕行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統一解釋。當事人之合意僅

需表明願由普通法院裁判之意旨即可，無須進一步表明何以願由普通法院裁

判之理由或法律見解。 

此一合意之拘束力僅限於審判權事項，亦即，普通法院不得以無審判權

為由駁回訴訟，或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其他本案裁

判要件之存否不受該項合意之影響，普通法院仍得以欠缺其他本案裁判要件

為由，裁定駁回該訴訟。此外，在實體上，該合意對於普通法院並無任何拘

束力，普通法院如仍認為事件屬公法上爭議，得適用其認為適當之公法規

範。至於程序上，基於法院組織與程序法之關連性、法官對他種程序規範之

熟稔性、程序之安定性與明確性，原則上仍須適用民事程序法172。 

三、問題及解決之道 

當事人依上述規定合意願由普通法院裁判後，可能會產生程序適用民事

程序法，實體適用行政法規，程序法與實體法分離之情形。由普通法院適用
                                                 
171 另請參見最高法院92年第20次民事庭會議決定(三)(92、12、16)： 

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普通法院就其受理訴訟之權限，如與行政法院確定裁判

之見解有異時，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但當事人合意願由普通法院

為裁判者，由普通法院裁判之。如當事人兩造合意願由普通法院為裁判，是否仍須具備本條項

前段所定之要件。 
   甲說：必須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就所受理訴訟事件審判之權限有爭議時，當事人    

始得合意願由普通法院為裁判。 
乙說：雖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就所受理訴訟事件審判之權限並無爭議，為尊重當    

事人之程序選擇權，當事人亦得以合意由普通法院為裁判。 
決定：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必須普通法院就其受理訴訟  

之權限，與行政法院確定裁判之見解有異時，始有其適用。 
（請參見：最高法院網頁：http://tps.judicial.gov.tw/mem/92m20.htm） 

172 基於法律之「審判權特別分派」(besondere Rechtswegszuweisungen)，各審判系統法院取得原應

歸屬他審判法院之事件審判權時，原則上仍適用所屬審判系統法院之程序法，即是此理。請參

見：國家賠償法第12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本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12條
本文及刑事訴訟法第490條本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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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程序法甚或刑事訴訟法審理公法上爭議事件，於憲法173及學理並無不許

之理，且我國法制上已行之有年。例如國家賠償事件、選舉罷免事件、道路

交通違規事件。問題在於普通法院因當事人合意取得個案審判權之情形，不

同於立法者衡酌訴訟事件之性質，及審判法院因不同組織及程序所能提供權

利保護功能之差異，所為之審判權限特別分配。於後者，立法者雖指明該等

案型所應適用(準用)之程序法為民事訴訟法174或刑事訴訟法175，但為考量該

等案型之特殊性，遂進一步量身打造所需適用之特殊程序規範176，對其審判

庭之構成，亦可能有特殊要求177。且該等事件長期由普通法院審判，其法官

對相關法規及實際運作，多有相當之熟稔度。於前者，立法者似乎未考量，

當事人果若行使此一程序選擇權，其後續程序如何進行，以及在民事程序法

之框架下，是否真能保護當事人。本條但書可能發生之事件類型，性質無從

事先予以類型化，立法者無法事先相應為程序與組織之適當規劃。就程序

言，是否符合當初立法者劃分民事事件及行政事件，並異其審判程序之本

旨？民事程序法中審理、裁判、裁判效力及執行之規定，是否足以擔當公法

上之權利保護功能？是否能滿足原經由行政訴訟法規所欲達到維護公益之

要求？就組織言，是否符合獨立設置專業行政法院之本旨？普通法院民事庭

之法官是否具備足夠之公法訓練與素養？凡此均為值得探討之問題。 

                                                 
173 司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85、12、20)之理由書謂：「立法機關將性質特殊之行政爭訟事件劃歸

何種法院審理、適用何種司法程序，則屬立法者之權限，應由立法者衡酌權利之具體內涵、訴

訟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度之功能等因素，以法律妥為合理之規定。」；關於道路交通違規事

件(公法上爭議事件)由普通法院之交通法庭審理，而非如一般行政爭訟事件尋訴願、行政訴訟

程序，請求救濟，本號解釋理由書認為：「立法機關基於行政處分而受影響之權益性質、事件發

生之頻率及其終局裁判之急迫性以及受理爭訟案件機關之負荷能力等因素之考量，進而兼顧案

件之特性及既有訴訟制度之功能而為設計。上開法條，既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據之機會，

並由憲法第八十條所規定之法官斟酌事證而為公平之裁判，顯已符合正當法律程序，依本理由

書首段所揭示之法理，與憲法第十六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174 參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本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12條本文。 
175 參見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89條。 
176 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六章選舉罷免訴訟專章，基於此等訴訟所特重之公益性，明文將關於捨

棄、認諾、訴訟上自認或不爭執事實效力等規定排除於準用範圍之外(同法第 110 條但書)。又

考量此等訴訟迅速定紛止爭之需求，除應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外，更要求各審法院應於六個月

內審結，且不得提起再審之訴(同法第 109 條)。類似的考量，另請參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六章選舉罷免訴訟專章之規定。進一步論證及合憲性確認，請參見司法院釋字第 442 號之解

釋文及解釋理由書。 
177 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9條，考量專業審判之需求，規定就選舉罷免訴訟，設選舉法庭；為

求慎重，並規定採合議制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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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早於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立法前，即有論者提倡應就

此公、私法難以區分之中間程序事件，配合其特徵充實程序之內容和組織法

院之法官，並從寬準用對方法院之程序法178。惟類此配套措施，於此規定立

法過程中，卻未見相關討論。於該項規定制定後，旋即有上開問題意識與補

救方法之提出179。嗣後亦有論者主張於審判此種事件類型，得交錯適用民事

訴訟法理與行政訴訟法理180、181；此外，更有建議藉由與合意選擇法官制度

銜接，或者設置、強化地方法院之專業法庭，解決專業性不足之問題182。可

見上開問題意識並非杞人憂天。本文認為，在上開立法論主張獲得實現之

前，普通法院於審理相關案件，遇有法律漏洞，例如無適當民事程序法可資

適用183，或適用民事程序法將導致令人無法接受之結果時184，應類推適用行

                                                 
178 請參見：邱聯恭，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20次研討會之發言，載於同會編《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二)》，頁328。 
179 請參見：陳錫平，〈審判權錯誤及審判權衝突之研究(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52期，2003

年11月，頁210。 
180 請參見：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邱聯恭之發言及書面意見要旨、林望民、許士宦之

發言，《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58、164-165、169-170。 
181 邱聯恭(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書面意見要旨四、(二)、1，《法學叢刊》，第195期，

2004年7月，頁170)：「依民訴法第四○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判決效力亦可能及於第三人(如：

就法定訴訟擔當擴張判決效力於被擔當者即第三人之情形、第四四條之三所定多數人)，而可解

為此第三人可能包含依行政訴訟法第二一五條及第二一六條(按：應指第 1 項)所定受判決效力

拘束之第三人或各機關。何況，民事法院所可交錯適用之行政訴訟法理，係亦可能包含該等規

定在內。」此項論點似乎認為民訴法第401條第2項所稱之「該他人」，可涵蓋行訴法第215條
及第216條第1項所稱第三人及各機關，民訴法該項規定足以擔當行訴法此等規定之規範功能。

若然，則此項論點顯然誤解上開行訴法規定之意旨與規範功能。 
民訴法第 401 條第 2 項所規範者，為「訴訟擔當時既判力主觀範圍之擴張」(Rechtskraft- 

erstreckung bei Prozessstandschaft)，行訴法第214條第2項亦有完全相同之規範內容。至於行訴

法第 215 條及第 216 條第 1 項，旨在規範形成判決(撤銷或變更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所形成之

法律狀態，具有拘束第三人及各機關之「對世效力」(inter omnes-Wirkung)(相同見解，請參見：

翁岳生編/劉宗德‧彭鳳至，《行政法 2》，頁1212-1218；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513、1516)。
此為訴訟法上當然之結果，此等規定僅具有宣示至明法理之作用，縱無此等規定，解釋上亦應

如此。因此，德國法雖無類此規定，通說認為撤銷或變更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具有拘束各機

關及任何人之對世效力(vgl. nur Clausing,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 121 Rn. 
37；Rennert, in：Eyermann, VwGO11, § 121 Rn. 16)。也因此，民事法院被迫受理撤銷訴訟時，其

所為之撤銷或變更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亦當然具有拘束第三人及各機關之效力，實無須不當

擴張民訴法第401條第2項之規範功能。 
182 請參見：邱聯恭，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發言及書面意見要旨，《法學叢刊》，第

195期，2004年7月，頁169-170。 
183 此尤可能發生於本應向行政法院提起之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案件。 
184 如嚴重妨礙實體權利之實現、對公益有重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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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訴訟法或特別法相關規定填補之。必要時並應為「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
185。至於實體法或相關專業知識可能不足之處，只能留待法官遇此類案件時

臨時補足了。 

四、建議 

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規定，雖可避免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曠日廢時之問題，卻可能創造更多難解之問題，誠非上策。況且，此規

定僅適用於繫屬於普通法院之事件，行政訴訟法則無類似規定。又縱使事件

繫屬於普通法院，當事人如未能達成合意，解釋延宕之風險依舊存在。此外，

應具備審判權之本案裁判要件，係為公益存在外，亦含有私益考量186，避免

訴訟拖延有其必要。然而，審判權事項之公益性，並不因其兼含私益考量，

而成為當事人得合意處分之標的187，更何況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亦非促進

訴訟之唯一途徑。制度上全面、根本而又無後遺症之解決方法，可考慮限定

司法院大法官對此類聲請案件，須於適當期限內作成解釋。 

就特定案件類型，限定憲法法院或權限衝突法院應於特定期間內作成裁

判，比較法上不乏其例188。於我國法，就特定案件類型，限定大法官須於特

定期間內作成解釋，法理上既無問題，實踐上亦無障礙。僅就審判權衝突而

言，今後聲請統一解釋之案件，應以法官就繫屬中之事件提出者，佔絕大多

數。為維護當事人之程序利益，停止訴訟程序之期間自不能漫無限制，大法

官行使職權亦不能自免於適時權利保護請求權之拘束，因此，設定作成解釋

                                                 
185 關於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目「一、」之說明，尤其是註19。 
186 請參見：邱聯恭委員，在民訴法研修會第433次會議之發言，《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資料

彙編(九)》，頁1288；許士宦，〈審判法院之選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輯於氏著《程序保障與闡

明義務》，2003年12月，頁460。 
187 否則民事訴訟法之人事訴訟程序及行政訴訟法中，眾多限制或排除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規定，即

失其論據。 
188 法國法為避免訴訟程序停止期間過長，損及當事人權益，乃限定權限衝突法院應於三個月內裁判

積極衝突，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二目「二、」之說明。奧地利憲法法院法挑選數

種案件類型，分別規定憲法法院應作成裁判之期限。例如，第 59 條第 1 項及第 63 條第 3 項，

分別對於行政命令合法性審查案件，及法律合憲性審查案件，規定「應盡可能於收到聲請後一

個月內裁判之」(Das Erkenntnis des Verfassungsgerichtshofes ist tunlichst binnen einem Monate nach 
Einlangen des Antrages zu fällen.)；第36條之5及第92條，分別對於「審計院」(Rechnungshof)
或各邦類似機關於權限法令之解釋有爭議之案件，及「監察史」(Volksanwaltschaft)或邦監察史

於權限法令之解釋有爭議之案件，規定「應盡可能於收到聲請後六個月內裁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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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有其必要。又大法官統一解釋之可決人數，為現有總額過半數之出席，

及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遠低於解釋憲法所需之三分之二189。換言之，大

法官對於統一解釋案件之「消化力」遠高於憲法解釋案190。況且，現行法聲

請統一解釋之要件本已相當嚴格，於民國 92 年就任之大法官已確實依法過

濾統一解釋聲請案之今日，每年得經受理而進入實質審查之統一解釋案件已

寥寥可數191。限定期間作成統一解釋，應不至於排擠大法官解釋憲法之能量，

實踐上，應無窒礙難行之處。至於適當期間為何，則可進一步討論。

                                                 
189 參見審理案件法第14條。 
190 民國 46 年大法官通過釋字第 76 號關於「國會」之解釋後，引發立法委員群情激憤，旋即於 46

年及 47 年間，分別修正「司法院組織法」及制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嚴格限制需有大法

官總額四分之三之出席，暨出席人四分之三之同意，始得通過憲法解釋。此舉使得往後20年間

釋憲工作幾乎陷於停頓(第二、三屆大法官18年間，機關之釋憲聲請案經作成解釋者，僅9件；

人民之釋憲聲請案經作成解釋者，僅釋字第117號解釋1件)，積案情形嚴重(有長達19年之久

者)，非今日所能想像。雖第四、五屆大法官為回應社會需求加開審查會，但最後通過之解釋常

常只是大家「勉強接受」之妥協文字，缺乏深刻之法理論證。相較於將非法官轉任之大法官排

除於終身職待遇之外(參見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1 項第 2 句)，及刪除大法官司法專業加給之

預算(參見釋字第 601 號解釋)，此項提高可決人數之規定，堪稱歷來民意機關最具殺傷力之反

擊。由此可見，可決人數之高低，對於大法官解釋速度、產量及品質影響甚巨。詳請參見：涂

懷瑩，〈大法官釋憲制度的「演變」、「貢獻」及「改進問題」〉，輯於司法院秘書處編《司法院大

法官釋憲四十週年紀念論文集》，1988年9月，頁51、頁55、頁69-70；同書，附錄一，頁563-564、
頁571；蘇永欽，〈大法官解釋與台灣的社會變遷〉，輯於氏著《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1994
年5月，頁310；湯德宗，〈大法官有關「權力分立原則」解釋案之研析〉，輯於氏著《權力分立

新論 卷二》，頁318、頁333-334；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3》，頁362，註77。 
191 以民國94年為例，根據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之統計資

料，93 年度未結之統一解釋聲請案(下同)計 18 件，94 年新收案件 22 件，不受理案件 32 件，

併案1件，公布解釋案件1件(按：釋字第595號解釋)，未結案件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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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司法院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談起－ 

第一項  概  說 

司法院釋字第 540 號解釋，係源於台北高等行政法院第五庭，就審判權

消極衝突，依行訴法第 178 條聲請統一解釋。依歷來解釋先例，此時大法官

統一解釋劃分審判權限之法律，確定有審判權之法院即可。至於經解釋認違

反法律本旨之審判權裁判應如何救濟、處理，於民事或行政訴訟事件，應透

過再審程序；如屬非訟事件，則由法院應當事人聲請廢棄該裁定1。惟本號解

釋文第三段進一步表明：「事件經本院解釋係民事事件，認提起聲請之行政

法院無審判權者，該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判權限之普通法

院，受移送之法院應依本院解釋對審判權認定之意旨，回復事件之繫屬，依

法審判，俾保障人民憲法上之訴訟權。」解釋理由繼而闡明：「本件係行政

法院就繫屬中個案之受理權限問題，依行政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條向本院

聲請解釋，為貫徹法律規定之意旨，本院解釋對該個案審判權歸屬所為之認

定，應視為既判事項，各該法院均須遵守，自不得於後續程序中再行審究。

而事件經本院解釋係民事事件，普通法院先前以無審判權為由駁回之裁定，

係屬對受理事件之權限認定有誤，其裁判顯有瑕疵，應不生拘束力（參照本

院釋字第一一五號解釋）。向本院聲請解釋之行政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

職權將該民事事件移送有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受移送之法院應遵照本院解

釋對審判權認定之意旨，回復事件之繫屬，依法審判，俾保障人民憲法上之

訴訟權。......」 

本號解釋突破往例，於確定審判權歸屬後，要求經解釋認定無審判權之

行政法院，除應裁定駁回外，並須依職權將事件「移送」至有審判權之普通

法院；普通法院先前以無審判權為由駁回之裁定，經解釋認其對審判權限認

                                                 
1 請參見：釋字第540號解釋大法官陳計男所提部分不同意見書「一、」、大法官孫森焱所提之部分

之不同意見書「一、」及「二、」；另請參見釋字第188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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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誤，係裁判顯有瑕疵，不生拘束力，應於受移送後，回復繫屬，依法審

判。 

第二項  各方對釋字第五四○號解釋之解讀 

關於釋字第 540 號解釋所創設之解釋後「移送制度」，學說對其採取移

送制度之結論咸表贊同，認為移送具有確保當事人起訴利益之作用、優點。

然而，本號解釋文第三段及其解釋理由部分，是否踰越大法官職權而侵犯立

法權、其理論構造是否有矛盾或違背訴訟法之基本原則以及其真正之意涵與

作用為何，自其公布當日起迄今，意見紛歧，仍無定論。 

第一目  踰越大法官職權，侵犯立法機關職權？ 

就本號解釋所創設之移送制度，大法官陳計男所提之部分不同意見書認

為：「一、......本號解釋謂『該(行政)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

判權限之普通法院，受移送之法院應依本院解釋對審判權認定之意旨，回復

事件之繫屬依法審判』云云，係創設現行民事訴訟法及行政訴訟法所無之制

度。再者，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度及相關程序如何訂定，係立法機關之職

權(參照本院釋字第四四二號)，除法律制定之制度或程序違背憲法，大法官

依職權得宣告其違背憲法使其失效外，對於制度或程序之不完備，尚無得以

解釋代替法律予以補充之職權。從而縱認外國法(註三)2所定『移送』制度有

資參考之處，大法官至多亦僅能於解釋理由中附帶說明供立法者參考，似不

能依解釋創設新制度。上開部分解釋，有以解釋替代立法之嫌，並有踰越大

法官職權之疑問，殊無必要。」 

大法官孫森焱亦認為：「五、統一解釋不能增加法律所無之規定  本件

係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依行政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聲請統一解釋，是釋憲機

關就其聲請事項：依國民住宅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聲請裁定強制執行

                                                 
2 註三：例如德國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 a規定(參照吳大法官庚於本院釋字第五三三號解釋之協同意

見書最後一段意見及其註六)，但仍須考量本國與外國法制、社會背景之不同，由立法機關裁量

立法，始能發揮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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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究應由普通法院審理，抑由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裁定一節，經探求立法

意旨，將二法院歧異之法律見解為統一解釋即足，不應逾越此範圍，修正法

律，創造非訟事件法所無之制度，使原來嚴謹的訴訟制度及非訟制度，在法

理上發生矛盾，違背當事人進行主義，侵犯立法權，無異與立法機關共享制

定法律之權，有失司法權應有之定位，尚難謂合。爰提出部分不同意見書如

上。」 

對於以上兩位大法官所提之質疑，許士宦替本號解釋多數大法官提出回

應，認為：「本件解釋認明審判權歸屬認定困難之不利益不應由當事人負擔，

受訴法院應將審判權錯誤之案件依職權移送於有審判權之法院，始能確保當

事人之訴訟權；即使現行民事、行政訴訟制度無審判權錯誤之移送制度，此

應屬法律漏洞，為迅速解決權限衝突，有效保護訴訟當事人之權益，可將人

民憲法上訴訟權保障之應有方式，透過解釋為之，據以彌補現行法之缺漏。

此既屬司法造法、法的續造之權限範圍，當無侵犯立法機關職權可言，不違

背司法權自制原則。3」 

第二目  理論構造矛盾，違背訴訟法之基本原則？ 

關於本號解釋所指示之「駁回後移送制」，陳計男大法官、孫森焱大法

官、彭鳳至及林子儀兩位大法官4、駱永家5、劉宗德6、吳東都7以及沈冠伶8等

認為，理由存有瑕疵或與訴訟理論未盡相符。 

論者批評之理由主要係認為，移送具有使繫屬變換、訴訟繫屬存續之效

                                                 
3 請參見：許士宦，〈審判法院之選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輯於氏著《程序保障與闡明義務》，2003
年12月，頁457。 

4 請參見：大法官彭鳳至、林子儀於司法院釋字第 595 號解釋所提之部分協同、部分不同意見書，

註12。 
5 請參見：駱永家，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發言，《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
月，頁168。 

6 請參見：劉宗德，〈憲法解釋與訴訟權之保障－以行政訴訟為中心〉，《憲政時代》，第 30 卷第 4
期，2005年4月，頁433，註141。 

7 請參見：吳東都，〈法律救濟途徑之決定－並簡評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輯於氏著《行政訴訟與

行政執行之課題》，2003年10月，頁173以下。 
8 請參見：沈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臺大法學

論叢》，第34卷第5期，2005年9月，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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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乃以有訴訟繫屬存在為前提。既然聲請解釋之行政法院須將民事事件駁

回，則是該事件，不論是向民事法院或行政法院所提者，均已因駁回裁定之

確定而消滅其訴訟繫屬，如何又因行政法院之移送而使之繫屬於普通法院9？

而且，普通法院之前所為駁回裁定既然失其拘束力，受駁回之事件應已回復

繫屬，該普通法院既已受訴訟繫屬，即有裁判義務，無須要求行政法院再為

「移送」，否則該普通法院豈不是就同一事件有兩個訴訟繫屬？既浪費司法

資源，又致生同一事件重複繫屬之違法狀態。對此，受移送之普通法院是否

又應「依法」駁回受移送之事件？果若如此，要求行政法院駁回後，復依職

權移送該民事事件於普通法院究竟有何意義10？ 

對於訴訟繫屬均歸消滅之疑慮，許士宦認為此將使當事人更陷於不利之

地位，將法院誤認審判權之責任全歸當事人負擔，顯然違反公正程序請求權

之要求，而侵害人民之憲法上訴訟權，故此非本號解釋之意旨。對於重複繫

屬之疑慮，許士宦認為行政法院將無受理權限之事件移送於普通法院，使其

與回復繫屬之同一事件合併審判，在理論上亦非不可行11。至於如何將雙重

繫屬之「同一事件」「合併」審判，並無進一步之說明。然而，依據當今程

序法理及程序法規，僅有數個牽連事件始有需移送而合併審判之必要與可能
12。同一事件如有此必要與可能，重複起訴禁止之相關理論及規定，或有重

新檢視或修正之必要了。  

第三目  解決審判權錯誤或衝突之移送？ 

關於本號解釋之射程範圍，學說及實務存有不同之解讀。若干論者及實

                                                 
9 請參見：本號解釋大法官陳計男所提之部分不同意見書；本號解釋大法官孫森焱所提之部分不同

意見書；吳東都，〈法律救濟途徑之決定－並簡評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輯於氏著《行政訴訟與

行政執行之課題》，2003年10月，頁174；駱永家，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發言，

《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68。 
10 請參見：本號解釋大法官陳計男所提之部分不同意見書；吳東都，〈法律救濟途徑之決定－並簡

評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輯於氏著《行政訴訟與行政執行之課題》，2003年10月，頁174 以下。 
11 請參見：許士宦，〈審判法院之選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輯於氏著《程序保障與闡明義務》，2003
年12月，頁458。 

12 參見民訴法第572條第2項、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131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第3項
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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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見解認為，依本號解釋之意旨，一般經普通法院或行政法院認定應屬對方

法院審判之事件者(即一般審判權錯誤事件)，應於裁定駁回後，依職權移送

於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13。惟多數見解認為，本號解釋所要求之駁回後職權

移送，僅適用於經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之事件(即審判權衝突案件)，至於

一般審判權錯誤事件，則無本號解釋之適用14。 

第三項  本文見解 

本文認為上述釋字第 540 號解釋引起之疑義與爭議，係源自對統一解釋

制度及移送制度之誤解與不瞭解。倘能對此二制度有正確之前理解，即可消

弭上述疑義與爭議。 

第一目  統一解釋法令制度之新詮                            

－審查標的及效力二元論之提出－ 

一、問題意識 

憲法解釋與法令統一解釋，自行憲以來數十年間並列司法院大法官之

「唯二」職權15。然而，一方面，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實務長期誤用及濫用法

令統一解釋制度，以致扭曲統一解釋之制度本質，另一方面，或因不如憲法

解釋重要，或因比較法上幾無可比擬之制度，學界似鮮少就統一解釋制度之

構造、目的、作用、效力等問題進行理論之探討，而將學術討論之重心放在

                                                 
13 請參見：許士宦，〈審判法院之選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輯於氏著《程序保障與闡明義務》，2003
年12月，頁463以下；鄭傑夫，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發言，《法學叢刊》，第195
期，2004年7月，頁158。明確表明一般審判權錯誤事件應適用本號解釋之法院實務：板橋地方

法院92年度訴字第2584號裁定(主文：原告之訴駁回。本件移送台灣台北高等行政法院)；板橋

地方法院94年度重訴字第10號裁定(主文：原告之訴駁回。本件移送台灣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14 請參見：司法院釋字第595號解釋大法官許宗力、賴英照、林子儀、許玉秀四人所提之部分協同

意見書；同號解釋大法官彭鳳至、林子儀二人所提之部分協同、部分不同意見書；吳東都，〈法

律救濟途徑之決定－並簡評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輯於氏著《行政訴訟與行政執行之課題》，2003
年 10 月，頁 174 以下。明確表明一般審判權錯誤事件不適用本號解釋之法院實務：台北高等行

政法院92年度訴字第4487號裁定；最高行政法院93年度判字第423號判決。 
15 憲法增修條文增列司法院大法官兩項職權，組成憲法法庭審理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解

釋事項。不過，大法官迄今仍未曾行使此等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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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重要性之憲法解釋。因而，對於與審判權衝突相關之統一解釋制度，迄

今仍未有充分而正確之討論與理解。 

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 188 號解釋(73、8、3)，承襲法令違憲審查解釋

效力，而建構統一解釋之效力模式。雖於解釋公布之初，關於「原因案件」

(Anlassfall)之溯及效力及再審救濟可能性，曾引起不小之爭議，但二十幾年

來似已廣為學說及法院實務接受16。至於同涉統一解釋效力之釋字第 115 號

解釋(55、9、16)，認為「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不得執行」，對

何以「不得執行」仍未尋得其法理依據17，對何謂「不得執行」亦莫衷一是18。

又釋字第 188 號解釋與釋字第 115 號解釋間之關係為何，仍未見清楚之說明。 

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解釋理由書，自承承繼釋字第 115 號解釋之精神，

宣告經統一解釋為違法之裁判「不生拘束力」，使得引起歧異之案件，經解

釋為違背法令本旨之無審判權駁回裁定(確定終局裁判)，無須經再審程序即

失其效力。當事人於解釋公布之日，即得回復繫屬於有審判權之法院，續行

訴訟，不但強化統一解釋之實效，亦有助於當事人訴訟權之保障。惟此舉卻

引起兩位終審法院出身大法官強烈之批判，認為對於經解釋違背法令之裁

判，依現行法當事人已有救濟途徑(釋字第 188 號解釋、各訴訟法有關再審

之規定等)，大法官解釋宣示法院確定裁判不生效力，係創設訴訟法所無之

制度，而有侵害立法權之嫌。 

                                                 
16 請參見：蔣昌煒，〈大法官會議解釋效力之探討〉，輯於司法院秘書處編《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四十

週年紀念論文集》，1988 年 9 月，頁 267 以下；鄭建才，〈釋憲與刑事訴訟程序之實施〉，輯於同

前書，頁425以下；翁岳生，〈近年來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之研討〉，輯於氏著《法治國家之行

政法與司法》，1994 年 8 月，頁 379 以下。另請參見：釋字第 540 號解釋陳計男大法官、孫森焱

大法官分別提出之部分不同意見書。 
17 請參見：楊建華，〈四十年來司法院大法官有關民事訴訟法解釋之研析〉，輯於司法院秘書處編《司

法院大法官釋憲四十週年紀念論文集》，1988年9月，頁374。 
18 張文郁(〈論普通法院與行政法院審判權之劃分－以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為中心〉，輯於氏著《權

利與救濟－以行政訴訟為中心》，2005年9月，頁374)認為係指判決當然無效，無確定力與執行

力，故不得執行；陳計男大法官(釋字第540號解釋所提部分不同意見書)認為，僅在宣示該判決

欠缺執行名義之實質要件，無執行力，故不得執行而已，如欲除去判決之效力，仍須依再審程序

等救濟之。不過，張文郁顯然誤解釋字第115號解釋之意旨，蓋其見解同於該號解釋不同意見書

所提之「解釋文」及「解釋理由書」，而王之倧、景佐綱兩位大法官所以共同提出不同意見書，

正是因為此一見解不為多數大法官所採。此外，釋字第128號解釋亦可作為本文之論據。起草本

號解釋文之王之倧大法官，再度因其主張無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所為實體判決為無效之見解，不

為多數大法官所採，而提出不同意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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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大法官有無不待立法逕行宣告確定終局裁判不生拘束力之權限、釋

字第 115 解釋所謂「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不得執行」之法理依

據為何、釋字第 540 號解釋究應追隨釋字第 115 號解釋抑或釋字第 188 號解

釋之軌跡，本文認為唯有從統一解釋之構造及目的出發，進而探究統一解釋

之審查標的及解釋效力，此等問題始能獲得理論上圓滿之解答。 

二、消弭爭議之統一解釋而非解答疑義之統一解釋 

按憲法第 78 條規定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法令之權，已非行憲前之

法令疑義解釋，而是對不同機關間適用同一法令所生之歧異見解，所為消弭

爭議之統一解釋19。自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成立迄今，所有相關之程序法規一

脈相承皆正確掌握此基本原則20；釋字第 2 號解釋(38、1、6)更進一步闡釋

此一意旨21。然而，早期大法官統一解釋法令實務，卻又不時自相矛盾回復

訓政時期之運作方式，充任國家最高法律顧問，甚至為最高法院、行政法院

二終審法院之法律顧問，「指導」終審法院如何適用法令。除要求應由上級

機關層轉外，對各機關之單純法令疑義幾乎來者不拒概為「統一解釋」。其

中依最高法院或行政法院聲請所為之疑義解釋，如釋字第 8 號、第 18 號、

第 36 號、第 40 號、第 47 號、第 98 號、第 119 號、138 號、第 152 號、第

                                                 
19 請參見：翁岳生，〈論命令違法之審查〉，輯於氏著《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1979 年 10 月，3
版，頁116。惟姚瑞光大法官(〈統一解釋之研究〉，《憲政時代》，第8卷第1期，1982年7月，

頁21)一百八十度地變更其分別於釋字第157號解釋(68、4、13)及釋字第158號解釋(68、6、22)
所提不同意見書之見解，認為憲法之統一解釋與行憲前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機關改由大法官行使

外，統一解釋之客體(一切法令疑義)，均不因憲法之頒行而有不同。 
20 參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第4條(37、9、15)、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7條(47、7、21)、司法

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7條(82、2、3)。惟有質疑此等規定不符合憲法本旨之不同見解，請參見：

姚瑞光，〈統一解釋之研究〉，《憲政時代》，第8卷第1期，1982年7月，頁21；鄭玉波，〈論法

令之統一解釋〉，《政大法學評論》，第33期，1986年6月，頁2。 
21 司法院釋字第2號解釋：「憲法第78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其於

憲法則曰解釋，其於法律及命令則曰統一解釋，兩者意義顯有不同，憲法第173條規定憲法之解

釋由司法院為之，故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職權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時，即得聲請司法院解釋，法

律及命令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亦同。至適用法律或命令發生其他疑義時，則有適用職權

之中央或地方機關，皆應自行研究，以確定其意義而為適用，殊無許其聲請司法院解釋之理由，

惟此項機關適用法律或命令時所持見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時所已表示之見

解有異者，苟非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見解之拘束，或得變更其見解，則對同一法律或

命令之解釋必將發生歧異之結果，於是乃有統一解釋之必要，故限於有此種情形時始得聲請統一

解釋。本件行政院轉請解釋，未據原請機關說明所持見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律時所已

表示之見解有異，應不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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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號等解釋，所在多有；行政院(含所轄各部會)更是司法院大法官法令咨

詢服務之「大戶」22。對此，姚瑞光大法官於釋字第 158 號解釋所提之不同

意見書(68、6、22)，即正確指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並非中央或地方機

關之法律顧問，不負解答一般法律疑義之責，憲法第 78 條、第 79 條第 2 項、

司法院組織法第 3 條第 1 項、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2 條法意甚明，亦為與

行憲前司法院解釋法令有別之所在。因此，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7 條明定

『…見解有異者，得聲請統一解釋』。從此規定可知，無『見解有異』情事，

即不得聲請統一解釋。」23經過相當長久之時間後，由於結構性因素之轉變24，

司法院大法官始逐漸嚴格適用(其實也只是「正確」適用)原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法第 7 條及現行審理案件法第 7 條規定，回歸其應然之「爭議仲裁者」角

色，而不再提供法令諮詢服務。 

三、統一解釋審查標的二元論 

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聲請統一解釋：

一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律或命令所持見解，與本機關或他

機關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時所已表示之見解有異者。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

關或他機關見解之拘束，或得變更其見解者，不在此限。二  人民、法人或

政黨於其權利遭受不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

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時所已表示之見

解有異者。但得依法定程序聲明不服，或後裁判已變更前裁判之見解者，不

在此限。」據此規定，僅有中央機關(含各級法院)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

「適用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解」，始得為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Kontroll- 
gegenstand)，如非「適用」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解，斷無成為統一解釋審

查標的之可能。 

                                                 
22 語見蘇永欽，〈大法官解釋與台灣的社會變遷〉，輯於氏著《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1994 年

5月，頁289。 
23 參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續編(一)》，頁117。  
24 此間可能有三種結構性因素同時發揮作用：一、人民聲請釋憲案暴增(釋字第 177 號解釋及釋字

第 185 解釋之效應)、立委聲請釋憲途徑之開啟(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大法官無暇

繼續審理此等「非常態」(不合法)之統一解釋案件；二、解釋憲法可決人數之降低(審理案件法

第14條第1項)，活化大法官解釋憲法之能量；三、大法官人事之更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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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適用法令所表示之見解，其表現於外之形式可為法規命令25、執

行法律之職權命令26、行政解釋(解釋性行政規則)、行政處分、法院裁判。

不過，行政處分僅得由上級機關或行政法院(法律若有特別規定則為普通法

院)廢棄，其他未有廢棄權之國家機關(行政機關或法院)皆受其拘束，不得

聲請統一解釋。因此制度上唯有法規命令、執行法律之職權命令、行政解釋

及法院裁判，得為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此等審查標的，依其性質，可區分

為涵蓋一般抽象事件之法規命令、執行法律之職權命令及行政解釋，與僅針

對特定具體事件之法院裁判。 

(一) 命令作為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 

首先，法院不受行政機關法規命令、執行法律之職權命令、行政解釋之

拘束，法院於審判案件時，認為該等命令違背法律時，得逕予排斥而不適用，

自行直接依據法律表示適當之不同解釋27，不得聲請統一解釋28、29；行政機

                                                 
25 法規命令之制定兼有「法制定」(Rechtsetzung)及「法適用」(Rechtsanwendung)之性格，蓋法規

命令之制定本身即是適用授權母法所表示之見解。關於法規命令之法制定與法適用性格，請參

見：Brenner, in：v. Mangoldt/Klein/Starck, GG III4, § 80 Rn. 62；許宗力，〈訂定命令的裁量與司法審

查〉，輯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行政》，1999年3月，頁186。此外，所謂「補充」、「實施」及「適

用」法律之法規命令(gesetzergänzende, gesetzdurchführende und gesetzanwendende Verordnungen)，
應僅在說明法規命令之於授權母法之三種並存作用或關係，非謂可將法規命令區分成此三種類

型。另請參見：Wolff/Bachof/Stober, VerwR I11, § 25 Rn. 38f.；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531。 
26 我國行政法所謂之「職權命令」，係行政機關於職權範圍內，未經法律授權，逕就執行法律之細

節性、技術性事項，或就不涉及公共利益重大事項之給付行政，所為法規範制定行為(司法院釋

字第 443 號解釋理由書參照)。制定執行法律之職權命令兼含適用法律之作用，而有關給付行政

職權命令之制定，則無關法律之執行，應不含有適用法律之活動。因此，本文認為，似僅有前者

得為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後者充其量得為命令違憲審查之標的。 
27 此即所謂法規之「附帶審查」(Inzidenzkontrolle)：法官審判案件之際，於法規適用範圍內，得逕

自認為行政所為「法規」牴觸法律而無效，並於個案中視為不存在，而拒絕適用(此並為法官之

義務)。請參見：釋字第38號、第137號、第216號解釋；最高行政法院89年判字第3839號判

決、90 年判字第 1372 號判決；湯德宗，〈大法官有關「權力分立原則」解釋案之研析〉，輯於氏

著《權力分立新論 卷二》，頁 364 以下；葉俊榮、張文貞，〈司法積極主義－論行政法院改制之

後對於違法行政命令審查的積極趨勢〉，輯於葛克昌‧林明鏘編《行政法理論與實務》，2003年3
月，頁41以下；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6, Rn. 141；Ossenbühl, in：Isensee/ 
Kirchhof, HStR III2, § 64 Rechtsverordnung, Rn. 78；Wolff/Bachof/Stober, VerwR I11, § 28 Rn. 24。  

28 就此部分，結論上相同但部分理由不同之見解，請參見：翁岳生，〈論命令違法之審查〉，輯於氏

著《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1979年10月，3版，頁116以下；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11
以下。彼等似認為，行政機關之制定命令，並非對原已存在之法規表示見解，亦即無關法律之適

用，因此不得被視為或尚無相對立之不同見解，從而不得聲請統一解釋。不過，陳敏此處之見解

與同書頁531關於「適用法律之法規命令」之論述，似存有若干矛盾之處。關於命令制定之法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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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受法院確定裁判所表示法律見解(法規命令、執行法律之職權命令或解釋

函令違背法律)拘束，亦不得聲請統一解釋30、31。其次，隸屬系統相同之行

政機關間，由此產生之法令見解歧異，應由共同上級機關決之；上級機關如

認違背法律或上位階命令時，得命原頒佈機關修改或刪除，亦得依其法定權

限自行將其撤銷，使該違法之命令不復存在，無須也不得聲請統一解釋32。

是以僅限於隸屬不同之行政機關間，於職權行使範圍內，對他機關所制定之

命令持有不同時，雖基於相互尊重原則，不得自行認定其違法而拒絕適用，

                                                                                                                                                
用性格，請參見本節前揭註25及註26之說明。 

29 以法規命令或執行法律之職權命令牴觸法律規定，進而違憲(如違反法律保留原則、平等原則

等)，欲終局廢棄該等法規時，應聲請解釋憲法而非統一統解釋。至於各級法院得否以此為由，

類推適用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逕行聲請釋憲，或僅各終審法院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案件法第5條第2項)，則非此處所欲探討者。關於此議題之不同見解，請參見：吳庚，《行政法

之理論與實用 7》，頁73；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3》，頁377；葉俊榮、張文貞，〈司法積極主

義－論行政法院改制之後對於違法行政命令審查的積極趨勢〉，輯於葛克昌‧林明鏘編《行政法

理論與實務》，2003年3月，頁57；許宗力，〈行政法對民、刑法的規範效應〉，輯於葛克昌‧林

明鏘編《行政法理論與實務》，2003年3月，頁95。 
於德國，各級法院本得審查法規命令是否牴觸憲法或上位階法令，故在「具體法規審查程序」

(konkrete Normenkontrolle)中，各級法院停止訴訟程序提請聯邦憲法法院為違憲審查之標的僅限

於「形式意義之法律」(Gesetze „in formellem Sinne”)，而不包括法規命令。聯邦憲法法院審查法

規命令合憲性之途徑為「抽象法規審查程序」(abstrakte Normenkontrolle)。Vgl.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 Rn. 680ff. 

30 湯德宗(〈大法官有關「權力分立原則」解釋案之研析〉，輯於氏著《權力分立新論 卷二》，頁364，
註 152)亦認為：「......惟法官僅得在個案中具體認定命令是否違法，且法院之判決對於當事人(可

為機關)本有個案拘束力。因此，現制下......似難想像行政機關如何能不同意法院在判決中所表示

之法律見解，而聲請大法官統一解釋。......」不同見解，請參見：翁岳生，〈論命令違法之審查〉，

輯於氏著《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1979 年 10 月，3 版，頁 117；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

112。 
惟陳敏(同書，頁113)卻又謂：「依行政訴訟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行政法院『撤銷或變更

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因此，各機關不得以其見解與行政

法院裁判適用法律之見解有異，而聲請解釋。」似與頁112 之論述有所矛盾。各機關不得就行政

法院裁判聲請統一解釋之結論誠屬正確，惟以行訴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作為依據，於法理上不

甚恰當。各機關應受各級法院確定裁判所表示法律見解之拘束，不得聲請統一解釋，實乃憲法權

力分立原則之基本要求(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之說明)。行訴法該項規定

旨在宣示形成判決之對世效力，各機關依此規定受拘束者，僅為形成判決所形成之法律狀態，而

非據以作成判決之法律見解(請參見本章第二節註181之說明)。況且，民事訴訟法無類此規定，

是否表示各機關得對民事法院之確定判決聲請統一解釋，不無疑問。 
31 以往，我國除存有「法律咨詢服務」之「非常態」統一解釋外，尚且存有「以推翻法院確定終局

裁判為目的」之「非常態」統一解釋。關於後者，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

之說明。 
32 請參見：翁岳生，〈論命令違法之審查〉，輯於氏著《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1979 年 10 月，3
版，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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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解決見解歧異，應得聲請統一解釋33。綜上論結，依據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司法院大法官受理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為隸屬不同之行

政機關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解：法規命令、執行法律之職權命令

或行政解釋。 

(二) 裁判作為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  

法院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解，拘束行政機關，而同

一審判系統法院間之見解歧異，應由各終審法院統一之，均不得聲請統一解

釋。故僅限於分屬不同審判系統之法院間，對於同一法令於確定裁判所表示

之見解產生歧異，始得聲請統一解釋34。因此，司法院大法官依審理案件法

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受理法院(第 1 款)或人民(第 2 款)統一解釋聲請時，其

審查標的為各該審判系統法院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

見解：各該確定終局裁判35。 

審判權衝突，乃因不同審判法院於同類(廣義之審判權衝突)或同一事件

(狹義之審判權衝突)，對同一分配審判權法律之歧異見解而生，故得依此途

徑聲請統一解釋而獲解決。惟前後二款之規定，不僅聲請人之適格有異，其

制度功能之重心亦有所不同。法院依第 1 款聲請統一解釋，僅以適用同一分

配審判權之法律為要件，不限於同一事件，故可用以解決所謂廣義之審判權

                                                 
33 請參見：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 7》，頁76；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09。 
34 釋字第 567 號解釋（92、10、24）之理由書末段：「聲請人認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九十年

度台覆字第二六四號及九十一年度台覆字第八五號決定與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八年度賠字第

六一號、臺灣士林地方法院八十九年度賠字第五六號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九年度賠字第六五

號等決定適用同一法令所表示之見解有異而聲請統一解釋部分，經查係屬相同審判機關間裁判所

生之歧異，並非不同審判機關間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解有異，核與司

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不符，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不受理，附此敘

明。」 
      釋字第576號解釋（93、4、23）之理由書末段：「本件聲請人認本案確定終局判決與最高法

院其他判決所表示之見解有異，而聲請統一解釋部分，核其所陳，係屬同一審判機關內裁判見解

所生之歧異，並非不同審判機關間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所表示之見解有異，核與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不符，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不受理。」 
（相同意旨，請參見大法官第1247次會議不受理決議案(93、7、9)，會台字第7422號決議及大

法官第1273次會議不受理決議案(94、11、4)，會台字第7860號決議） 
35 請注意：本文於此所主張者，係解釋上大法官於「統一解釋」時，得以法院「確定終局裁判」為

審查標的，與「確定終局裁判」得否為「違憲」審查標的無涉，亦即與是否引進或承認「裁判之

憲法訴願」(Urteilsverfassungsbeschwerde)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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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含積極與消極衝突)。依此途徑所為之統一解釋，主要著眼於確保二元

審判系統之正常運作，以及維持客觀法秩序之統一性與安定性，避免同類事

件因各該事件受訴法院見解歧異，而分由不同審判系統法院審判36。至於當

事人依第 2 款聲請統一解釋，則僅限於同一事件之審判權衝突(含積極與消

極衝突)。依此途徑所為之統一解釋，除有上述之制度功能外，主要係為因

審判權衝突承受不利益之當事人，「亡羊補牢」排除既已發生37之審判權衝突
38。又新增訂之行訴法第 178 條及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目的為

預防狹義消極衝突之確實發生，而課予後訴法院職權聲請統一解釋之義務
39。這三個聲請途徑構成我國解決審判權衝突綿密而細緻之體系。三者之規

範重心雖有不同，但以法院確定之審判權裁判作為統一解釋審查標的之基本

構造則同一。 

四、統一解釋效力二元論  

綜上所述，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可分為具一般抽象性質

之命令及具個別具體性質之裁判。大法官於統一解釋之際，除闡釋法律或命

令(審查基準)之意旨外，對此等審查標的是否牴觸「審查基準」(Kontroll- 
mßstab)，大法官不僅有「審查權」(Prüfungskompetenz)，並有「拒斥權」(Ver- 
werfungskompetenz)40。依其審查結果，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命令牴觸法律或

                                                 
36 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1」之說明。 
37 大法官第1272次會議不受理決議案(94、10、21)，會台字第7816號決議中，聲請人吳某聲請意

旨略謂其向行政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經最高行政法院 94 年度裁字第 666 號裁定以應尋民事

訴訟程序救濟為由裁定駁回確定，聲請人若於普通法院起訴，參照最高法院近年多則相關判決，

法院將依行政訴訟法第 12 條之規定，停止審判程序，曉諭其循行政爭訟程序確認相關行政處分

是否違法或無效，然聲請人於行政訴訟法上已無任何可資運用之訴訟種類，將導致審判權消極衝

突之情況，爰聲請統一解釋。對此大法官認為：「查本件聲請人並未就聲請案件向普通法院提起

訴訟以為救濟，故難認定不同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所已表示之見解有

異。本件聲請，核與前揭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意旨不符，依同條

第三項規定，應不受理。」 
38 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二)」之說明。 
39 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三、」說明。 
40 另請參見：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 114。惟蘇永欽(〈從體系功能觀點談大法官會議的改革方

向〉，輯於氏著《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1994 年 5 月，頁 149 以下)，從統一解釋之「歷史

背景」(行憲前之統一解釋？參其所引姚瑞光之著作)及文義觀點，認為大法官之統一解釋權，除

依憲法第117條有省法規之違法審查權外，僅限於積極的統一解釋，而無否定之權，只得基於統

一目的而在其中為一肯定的選擇。姑且不論從訓政時期之背景，推論憲法規定統一解釋之目的是

否妥當，單從邏輯與結構之觀點觀之，於肯定其中一見解之際，其實也就是對其他見解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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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階之命令時，得宣告該命令為無效(即廢棄該命令)，認為作為審查標的

之裁判違背法律時，得宣告該裁判為無效(即廢棄該裁判)41。 

(一) 命令作為審查標的時之解釋效力 

大法官行使統一解釋權時，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命令牴觸法律或上位階

之命令時，應宣告該命令為違法，至於應宣告「即時向後」(ex nunc)失效或

「定期在將來」(pro futuro)失效，則視該命令之違法程度及法安定性等考量

決定之。其違法及效力之宣告非僅具有個案效力而已，而是一般、對世效力，

也就是一般性徹底消滅該命令之效力，任何機關往後於任何個案皆不得再行

援用。各機關處理引起歧見之案件及其同類案件，適用是項法令時，應以統

一解釋之意旨為準據。 

如上所述，以命令作為統一解釋審查標的，僅限於因隸屬不同之行政機

關間之歧見而起。因而，解釋上，引起歧見之案件不會是經確定終局裁判之

案件，自無據統一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理由之必要與可能。釋字第 188 號

解釋所開啟之統一解釋後再審或非常上訴途徑，其實是舊時「非常態」統一

解釋極度發揮下之產物42，於逐漸回復常態之今日，已不足為典範。 

                                                 
41 一般而言，法文及德文之「廢棄......」(annuler；aufheben)為「宣告......為無效」(déclarer ... nul et non 

avenu；...für nichtig erklären)之同義詞。 
42 於此需要稍微回顧蘇光子案之「滄桑史」。蘇光子被訴違反國家總動員法，因最高法院審理該案

法官有應行迴避事由仍參與審判而向監察院陳訴，監察院乃聲請解釋，經大法官作成蘇光子(一)

案(釋字第178號解釋)。蘇光子據而向最高法院檢察署，聲請提起非常上訴，該署以該號解釋無

溯及效力，否准其所請。監察院亦據而函請行政院查復。行政院乃以監察院函涉及釋字第177號
解釋文第2段之適用疑義，聲請大法官解釋，經大法官作成蘇光子(二)案(釋字第183號解釋)。

監察院於釋字第183號解釋公布前，亦以就釋字第178號解釋有無溯及效力與行政院及最高法院

判例所持意見相異為由而聲請解釋，經大法官作成蘇光子(三)案(釋字第188號解釋)，此即統一

解釋得成為再審或非常上訴理由之由來。然而，爭議並未因此落幕，反而更進一步引起軒然大波。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據釋字第178及第188兩號解釋提起非常上訴，經最高法院以無理由駁回

非常上訴。監察院遂在監委盛怒下，通過對最高法院五位法官之彈劾案，引起法界之震驚。回顧

歷史，雖見監察院維護民權之苦心，卻也見舊時民意機關監察院之強勢，為矯正最高法院見解之

不當，不斷聲請解釋甚至對終審法院法官發動彈劾權，更不惜扭曲大法官之應有功能，是非功過，

自有評價。詳請參見：此三號解釋之聲請書；荊知仁，〈大法官會議權威應予尊重－論一件非常

上訴駁回案〉、〈監察院彈劾五法官問題之分析〉輯於氏著《憲法論衡》，1991 年 4 月，頁 492 以

下、頁421以下；蘇永欽，〈公懲會刀下留人－也談監察院彈劾五法官問題〉，輯於氏著《憲法與

社會》，1988 年 11 月，頁 73 以下；法治斌，〈最高法院五推事不受懲戒案平議〉，《中國時報》，

74年10月8、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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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裁判作為審查標的時之解釋效力 

大法官受理裁判見解歧異之統一解釋聲請案時，於闡釋引起歧異法令

(審查基準)之意旨後，應一併宣告其中對該法令意旨認定有誤之裁判(審查

標的)為無效43。各該法院於後續程序中，處理引起歧異案件，皆應依解釋意

旨為之。任何機關往後於處理同類案件之際，均應遵循解釋意旨為之。因此，

於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案件，在釐清引起衝突之審判權分派法律所指之有

審判權法院為何後，應宣告引起歧異案件中，審判權限認定有誤之確定終局

裁判為無效。 

比較法上，德國舊時之邦權限衝突法院、奧地利憲法法院、法國權限衝

突法院，均以裁判形式解決審判權衝突，於「判決主文」(Tenor；Spruch；
dispositif)中，確認事件審判權之歸屬後，接著必然宣告審判權認定有誤之法

院裁判44為無效。普魯士於 1847 年設置之權限衝突法院，於法無明文情形下，

                                                 
43 釋字第601號解釋（94、7、22）理由書謂：「同法（按：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權利遭受不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律或命令所表

示之見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律或命令時所已表示之見解有異者，得

聲請統一解釋，而引起歧見之該案件，如經確定終局裁判，其適用法令所表示之見解，經大法官

解釋為違背法令之本旨時，是項解釋得據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理由並拘束受訴法院，亦經本院釋

字第一八八號解釋有案。」本號解釋認為，人民就不同審判機關間之裁判見解歧異，提出之統一

解釋聲請案，對於經解釋違反法令本旨之確定終局裁判，人民得據該項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

理由，以尋求救濟。是將釋字第188號解釋機關聲請統一解釋之效力，進一步援用於人民聲請統

一解釋之案型。惟於統一解釋制度已逐漸回復常態之今日，釋字第188號解釋開啟之統一解釋後

再審或非常上訴途徑，不足為訓，已如前文所述。依本文之見，歷來大法官解釋將人民聲請法規

違憲審查（法規之憲法訴願）之解釋效力（釋字第 177 號解釋及釋字第 185 號解釋），套用於機

關（釋字第 188 號解釋）或人民聲請之統一解釋（釋字第 601 號解釋），已忽略法規之憲法訴願

與統一解釋間之結構性差異。法院（審理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1款、行訴法第178條、民訴法

第 182 條之 1）或人民（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就不同審判機關間之裁判見解歧異聲

請之統一解釋，其審查標的為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法規之憲法訴願，其審查標的為該爭議法令。

此二程序類型之構造及審查標的之性質既不相同，其解釋效力自不宜比附援引作同一處理。實際

上，歷屆大法官對於統一解釋效力（引起歧異案件中，確定終局裁判之效力及其救濟途徑）之見

解，可謂「一路走來，搖擺不定」，無一定軌跡可循。釋字第 115 號解釋宣告經統一解釋為違法

之普通法院判決「不得執行」；釋字第 188 號解釋認為，引起歧異案件中之確定終局裁判，經統

一解釋為違法者，當事人得據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理由；釋字第540號解釋之多數意見不

顧少數意見之強烈反對，堅不採釋字第188號解釋之效力模式，而宣告引起歧異案件中，經統一

解釋為違法之裁判「不生拘束力」；釋字第 601 號解釋則又回復釋字第 188 號解釋之效力模式。

如此游移態度，卻未見說明其緣由，多少顯示大法官迄今尚未充分掌握統一解釋制度旨趣之所在。 
44 在法國之積極衝突程序，尚有可能廢棄省長主張普通法院無審判權之行政行為(權限衝突狀)。請

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二目「二、」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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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廢棄違法之權限裁判或決定，乃消極衝突制度本質所應然45。在法國，

不論是相當於我國人民聲請統一解釋之古典消極衝突程序，抑或相當於我國

法官職權聲請統一解釋之強制移送制度，權限衝突法院於裁判之際，必然於

判決主文宣告違法之審判權裁判為無效46。奧地利與我國同樣僅有「法規之

憲法訴願」(Rechtssatzverfassungsbeschwerde)而無「裁判之憲法訴願」(Urteils- 
verfassungsbeschwerde)，亦即該國憲法法院違憲審查之標的亦僅限於抽象法

規範，而不包含法院裁判47。不過，有關權限衝突之裁判內容，奧國憲法法

院法第 51 條明文規定：「憲法法院關於權限之裁判，亦應宣告廢棄與本裁判

牴觸之機關行為。」(Das Erkenntnis des Verfassungsgerichtshofes über die 
Kompetenz hat auch die Aufhebung der diesem Erkenntnis entgegenstehenden be- 
hördlichen Akte auszusprechen.)憲法法院於裁判審判權衝突之際，於依法確定

事件審判權之歸屬後，即依此規定同時於判決主文宣告衝突程序之結果：廢

棄違法之審判權裁判48。今日德國雖無權限衝突法院之設置，然依據各聯邦

最高法院指定審判法院之實務運作方式，縱使法無明文(純粹法官造法)，移

送裁定之形式確定力，仍因各聯邦最高法院之指定權限而失其效力49。凡此

在在顯示司法機關裁判審判權衝突之際，消滅違法審判權裁判之效力，為審

判權衝突之制度本質所應然。 

大法官迄今「唯二」直接就法院確定裁判之合法性及效力表示意見之解

釋，為釋字第 115 號解釋及釋字第 540 號解釋。釋字第 115 號解釋多數大法

官似乎認為該案涉及審判權積極衝突，向來之主流學說亦同此解。惟經本文

                                                 
45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三項第二目「二、(三)」之說明。 
46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四項第二目及第五項第一目之說明。 
47 請參見：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3》，頁335；楊與齡，〈德、奧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之職權

之比較〉，《憲政時代》，第15卷第3期，1990年1月，頁8。對於此種僅以抽象法規範為憲法訴

願標的之制度，比較法上有將之稱為「不真正基本權利訴願」(unechte Grundrechtsbeschwerde)，
請參見：陳英鈐，〈基本權利訴願的結構性變遷〉，輯於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2004 年 1 月，

頁94以下。 
48 於審判權衝突案件，奧國憲法法院所為本案判決之主文(Spruch)通常會有3項：一是宣告依法就

該案件有審判權之法院為何；二是廢棄該法院先前所為與此牴觸之審判權裁判；三是聯邦(Der 
Bund)(法院所屬之「區域團體」Gebietskörperschaft)是否應賠償當事人因法院違法之審判權裁判

所增加之訴訟費用(憲法法院法第52條第1項參照)。Statt vieler vgl. nur VfSlg 15878/2000, 15642/ 
1999, 14176/1995, http://www.ris.bka.gv.at/vfgh/；vgl. auch Peter Bernard, Das Höchstgericht oder：Was 
ist ein negativer Kompetenzkonflikt?, FS für Günther Winkler, 1997, 89(89f.).  

49 詳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五項及第三節第五項第三目「三、」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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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據所得，該號解釋係行政院為推翻最高法院判決所提之「非常態」統一解

釋聲請案，其真正之問題點在於普通法院應否受行政機關形成處分之拘束。

該號解釋所稱「普通法院就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不得執行」，係在監察

院及行政院強大政治壓力下，法理多層扭曲之產物，本不足為訓50。惟如本

號解釋多數大法官確係誤將該案當作審判權衝突處理，則所謂「普通法院就

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不得執行」之意旨與根據，亦可勉強獲得學理之說

明。釋字第 540 號解釋，係就主管機關收回國民住宅之強制執行事件，所生

狹義審判權消極衝突作成之統一解釋，此號解釋於闡述該事件類型屬民事事

件，應由普通法院民事庭受理後，宣告普通法院對引起歧異案件先前以無審

判權為由駁回之裁定，係屬對受理事件審判權限認定有誤，其裁判顯有瑕

疵，應「不生拘束力」。 

大法官於處理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案件時，如此「情不自禁」觸及各

級法院法官敏感神經51，削弱或消滅法院確定裁判之效力，其實是制度本質

使然。依本文之見，所謂「不得執行」或「不生拘束力」，都是裁判經廢棄

之當然結果。此項大法官統一解釋權限所包含之「法令見解廢棄權」，既為

憲法第 78 條直接賦予之權限，自是無待立法即得行使，而無侵犯立法權或

各級法院獨立審判之虞。惟大法官迄今仍未充分掌握此項憲法賦予之權限，

若非怠忽未行使52，即過於含蓄，僅謂「不得執行」，或僅於「解釋理由書」

謂因「顯有瑕疵」，故「應不生拘束力」53。 

                                                 
50 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2、(1)」之說明。 
51 此從實務界出身之陳計男大法官及孫森焱大法官，於釋字第540號解釋分別所提之部分不同意見

書對多數意見之強烈批評，即可窺知一二。 
52 如釋字第 533 號未宣告當時行政法院違法之無審判權裁定(86 年裁字第 985 號)為無效、第 595
號解釋未宣告士林地院違法之無審判權裁定(89 年促字第 27760 號、91 年促字第 29387 號)為無

效。對於釋字第595號解釋之批評，請參見本節下文註66之說明。 
53 大法官解釋涉及效力宣示之部分，應於解釋文中明白表示，而非藏於解釋理由書中。此外，釋字

第540號解釋如此措辭易使人誤解審判權認定有誤之裁判，係因顯有瑕疵不生拘束力。其實，欲

消滅違法審判權裁判之效力，直接行使內含於統一解釋權之拒斥權即可。援引「顯有瑕疵，應不

生拘束力」之論調，反而治絲益棼，引起不必要之誤解與質疑(請參見：陳計男大法官於釋字第

540號解釋之部分不同意見書「二、」及其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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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此「移送」非彼「移送」                           

－移送概念與作用之釐清－ 

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解釋文末段：「事件經本院解釋係民事事件，認提

起聲請之行政法院無審判權者，該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判

權限之普通法院，受移送之法院應依本院解釋對審判權認定之意旨，回復事

件之繫屬，依法審判，俾保障人民憲法上之訴訟權。」此段解釋文引進「移

送制」之本身雖廣受好評，但所指示之「駁回後移送制」卻迭遭批評。然而，

本號解釋所稱之「移送」果真是我國訴訟法一般所規定之「法院移送」或德

國法之「審判權移送」？「駁回」與「移送」間之矛盾果真無法化解嗎？ 

如前文所述，大法官受理行政法院職權聲請統一解釋，如認為應由前訴

之普通法院受理時，應宣告其違法之駁回裁定為無效。違法駁回裁定既經宣

告無效，該事件回復繫屬於普通法院，如此一來即造成同一事件重複繫屬於

普通法院及行政法院之狀態。因此大法官要求聲請解釋之行政法院駁回該事

件，除符合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外，並具有消滅一訴訟繫屬，

排除雙重訴訟繫屬不合法狀態之作用。 

此外，大法官進一步要求聲請解釋之行政法院，於裁定駁回後，並依職

權將該事件移送有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此項駁回後之移送要求，卻成為眾

矢之的，其理論構造備受批評。按我國訴訟法一般所規定之法院移送54及德

國法之審判權移送，均為具有變換繫屬效力之法律行為，故法律要求以裁判

為之，且應於「裁判主文」(Tenor)中明示55。此外，具變換繫屬效力之「移

                                                 
54 我國現行訴訟法所規定法院所為之移送，大致上可分為四種情形：一、審判權移送：附帶民事訴

訟事件於若干情形移送至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 503、504、505、511 條)；二、無管轄權之法院

將事件移送至有管轄權之法院(民訴法第28條、第452條第2項、行訴法第18條、第257條第2
項、刑事訴訟法第 304 條)；三、分別繫屬於不同管轄法院或審級法院之數個牽連事件，藉由移

送而合併由一法院審判之(民訴法第572條第2項、第3項)；四、應提起撤銷訴訟，誤為提起確

認行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其未經訴願程序者，由高等行政法院將事件移送至訴願管轄機關(行訴

法第 6 條第 5 項)。此等規定之立法目的雖不盡相同，但藉法院裁定移送以達變換繫屬之效果則

同一。 
55 我國法院所為之管轄移送裁判，其主文如：「本件移送至台灣台北士林地方法院。」或「本件移

送高雄高等行政法院」；德國法院之審判權移送裁定，基於無審判權及移送裁判一體原則，其主

文必有兩項，如：「1、普通法院無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2、本件移送至科隆行政法院。」或「1、
行政法院無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2、本件移送至科隆地方法院。」Vgl. Wolf, in：MünchKomm-Z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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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裁判」與具消滅訴訟繫屬效力之「駁回裁判」，法理上互不相容，僅有擇

一而無並行之理56。觀諸參與作成本號解釋之大法官所提意見書及事後追述
57，於大法官之內心，本號解釋所指稱之「移送」，似指具有變換事件繫屬效

力之移送。然而，事件之繫屬既已回復於普通法院，當事人即可據此號解釋

要求普通法院繼續審判，實無需再藉由移送使普通法院受事件之繫屬。況且

聲請解釋之行政法院既已將事件駁回，訴訟繫屬消滅，亦無得為移送之事

件。由此觀之，本號解釋所指示之「移送」確實存有論理上之矛盾與瑕疵。 

不過，大法官解釋一旦公布後即脫離其主觀意思，而成為客觀法規範、

成為法律解釋之標的。如主觀解釋確存有矛盾與瑕疵58，未嘗不可於文義範

圍內尋覓其他無瑕疵之解釋可能性。我國法之「移送」，概念上原屬多義之

用語，所指涉之情況極其廣泛59。僅就法院所為之移送言，除指上述具有轉

                                                                                                                                                
III2, § 17a GVG Rn. 14；Gummer, in：Zöller, ZPO24, § 17a GVG Rn. 11；Kopp/Schenke, VwGO13, § 41 
Rn. 20。 

56 因此，依現行法，管轄錯誤之裁判是移送，而非駁回，亦非駁回後移送。駁回非管轄錯誤之選項

(詳請參見本章第二節註 67 之說明)。此外，主張採行審判權移送之大法官意見書、修正草案及

學說主張，率皆採「以移送裁定易駁回裁定」，而非「駁回與移送並行」或「裁定駁回後移送」，

其道理即在此。請參見：釋字第 533 號解釋吳庚大法官所提協同意見書之[註六]；釋字第 595 號

解釋許宗力等四位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見書；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2 項第 1 句；

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8條第2項第1句；許士宦，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發言，

《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64；沈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

於「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臺大法學論叢》，第34卷第5期，2005 年9月，頁265；陳錫平，

〈審判權錯誤及審判權衝突之研究(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52期，2003年11月，頁215。
惟仍有主張「駁回與移送並行」之不同見解，請參見本節下文註69之說明。 

57 請參見：釋字第540號解釋陳計男大法官、孫森焱大法官分別所提之部分不同意書。陳計男大法

官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86 次研討會之發言，《法學叢刊》，第 195 期，2004 年 7 月，頁 143 追

述謂：「......當時提案的大法官是說，學德國的方法，用移送的方法。......」；吳庚大法官(《行政爭

訟法論 3》，頁50)亦謂：「本解釋曾創設不同種類法院間之移送管轄制度，即由行政法院移送普通

法院，受移送法院應受移送之拘束，不得再行移送，或作不同之認定」。 
58 不過，大法官解釋為全體大法官集體決議之成品，為降低持不同見解大法官之反彈力道，及爭取

多數大法官之支持，在逐段或逐句表決之意思形成過程中，最終結果未必就是起草人之意思。因

此，上述三位大法官之認知未必能代表本號解釋多數大法官之意思。 
59 如遭拘捕之犯罪嫌疑人，應於 24 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憲法第 8 條第 2 項)；立法院通過之

法律案應移送總統及行政院(憲法第 72 條)；行政機關間之管轄移送(行政程序法第 17、18、99
條；訴願法第 12、61 條)；眾多法律中關於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移送法院強制執行之規定(如老

人福利法第 32 條，但請參見行政執行法第 42 條)；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逾期不履行者，移送行

政執行處執行之(行政執行法第 4 條)；移送被誘人或被略誘人出國罪(刑法第 242、299 條)；行

政機關將行政訴訟書狀及有關資料移送管轄行政法院(訴願法第 91 條)。以上憲法或法律雖皆使

用「移送」一詞，但其意義及法律效果殊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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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繫屬效力之法律行為外，尚有不以發生繫屬轉換效力為目的，而僅為達調

閱卷宗目的，所為「非正式卷宗送交」(formlose Aktenübersendung)之事實行

為。例如強制執行法第 8 條規定：「關於強制執行事項及範圍發生疑義時，

執行法院應調閱卷宗。前項卷宗，如為他法院所需用時，應自作繕本或節本，

或囑託他法院移送繕本或節本。」受囑託之法院於「移送」卷宗繕本或節本

之際，無須另以「裁定」表明移送卷宗繕本或節本之旨，逕行送交即可60。

觀照本號解釋整體關連性，所稱之「移送」不必也不能是具變換繫屬效力之

法律行為，又從解釋文之行文觀之，僅要求「裁定」駁回，未要求「裁定」

移送61，更可推知本號解釋所稱之「移送」只能解為卷宗送交之事實行為62。

要求聲請解釋之行政法院職權為之，旨在使有審判權之普通法院迅速掌握案

情，而依法審判63。法院「職權」送交訴訟卷宗及有關文件於受事件「繫屬」

(anhängig)其他法院之義務，應為訴訟法之一般原則64，本號解釋此項要求係

以「法之類推」(Rechtsanalogie)或「整體類推」(Gesamtanalogie)填補漏洞，

尚不至創設法律所無之制度，而致生侵犯立法權之結果65。綜上所述，解釋

                                                 
60 關於此條之規範意義，請參見：陳計男，《強制執行法釋論

初
》，頁151以下；耿雲卿，《實用強制

執行法(上)
初
》，頁182。 

61 解釋文末段：「......該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 
62 能發生繫屬轉換效力之「正式移送」(förmliche Verweisung)者，限於以「裁定(判決)」為之者。

單純之非正式卷宗送交，不足以產生轉換案件繫屬之效力。Vgl. Steinhauff, in：Hübschmann/ 
Hepp/Spitaler, AO/FGO, § 34 FGO Rn. 185. 

63 法國權限衝突法院對於合法提起之消極衝突或強制移送案件，會於主文先宣示該案件審判權之歸

屬(主文第1項)，接著於宣告有審判權法院之無審判權裁判為無效後(主文第2項)，將該「案件」

(la cause)及「當事人」(les parties)「發交」或「發回」(renvoyer)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併為第2
項或獨立為第 3 項)，使案卷於審判權衝突裁判後，即得送交有審判權限之管轄法院。詳請參見

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四項第二目及第五項第一目之說明，並參相關註腳所引權限衝突法院之判

決。 
64 如(1)案件因管轄移送而繫屬於受移送法院時，移送法院應速將裁定正本附入卷宗，送交受移送

法院(民訴法第31條第2項)；(2)對判決提起之上訴，未經原判決法院駁回者，發生「移審效力」

(Devolutiveffekt)，訴訟事件之繫屬，離開原審而移行於上訴法院。於各當事人均提起上訴，或其

他各當事人之上訴期間已滿後，原審法院應速將訴訟卷宗連同上訴狀及其他有關文件送交上訴法

院(民訴法第 443 條第 2 項、行訴法第 247 條第 2 項)；(3)於終審法院所為之發回或發交判決宣

示或送達時，該事件繫屬於受發回或發交之法院，終審法院應速將判決正本附入卷宗，送交受發

回或發交之法院(民訴法第480條、行訴法第261條)。以上(2)、(3)之說明係參考：駱永家，〈第

二審程序汎論〉、〈第三審程序汎論〉，輯於氏著《民事法研究 III》，頁223、頁296以下；Happ, in：
Eyermann, VwGO11, § 124 Rn. 2；Happ, in ebenda, § 130 Rn. 13；Peter Schmidt, in ebenda, § 144 Rn. 14。 

65 所謂「法之類推」或「整體類推」者，係者由多數針對不同構成要件賦予相同法律效果之法律規

定析取一般法律原則，而將該原則適用於評價相似但未經法律規整之事項。法之類推為漏洞填補

之一種方法，性質上屬「法律內法之續造」(gesetzesimmanente Rechtsfortbildung)，既為達成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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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稱「移送」(卷宗送交)應非目前學說、實務所公認之「移送」(移送事

件，變換繫屬)。真正為當事人排除消極衝突雙重駁回之不利益者，並非解

釋文所稱「移送」，而是大法官行使(內含於統一解釋權限)「法令見解廢棄

權」，宣告違法審判權裁判為無效之結果66。本文之主張，雖是獨樹一格，但

絕非為賦新辭強說愁，相信是最能符合程序法理及貼近解釋意旨之詮釋67。 

經查，聲請解釋之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其於釋字第 540 號解釋公布後之

處置方式與本文之詮釋實有相契合之處。該院於本號解釋公布後所為 90 年

度聲字第 18 號裁定(91、3、26)68：「主文  聲請駁回。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

人負擔。理由  一、......(援引釋字第 540 號解釋文)。二、緣本件相對人於七

十五年四月二十四日購得○○市○○區○○里○○鄰○○街二六五巷二十

二號七樓之國宅一戶，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有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可

證，而依國民住宅條例第十八條等規定，相對人應繳納管理費，惟自八十八

年九月起至九十年十月止，計二十六個月相對人均未依法繳納，積欠管理費

早已逾六個月，聲請人爰依國民住宅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七款之規定，向台灣

士林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行收回相對人所承購之國民住宅及基
                                                                                                                                                
平等原則要求所必要，亦在貫徹立法者所表示之意思，如未創設或加重人民之負擔，於憲法上並

無任何疑慮。本號解釋此項要求並未創設或加重人民負擔，反而有助於人民之訴訟權之保障，當

無任何疑慮。關於「整體類推」，請參見：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S. 370ff. , 
383f.；Engisch,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4, S. 147；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148、151；
王澤鑑，〈舉重明輕、衡平原則與類推適用〉，輯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八)》，1998 年 9
月，頁71。 

66 釋字第 595 號解釋為釋字第 540 號解釋後再一次就審判權衝突為統一解釋，本應承繼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精神，於確定事件審判權歸屬後，應宣告士林地院違法之審判權裁定無效，並要求聲請

解釋之台北高等行政法院於裁定駁回後，依職權送交卷宗於有審判權之普通法院。惟此等重要之

效力宣示，卻於應否進一步就審判權錯誤採取移送制之爭執中被忽略，士林地院違法之審判權裁

定(89年促字第27760號、91年促字第29387號)並未因釋字第595號解釋之作成而失其效力。 
經查，本號解釋公布後，聲請解釋之台北高等行政法院第五庭，僅據本號解釋以無審判權裁

定駁回原告之訴(主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而未依職權移送、送交或函送有

審判權之普通法院(參見該院90年訴字2813號裁定)。因此，縱經大法官就審判權衝突作成統一

解釋，本件當事人仍承受消極衝突雙重駁回之不利益。遺憾的是，在五位大法官大聲疾呼要求透

過合憲解釋、類推適用、目的性限縮甚至違憲宣告方式採取「審判權移送」，以進一步保障人民

訴訟權情勢下，本號解釋卻未行使釋字第540號解釋已某程度掌握之法令見解廢棄權，連排除消

極衝突下雙重駁回不利益之基本功能皆未達。相較於釋字第540號解釋，本號解釋是進步還是退

步，已相當明顯。 
67 在此變更本文作者以往(〈審判權錯誤及審判權衝突之研究(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2
期，2003年11月，頁212-214)對釋字第540號解釋所持之負面評價。 

68 參與裁定之三位法官為該院第四庭姜素娥、陳國成及林文舟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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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該院以本事件屬公法上原因所發生財產上給付之請求，具公法性質，

應循行政訴訟程序解決，而裁定駁回。聲請人不服，向台灣高等法院提起抗

告，該院維持原裁定，駁回其抗告確定。聲請人轉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

執行收回上開國宅及基地，本院認該事件屬私權爭執，應由普通法院加以審

理，遂依行政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

大法官解釋，經作成前揭解釋。三、查本件聲請人依國民住宅條例第二十一

條第七款之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強制執行收回前開國宅及基地事件，依首揭

解釋意旨，係屬涉及私權法律關係之民事事件，應由有管轄權之普通法院民

事庭審理，本院並無審判權，應以裁定駁回。另本案待確定後，本院將依職

權函送有審判權之普通法院審理，併此敘明。四、......」從主文及理由來看，

本號裁定顯然不將大法官解釋所指示之「移送」當作不同審判法院間之移送

(審判權移送)。主文僅表明駁回及費用由聲請人負擔之意旨，未並為移送之

表示，而僅於理由中，附帶說明於駁回裁定確定後，依職權「函送」(似有

意不用「移送」一詞)有審判權之普通法院審理。此完全不符合管轄或審判

權移送之裁判形式。該號裁定未表明何以不為審判權移送之理由，本文上述

對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詮釋，或許可以充作該號裁定之註解。 

第三目  釋字第五四○號解釋後相關實務見解之評析 

關於本號解釋之射程範圍，實務有兩種不同之見解： 

一、一般審判權錯誤事件，應依本號解釋予以駁回，並依職權「移送」有審

判權之該管轄法院 

採此說者，又可細分為兩類： 

(一) 於主文駁回並移送 

板橋地方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2584 號裁定(93、3、1)69：「主文 原告之

                                                 
69 為本號裁定者，為該院民事第二庭法官林錫凱。相同意旨及裁判形式，請參見林法官所著該院94
年重訴字第10號裁定。學說主張就審判權錯誤應裁定駁回並移送者，不乏其人。沈冠伶即謂：「在

現行法之解釋論上，於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未通過前，宜採取合憲性地創造性補充解釋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五四○號之意旨『該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判權限之之普通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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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駁回。本件移送台灣台北高等行政法院。理由 一、按......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第 540 號著有解釋。二、......是本件兩造之爭執，在於應退營利事業所得稅

款是否存在，及被告中和稽徵所得否將該應退稅款優先抵繳積欠之其他稅

款，係屬公法性質爭執之事件，依上開大法官會議解釋，及行政訴訟法第二

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律別有規定外，得依法提起行政訴訟之意旨。

本件自應由台灣台北高等行政法院管轄，原告向無審判權之本院起訴，顯係

違誤，依上開說明，應予駁回，並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觀諸本文上述對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詮釋，及釋字第 595 號解釋兩篇意

見書對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理解，該號解釋第三段所稱「裁定駁回後，職權

移送」，其效力僅及於該號解釋之原因案件(審判權衝突)，不包括一般審判

權錯誤事件。援引該號解釋作為審判權移送之依據，顯係誤解該號解釋之意

旨。此外，如上所述，駁回與移送兩者於法理上互不相容，上開裁定之「主

文」將駁回與移送兩項衝突之意思表示並列，顯然自相矛盾。如前文所述，

審判實務如欲就「審判權錯誤」採「移送制」，藉由合憲性法之續造，就「駁

回規範」(如民訴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為目的性限縮，將審判權錯誤排

除其外，並類推適用「移送規範」(民訴法第 28 條第 1 項)於審判權錯誤，

始為正辦70。 

(二) 於主文駁回，僅於理由表明職權移送之意旨 

                                                                                                                                                
消極權限衝突之情形(按：應指審判權錯誤)，不僅逕依民訴法第二四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或行政

訴訟法第一○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以起訴不合法予以駁回，而宜依釋字第五四○號解釋意旨，類推

適用民訴法第二八條之規定，民事法院如認為事件涉及公法上爭議，或行政法院認為乃私權爭

執，而無審判權時，宜承認得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採取移送之方式，將案件以裁定移送於有受

理訴訟權限之法院。」(〈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分工與合作(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5
期，2003 年 4 月，頁 26 及其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86 次研討會之會後補註，《法學叢刊》，第

195 期，2004 年 7 月，頁 174)。許士宦亦認為：「在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未完成立法前，關於現

行民訴法之解釋，應依上述大法官釋字第五四○號解釋所創設審判權錯誤之移送制度，處理審判

權消極衝突之情形(按：應指審判權錯誤)。易言之，民事法院對其所受理之訴訟事件認屬公法上

爭議，普通法院並無審判權，應歸行政法院審判時，不僅依民訴法第二四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以裁

定駁回該訴訟，而且應同時依職權以裁定將該訴訟移送於有受理權限之行政法院，以保障當事人

之訴訟權。」(〈審判法院之選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輯於氏著《程序保障與闡明義務》，2003
年 12 月，頁 463 以下)。惟兩人嗣後已陸續修正上開見解，請參見本章第二節註 17、註 18 引述

之內容。 
70 詳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目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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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度裁字第 410 號裁定(92、4、3)71：「主文  抗告駁

回。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理由(節錄)  三、......本件既屬私權爭執，

原審法院即無審判權等情為由，予以駁回，經核於法並無不合。五、本院按

『(援引釋字第 540 號解釋文第二、三段)』業經司法院釋字第五四○號解釋

闡示明確。本件抗告人於訂立國民住宅契約後，復向相對人申請購買國宅基

地，揆諸上開解釋，乃涉及私權法律關係之民事事件。從而抗告意旨仍執前

詞指摘原裁定違法，並無理由應予駁回。惟原審應依上開解釋意旨，將本件

移送有審判權之普通法院，併此敘明。」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度訴字第 1991 號判決(92、12、31)72：「主文  被
告曹○○即○○診所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參萬參仟貳佰柒拾元，暨自民國九十

一年八月十六日起，至清償日止，按年息百分之五計算之利息。原告其餘之

訴駁回。訴訟費用由被告曹○○負擔百分之一，其餘由原告負擔。事實(略)。

理由(節錄)  四、(二)......惟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七十二條規範之對象為與

其有合約關係之『保險醫事服務機關』，在本件為被告曹○○即○○診所，

而被告孫○○與原告間並無所謂健保特約之公法契約存在，其並非『保險醫

事服務機關』，自不生該條所稱之『公法上侵行為責任』，而僅負民法侵權行

為責任，要非屬公法上之爭議。......從而，原告依行政訴訟法第八條規定向本

院提起給付訴訟，本院無審判權，原告此部分之訴為不合法，應予駁回，並

由本院依大法官釋字第五四○號解釋之意旨，於確定後移送普通法院審

理。......」 

上開行政法院裁判僅於裁判理由中表明移送之意旨，自不發生變換事件

繫屬之效力，其所稱「移送」只能解為「送交」或「函送」訴訟卷宗之事實

行為。然而，事件既無繫屬於普通法院之情事，函送訴訟卷宗既無依據也無

必要。又函送卷宗無使事件繫屬轉換於受函送法院之效力73，受函送法院未

取得該事件之「程序支配權」(Verfahrensherrschaft)，就該事件並無裁判權限

                                                 
71 第四庭廖政雄、趙永康、林清祥、鍾耀光及姜仁脩法官 
72 第五庭張瓊文、劉介中及黃清光法官。 
73 請參見本節前揭註62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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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義務74。所函送之卷宗勢必遭受函送之普通法院置之不理或直接退回。 

二、一般審判權錯誤事件，無本號解釋之適用，仍應逕予駁回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4487 號裁定(92、11、21)75：「主文  原
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理由(節錄)  四、查被告註銷原告對系爭

國有土地之申購案，係拒絕與原告成立買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揆諸前

述，核屬私法上之行為，倘有所爭執，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尚非得依行

政訴訟法規定請求救濟，原告對之提起本訴，程序自有未合，應不受理。五、

至原告雖引司法院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請求本院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有審判

權之普通法院乙節，惟查上開解釋乃係因普通法院認國民住宅條例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國民住宅出售後有該條所列之違法情事者，國民住宅主管機

關得收回該住宅及基地，並得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行。該法條所稱之法院

係指行政法院，當事人起訴之該事件屬公法事件，故以無審判權為由而駁回

原告之訴，經當事人向本院起訴，本院認該事件應屬民事事件，而聲請司法

院解釋，嗣經司法院解釋本件係民事事件，普通法院先前以無審判權為由駁

回之裁定，係屬對受理事件之權限認定有誤，其裁判顯有瑕疵，應不生拘束

力，故本院除就本件應以無審判權為由為裁定駁回外，並應依職權將該民事

事件移送有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受移送之法院應遵照司法院解釋對審判權

認定之意旨，回復事件之繫屬。惟查本件既未經普通法院為無審判權而駁回

裁定，即無關回復事件繫屬之可言，自與上開解釋不同，本院尚難援引適用，

原告宜另循民事訴訟程序以濟之，附此敘明。」 

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度判字第 423 號判決(93、4、22)76：「主文  上訴駁

回。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理由(節錄) 五、......另司法院釋字第五

四○號解釋：『事件經本院解釋係民事事件，認提起聲請之行政法院無審判

權者，該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受移送

之法院應依本院解釋對審判權認定之意旨，回復訴訟之繫屬，依法審判，俾

保障人民憲法上之訴訟權。』惟此號解釋僅係就特定案件為之，並非一般經

                                                 
74 關於「繫屬之轉換」與「程序支配權」，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一、」之說明。 
75 第七庭鄭小康、林金本及黃秋鴻法官。 
76 第三庭廖政雄、林茂權、林清祥、鍾耀光及姜仁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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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認定事件為民事事件者，本院均應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將事件移送普

通法院管轄，上訴人聲請本院將本案裁定移送民事法院管轄，顯係誤解該號

解釋意旨，自不應准許，併此敘明。......」 

上開行政法院裁判認為釋字第 540 號解釋不適用於一般審判權錯誤事

件，從而否准當事人要求依該號解釋意旨移送於民事法院之備位主張，洵屬

正確77。值得注意的是，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度判字第 423 號判決與前揭同院

92 年度裁字第 410 號裁定，五位參與審判之法官僅變更一名，所持見解卻顯

有不同，似可解為有意變更見解。此外，參與前揭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

度訴字第 1991 號判決之三位法官，在嗣後所著同院 93 年度訴字第 894 號裁

定，於認定系爭事件屬私權爭執後，僅以無審判權裁定駁回，而未於主文或

理由表明移送之旨，似亦可解為有意變更見解。經此整理分析顯示，關於釋

字第 540 號解釋之射程範圍，各級行政法院之見解似已趨於一致。

                                                 
77 不過，本文仍然強烈建議審判實務應藉由合憲性法之續造，將一般審判權錯誤之事件排除駁回規

範之外，並類推適用管轄錯誤之移送規範於審判權錯誤，確保當事人之起訴利益，以實現憲法訴

訟權保障之有效權利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詳細理由，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目

之說明。 



 

第四節  立法政策之討論 

第一項  修法之必要性 

由以上討論可以得知，現行法對於因審判權劃分衍生之程序法上諸問題

之處置並不妥當，甚至有違憲之虞。以審判權存在作為本案裁判要件固有其

正當性，惟以裁定駁回作為審判權錯誤之法律效果，不符合憲法訴訟權保障

公正程序請求權及有效權利保護請求權之意旨，亦已牴觸憲法第 23 條規定

之比例原則。此部分違憲之法律，如能經由「合憲性法之續造」或「法律違

憲審查」除去其違憲部分，而獲得新生，固然美事一樁。然而，藉由修法採

納審判權移送制度，並就相關法律問題妥為處置，始能收釜底抽薪之效。 

關於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現行法基本上採取慎重、緩慢之「判決－

上訴程序」，將審判權爭議事項與本案問題一併處理。審判權歸屬爭議，唯

有待本案程序確定終結時始告確定。故而，凡尚未確定之本案裁判，均存有

遭上級審以欠缺審判權為由予以廢棄之風險。毫無限制之審級救濟可能性，

固然展現立法者對審判權歸屬之重視，卻也使本案審理與裁判無法於確定有

審判權之穩固基礎上為之，嚴重妨礙訴訟經濟與程序安定性。此套審判權爭

議確定程序或許無違憲疑慮，然而自訴訟經濟及程序安定性觀之，容有改善

空間。 

至於審判權衝突，絕大部分問題非出於法律本身，而是出於大法官及學

說誤解及濫用統一解釋制度，承認行政機關得藉由聲請統一解釋禁止普通法

院裁判公法上爭議事件，創設行政機關得爭執普通法院受理訴訟權限之「積

極衝突程序」。消除此類背離法治國原則之程序，只需大法官變更見解，依

法不受理此類案件即可，無關法律之修正。對於真正之審判權衝突，現行審

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行訴法第 178 條及民訴法第 182 條

之 1 第 1 項本文，已有妥適之解決途徑。目前殘留而有待修法解決或釐清者，

僅有大法官解決審判權衝突可能曠日廢時及大法官統一解釋效力之問題。關

於解釋時效，雖有當事人合意由後訴普通法院審判之規定(民訴法第 182 條



第四章  我國法 216

之 1 第 1 項但書)，然本項規定仍無法充分而妥適解決大法官統一解釋延宕

之問題，而有待立法者另尋良方。關於統一解釋效力，大法官於釋字第 540
號解釋，雖曾一度正確行使內含於統一解釋權限之法令見解廢棄權，宣告經

解釋認定違法之審判權裁判不生效力。惟此不過曇花一現，大法官於隨後之

釋字第 595 號解釋，未再宣告經解釋認定違法之審判權裁判不生效力。故而，

修法明確規定統一解釋之效力，有其必要。 

綜上論述，現行因審判權劃分所衍生之程序上諸問題，仍有四項議題有

待立法者妥為規劃：除去違憲之審判權錯誤駁回規範、簡化並加速審判權爭

議確定程序、促進統一解釋程序、明確規定統一解釋之效力。 

第二項  司法院之提案及其評析 

第一目  司法院提案之鳥瞰 

上述議題於司法院推動司法院審判機關化改革之際，獲得程度不等之討

論與回應。司法院於民國 90 年 3 月成立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委員會（以

下簡稱「行訴研修會」），將「審判權錯誤是否採移送制」納入須優先解決之

問題。行訴研修會參考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至第 17 條之 2 規定之立法例，

歷經四次會議討論，提出行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12 條之 1 至第 12 條之 41。

行訴研修會以行政訴訟法不宜納入普通法院之程序規範，故僅單向制定行政

法院之程序規範。然而，審判權劃分衍生之程序上問題，涉及普通法院與行

政法院彼此間之關係，為兩者共通之問題，該會遂又建議相關程序規範應置

於法院基本法中，亦即法院組織法中，期能普遍適用於各審判系統法院。「司

法院定位推定小組」採納行訴研修會之建議，並參酌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於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中增訂第 7 條至第 10 條2。 

此等草案之立法原則有二：一者，不使訴訟審判權歸屬認定困難之不利

益由當事人負擔；二者，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為不使審判權認定困難之不

                                                 
1 條文內容及增訂理由請參見本文附錄一。 
2 條文內容及增訂理由請參見本文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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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由當事人負擔，審判權錯誤採審判權移送制，要求自認無受理訴訟權限

之法院，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理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3，使訴訟繫

屬之效力不因審判權錯誤而受影響4。為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審判權移送以

裁定行之，使審判權爭議能藉由抗告程序迅速獲得確定5，於當事人就法院有

無審判權有爭執時，要求法院就審判權爭議先為裁定6。對於已無實務重要性

之審判權積極衝突，採德國法之優先原則7及不同審判系統法院間之重複起訴

禁止8予以防制。至於審判權消極衝突，經廣泛討論後，決定不採德國法移送

拘束力之規定，而是將移送制與既有之解決機制銜接，由受移送法院聲請司

法院憲法法庭(即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9或當事人合意由受移送之普通法

院審判解決之10。如司法院憲法法庭審理結果確定受移送法院有審判權者，

應由其審判；如確定其無審判權，則原移送裁定失其效力，由受移送法院再

                                                 
3 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2 項：「行政法院認其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

至有受理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數法院有管轄權而原告有指定者，移送至指定之法院。」；法院

組織法草案第 8 條第 2 項：「法院認其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於有受理

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數法院有管轄權而原告有指定者，移送於指定之法院。」 
4 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3：「(第 1 項)移送訴訟前如有急迫情形，行政法院應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

權為必要之處分。(第2項)移送訴訟之裁定確定時，視為該訴訟自始即繫屬於受移送之法院。(第

3 項)前項情形，行政法院書記官應速將裁定正本附入卷宗，送交受移送之法院。」；法院組織法

草案第9條：「(第1項)移送訴訟前如有急迫情形，法院應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為必要之處分。

(第2項)移送訴訟之裁定確定時，視為該訴訟自始即繫屬於受移送之法院。(第3項)第二項情形，

法院書記官應速將裁定正本附入卷宗，送交受移送之法院。」 
5 行訴法草案第12條之2第2項；法院組織法草案第8條第2項。 
6 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5 項：「當事人就行政法院有無受理訴訟權限有爭執者，行政法院應先

為裁定。」；法院組織法草案第8條第5項：「當事人就法院有無受理訴訟權限有爭執者，法院應

先為裁定。」 
7 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1 項：「行政法院認其有受理訴訟權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其他法院受

該裁判之羈束。」；法院組織法草案第8條第1項：「法院認其有受理訴訟權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

其他法院受該裁判之羈束。」 
8 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1 第 2 項：「訴訟繫屬於行政法院後，當事人不得就同一事件向其他不同審

判權之法院更行起訴。」；法院組織法草案第7條第2項：「訴訟繫屬後，當事人不得就同一事件

向其他不同審判權之法院更行起訴。」 
9 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3 項：「移送之裁定確定時，受移送之法院認其亦無受理訴訟權限者，

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法院組織法草案第8條第3項本文：「移

送之裁定確定時，受移送之法院認其亦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

院憲法法庭審理。」 
10 法院組織法草案第 8 條第 3 項但書：「但法律另有當事人得合意由受移送法院為裁判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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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移送於有審判權之法院11。此為首度將統一解釋效力明文化之嘗試。 

第二目  司法院提案之評析與建議 

一、爭議問題研究 

上開司法院之提案內容公布後迄今，仿效德國之審判權錯誤及審判權積

極衝突解決機制，學界咸表贊同。較有爭議者，多是與德國法有「落差」之

規定： 

(一) 審判權消極衝突是否仍應由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1、行訴研修會及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之抉擇 

關於審判權消極衝突應如何處置，行訴研修會曾擬甲、乙兩案12： 

甲案：移送之裁定確定時，受移送之法院關於受理訴訟權限之有無受其羈

束，不得再行移送。 

乙案：移送之裁定確定時，受移送之法院認其亦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以裁

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甲案採德國法院第 17 條之 1 第 2 項第 3 句移送拘束力之立法例，可防

止審判權消極衝突之發生，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惟於錯誤移送時，將產生

實體法與程序法分離之結果，即公法上爭議依民事訴訟法審理，或私法上爭

議依行政訴訟法審理。乙案沿用我國行訴法第 178 條及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之解決機制，由司法院大法官解決審判權消極衝突。此案可確保法定法官原

則，使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適用一致，符合審判權劃分追求專業審判之本旨，

並減輕法官適用法律之負擔。惟由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程序可能較為緩

慢，影響當事人之訴訟權益。 
                                                 
11 行訴法草案第12條之2第4項：「受移送之法院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再行

移送至有受理訴訟權限之法院。」；法院組織法草案第8條第4項：「受移送之法院經司法院憲法

法庭裁判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再行移送於有受理訴訟權限之法院。」 
12 請參見：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八月》，

2002年12月，頁38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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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制度之抉擇，廖義男委員認為甲案固然較為快速，但就學理而言，

公法、私法之區分仍然糾纏不清，後遺症很大。乙案雖然程序緩慢，但能獲

得正確之結果，較為可取13。彭鳳至委員認為德國法之甲案，可由該國憲法

解釋出發，認為所有法院等值，但我國民眾根深蒂固認為審判體系有所差

異，強調不同審判系統之審理原則不同。在我國司法公信力不如德國之情形

下，是否能達到如德國一般之效能，是個問題。目前審判權衝突由大法官解

決之制度，人民之接納度也很高。至於大法官解釋太慢之缺失，是該想辦法

使大法官解釋之速度加快14。法治斌委員認為乙案確實較慢，但審判權衝突

向來由大法官解決，也處理的不錯。另外，大法官成員中，包括最高法院及

行政法院之法官，兩法院均有代表參與，較具公平性。甲案固然較快，但似

乎稍嫌霸道。如果大法官本身能有一套程序，問題比較容易解決，類似於法

國之權限爭議法院。所以由大法官解決應該比較合適一點15。在無其他委員

反對乙案或贊成甲案之情形下，行訴研修會決定採乙案，提出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3 項及第 4 項。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除配合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外，亦採納行訴研修會之結論，提出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 8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 

2、學界之回應 

對於行訴研修會及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之抉擇，學界不乏有反對見解。

沈冠伶認為基於「法院等價」及「儘速確定審判權」之原則，審判權有無之

問題，不宜由大法官會議或改制後之憲法法庭為最後之「終局確定」，而應

仿造德國法審判權移送拘束力或我國管轄權移送拘束力之規定，審判權移送

裁定關於審判權之認定拘束受移送法院，受移送法院不得再行否認其審判

權，而須開始就其他本案裁判要件或本案進行審理。其理由大致如下：(1)
當事人如對下級法院移送之裁定不服，可循抗告、再抗告之程序救濟，第三

審即由改制後之司法院各審判庭審理。憲法法庭亦為司法院中之一庭，其位
                                                 
13 請參見：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八月》，

2002年12月，頁370。 
14 請參見：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八月》，

2002年12月，頁372-373。 
15 請參見：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八月》，

2002年12月，頁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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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可說是與民事訴訟庭或行政訴訟庭相同，既已經民事訴訟庭或行政訴訟庭

審理而確定，似不宜再仿現制聲請由憲法法庭「終局確定」審判權之歸屬，

否則在位階上恐有矛盾、失衡之疑慮。(2)何況，關於裁判見解之統一，將

由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所研擬之「大法庭」及「聯合大法庭」解決。審判

權歸屬之見解歧異，不涉及有無違憲之審查，可由此等組織解決，似無必要

再由憲法法庭予以處理，否則，在功能上有重疊之處。(3)法院縱使欠缺審

判權，所為之裁判，在我國亦僅係違背法律，尚不致有違憲之虞，似無必要

由具「憲法守護者」地位之憲法法庭予以判定。憲法法庭屬於稀少資源，必

須做最有效之利用。如由憲法法庭為最後之終局認定，無異又延長關於審判

權之確定程序，反而不能「儘速確定審判權」。審判權之分立係為專業分工

審判，其性質相當於管轄規範。在專業審判與權利迅速有效保護之間如有衝

突，在處理上，宜採取同於管轄權欠缺之方式，於移送之裁定確定時，即確

定審判權，受移送之法院即受其羈束16。 

陳英鈐亦認為由大法官解決審判權衝突存有時間上無效率之缺點，為迅

速解決審判權消極衝突，應徹底仿效德國法院組織法之規定，受移送法院須

受移送裁定之拘束，不得聲請大法官統一解釋17。陳計男亦主張採取德國法

移送拘束力之規定，不再由大法官解釋解決。惟對此項主張，似未有相關理

由說明18。 

3、本文見解 

本文贊同行訴研修會及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之抉擇。至於反對者之理

由，本文認為不具說服力。沈冠伶所提之理由似偏離問題討論之焦點，混雜

與審判權衝突無關之其他問題。在此所討論者為「審判權消極衝突」是否仍

由大法官解決，抑或改採德國移送拘束力之制度。因審判權劃分所衍生之其

                                                 
16 請參見：沈冠伶，〈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分工與合作－專業審判與權利有效救濟間之選擇

(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5 期，2003 年 4 月，頁 25；沈冠伶，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86次研討會之會後補註，[註一]，《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73-174。 
17 請參見：陳英鈐，〈基本權利訴願的結構性變遷〉，輯於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2004 年 1 月，

頁118-123。 
18 請參見：陳計男，〈法院對於民事事件與行政事件審判權衝突之解決上若干問題之檢討－民事訴

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記錄〉，《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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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程序上問題，在我國法已有其他機制解決，本即不需且不得聲請大法官解

釋。沈冠伶於理由(1)、(3)所提問題，均涉及本文所稱之「審判權爭議之確

定程序」，而與「審判權衝突」無關。如果僅是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移送裁

定不服，尋抗告、再抗告程序而確定後，此「審判權爭議」即終局確定。至

於欠缺審判權法院所為之裁判，如尚未確定，應由當事人依審級救濟程序謀

求救濟，如已確定，則其審判權欠缺之瑕疵，亦隨裁判之確定而治癒19。此

等問題既然不涉及「不同審判系統法院」關於審判權歸屬之見解歧異(即審判

權衝突)，本來就不允許聲請大法官解釋，又如何有矛盾、失衡之疑慮呢？至

於沈冠伶於理由(2)提議由「大法庭」或「聯合大法庭」解決，是可考慮之

方向。然而，審判權衝突既涉及不同審判法院間之見解歧異，應僅能由「聯

合大法庭」解決，不包括「大法庭」。不過，沈冠伶既然主張採移送拘束力

模式，依其理解似不必再有解決審判權衝突之機構，如何又有訴諸聯合大法

庭之需求？ 

陳計男主張應採德國立法例，使受移送法院受移送裁定之拘束，不得聲

請大法官解釋。此項主張實與其對於民訴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之批判

態度20大相矛盾。於當事人合意由後訴之普通法院審判可能產生之問題21，同

樣可能因賦予審判權移送裁定拘束力而產生。其差別在於，問題究竟是由法

院之移送裁定造成，或者因當事人之程序選擇產生22。況且，當事人之合意

不易達成，移送之拘束力卻是幾乎必然發生，後者之衝擊猶勝於前者。 

上開學者所持理由固然不具說服力，然而本文不贊成引進德國移送拘束

力規定主要是因為，德國法該規定並非如同條文表面或我國持肯定態度之學

者所認知之美好，能夠徹底解決審判權消極衝突。縱使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為審判權移送裁定開啟管轄移送裁定所無之即時抗告及再抗告救濟可

能性，兼具「迅速」及「霸道」性格之移送拘束力規定，已因其「霸道」性

格在德國實務形成濫行移送之現象。隨濫行移送而來，受移送法院拒絕接受
                                                 
19 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二項之說明。 
20 請參見：陳計男，〈法院對於民事事件與行政事件審判權衝突之解決上若干問題之檢討－民事訴

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記錄〉，《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48-149。 
21 關於民訴法第182條之1第1項但書之問題，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目之說明。 
22 請參見：陳英鈐，〈基本權利訴願的結構性變遷〉，輯於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2004 年 1 月，

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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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移送或將事件移回原移送法院，形成無一法院願意承受、審理該事件

之審判權消極衝突情形。為防制實務上一再發生之濫行移送情事，各聯邦最

高法院遂訴諸位階較高之憲法，以突破法律之規範，使審判權移送裁定於違

反憲法法定法官、恣意禁止或法律聽審等原則，而得評價為「極度違法」時，

不生拘束力。至於因爭執移送拘束力而生之審判權消極衝突，則類推適用該

國管轄權消極衝突之規定，由各該聯邦最高法院指定有審判權之法院。簡言

之，審判權消極衝突非如該國立法者想像之樂觀，隨移送絕對拘束力之採納

而消逝。由於特別規劃及保留之審級救濟途徑已不足以防制法院濫行移送情

事，迫使各聯邦最高法院須於「法律之外」另尋控制機制，以維繫五大審判

體系之正常運作，並避免拒絕審判之結果23。 

我國相關法律之修正既然建立於比較法之基礎，比較法之研究應落實到

母法國之裁判實務，不可忽略所擬繼受之法律於母法國實務所生之問題。繼

受之前，應審慎考量該等問題是否隨法律之繼受而發生於我國實務，或甚至

變本加厲，以及我國是否具備足以解決該等問題之制度。若前者為肯定，後

者為否定，繼受該項法律恐將是得不償失之抉擇。德國自 1991 年新制施行

以來，本文所掌握因爭執移送拘束力而生之指定審判法院案件(即「殘存之

審判權消極衝突」)已達 26 件24，數量已遠遠超乎我國大法官數十年來所受

理之審判權衝突案件25。此外，如審判權移送拘束力之規定為我國法繼受，

我國法恐無處理移送拘束力爭議及審判權消極衝突之機制。蓋我國民訴法及

                                                 
23 詳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五項第一目及第三目之說明。 
24 Vgl. BAG NZA 1992, 1047；BAG NZA 1993, 285；BAG NZA 1993, 522；BAG NZA 1993, 751；BAG 

NZA 1995, 1175；BAG NZA 1998, 1190；BAG NZA 1999, 390；BAG NZA 2003, 683；BAG NJW 2003, 
1068；BAG NJOZ 2005 573；BAG NNW 2006, 1371；BAG NNW 2006, 1372；BVerwG NJW 1993, 
3087；BVerwG, BeckRS 2002 24060, http://rsw.beck.de/bib/default.asp?typ=home；BGH NJW 2000, 
1343；BGH NJW 2001, 3631；BGH NJW-RR 2002, 713；BGH NJW 2002, 2474；BGH NZA 2002, 
1109；BGH NJW 2003, 2990；BGH NJW-RR 2004, 645；BGH, Beschl. v. 25.05.2004, X ARZ 101/04；
BGH, Beschl. v. 26.07.2005, X ARZ 210/05, http://www.bundesgerichtshof.de/；BFH DStRE 2004, 
596；BFH DStRE 2005, 1300；BFH DStRE 2006, 440.  

25 釋字第89號、第305號、第533號、第540號、第595號解釋，共五件。通說雖認為釋字第115
號、第128號、第466號解釋，亦涉及「審判權衝突」，然經本文考證結果，應非確論(詳請參見

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2」之說明)。至於釋字第448號解釋雖涉及「審判權歸屬

爭議」，但仍與審判權衝突無關。此號解釋原因案件僅為行政法院以無審判權駁回訴訟之裁定，

而無普通法院之裁判涉入其中。於本號解釋，大法官所為者，為判例(行政法院 58 年判字第 270
號判例及61年裁字第159號判例)之違憲審查，而非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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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訴法上得請求指定管轄之情形，不包括「管轄權消極衝突」26，而德國實

務即藉由類推適用此類規定，解決殘存之審判權消極衝突。此類殘存消極衝

突，最後如仍須由大法官介入解決，倒不如維持目前堪稱良善之統一解釋途

徑，而謀求改善其時間上可能無效率之缺失27。 

(二) 審判權爭議得否循「裁定－抗告程序」儘速確定 

行訴法修正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5 項規定：「當事人就行政法院有無受理

訴訟權限有爭執者，行政法院應先為裁定。」；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 8 條

第 5 項亦規定：「當事人就法院有無受理訴訟權限有爭執者，法院應先為裁

定。」由法文觀之，此等規定為民訴法第 383 條第 2 項及行訴法第 193 條之

特別規定，旨在課予法院就無審判權異議先為裁定之義務，以排除法院是否

先為裁定之裁量權。除此之外，從草案之整體規劃及既有訴訟法之規定，無

以知悉規劃者欲藉此等規定達成何項改革目標。 

依司法院提案理由之說明28，此項規定增訂之目的為「使審判權之有無

儘速確定」，而此項中間裁定之作用在於「如法院認其有審判權之裁定確定，

依第 1 項之規定，其他法院受該裁定之羈束」，亦即避免審判權積極衝突之

發生。然而，司法院提案所參酌之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第 3 項第 2
句29，其作用在於為當事人開啟特別審級救濟程序，使審判權爭議得依同條

第 4 項30特別規定之抗告及再抗告程序迅速確定之。抗告可能性之特別規定，

                                                 
26 參見民訴法第23條、行訴法第16條。另請參見本文第一章第二節註2之說明。 
27 相關改善建議，請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目「四、」之說明。 
28 行訴法修正草案第12條之2第5項之提案說明為：「為使行政法院有無審判權能儘速確定，參酌

德國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三項第二句規定，於第五項規定如當事人對行政法院有無審判權

有爭執者，行政法院應就此部分先為裁定。如行政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自應依第二項為之。如行

政法院認其有審判權之裁定確定，依第一項之規定，其他法院受該裁定之羈束。」法院組織法第

8條第5項之提案說明為：「為使審判權之有無儘速確定，參酌德國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三

項第二句規定，於第三項(按：應為第五項)明定，當事人對法院有無審判權有爭執者，法院應就

此部分先為裁定，如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自應依第二項之規定辦理；如法院認其有審判權且經裁

定確定，則依第一項之規定，其他法院受該裁定之羈束。」 
29 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1第3項規定：「法院認為有受理訴訟之權限者，得先宣示之。當事人

就法院受理訴訟之權限提出異議者，就此法院應先為裁判。」 
30 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1第4項規定：「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裁定，得不經言詞辯論為之。裁定

應附理由。對於裁定，得依各該應適用訴訟法之規定為即時抗告。當事人就邦高等法院之裁定，

僅於該裁定中受許可者為限，得向聯邦最高法院提起抗告。法律問題具有原則上重要性，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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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制性中間裁定必要之配套措施。無此特別審級救濟程序之規定，審判權

歸屬無從於第一審程序儘早獲得終局確定，同條第 5 項排除本案上訴法院關

於審判權審查權限之規定，亦缺乏其正當性31。至於審判權積極衝突之預防，

則非強制性中間裁定規定之目的或作用。蓋於訴訟繫屬期間，基於訴訟繫屬

所生之訴訟障礙，當事人不得使同一事件繫屬其他審判系統之法院。因而，

法院即使未為中間裁定，審判權積極衝突亦不致發生32。由此觀之，司法院

之提案未同時引進德國法院組織法之特別審級救濟程序，或變更我國既有審

判權爭議確定程序之規定33，似源自行訴研修會及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對於

德國相關法制之誤解34。強制性中間裁定之作用，不在於使其他審判系統法

院受該裁定拘束(排除審判權積極衝突)，而是開啟審判權爭議之特別審級救

濟程序，以達儘速確定審判權爭議之目的。 

然而，沈冠伶認為：「為貫徹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之立法精神，亦即審

判權儘速確定，並於當事人有爭議時，法院『應』先為裁定(法院組織法修

正草案第八條第五項)，在解釋上，則須同時承認，不論為移送或認有審判

權之裁定，均具有獨立裁定之性質，而非僅屬中間裁定，當事人得就該裁定

                                                                                                                                                
之裁判與一聯邦最高法院或聯邦最高法院聯合大法庭之裁判發生歧異者，應許可抗告。聯邦最高

法院受抗告許可之拘束。」 
31 關於德國於儘速確定審判權爭議所作之努力，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六項之說明。 
32 關於德國審判權積極衝突之預防機制，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四項之說明。 
33 行訴法修正草案更是將現行第 243 條第 2 項第 3 款修正為：「行政訴訟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不當

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修正理由為：「第二項第三款所稱之『權限』，係指行政訴訟審判權，

為使明確，爰修正之。」由此款規定之修正，更可推論草案之規劃者，無意變更既有之審判權爭

議確定程序。 
34 行訴法草案第12條之2第1項：「行政法院認其有受理訴訟權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其他法院受

該裁判之羈束。」；法院組織法草案第8條第1項：「法院認其有受理訴訟權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

其他法院受該裁判之羈束。」行訴法草案第12條之1第2項：「訴訟繫屬於行政法院後，當事人

不得就同一事件向其他不同審判權之法院更行起訴。」；法院組織法草案第7條第2項：「訴訟繫

屬後，當事人不得就同一事件向其他不同審判權之法院更行起訴。」此等規定所參酌之德國法院

組織法第17條之1第1項及第17條第1項第2句，旨在排除審判權積極衝突，避免重複審判及

矛盾裁判之危險。然司法院提案理由之說明卻認為：「為儘速確定審判權，如果(行政)法院已認

定其有審判權並進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即不容再由其他審判權法院為相異之認定，應受該裁判之

羈束，爰參酌德國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明定之。」、「為使(行政)法

院就審判權之有無，能儘速以第十二條之二(第八條)之方式確定，應使訴訟繫屬有『法律救濟途

徑障礙』之法律效果，即訴訟經繫屬後，當事人不得向不同審判權之法院更行起訴，爰參酌德國

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句之規定，於第二項明定之。」由此等提案理由之說明，本文更

加確認草案之規劃者混淆德國法上「審判權積極衝突之預防機制」與「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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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提起抗告，而得先確定審判權。其後，於本案之上級審，即不得再就審

判權有無之問題再為爭執、審理。如不為此種解釋，先為裁定之規定，將失

其制度目的。35」本文認為此種解釋缺乏方法論概念，忽略既有之法律制度

體系，應非可採。 

依司法院所提草案及既有訴訟法之規定，就當事人提出之法院無審判權

異議，法院如自認無審判權，應以裁定將訴訟移送於有受理訴訟權限之管轄

法院(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2 項；法院組織法草案第 8 條第 2 項)。法

院如自認有審判權，則應以裁定宣示之(行訴法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5 項 ；法

院組織法草案第 8 條第 5 項)。審判權移送裁定為終局裁定，依法得提起抗

告聲明不服(民訴法第 482 條；行訴法第 264 條)，對此得以抗告聲明不服之

裁定，將來不受本案上訴法院之審判(民訴法第 438 條但書；行訴法第 239
條但書)。故而，如同現行審判權駁回裁定，對於草案規劃之審判權移送裁

定，亦得以「裁定－抗告程序」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在草案缺乏如同德國

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第 4 項第 3 句特別規定之狀態下，於法律解釋層次

上，宣示有審判權之裁定，性質上屬訴訟進行中所為之裁定(即中間裁定)，

不得抗告(民訴法第 483 條；行訴法第 265 條)36。該裁定僅得於當事人對法

院之終局判決提起上訴時，並受上訴法院之審判(民訴法第 438 條本文；行

訴法第 239 條本文)，審判權爭議，僅能隨本案程序之終結而告確定。故依

目前草案之規劃，單獨引進強制性中間裁定制度，不足以變更既有之審判權

爭議確定程序，無助於實現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之立法目標37。 

鑑於現行法律關於審級救濟制度之明確規定，此項基於誤解而生之立法

疏漏，已無從透過「法律解釋」予以彌補。所謂「獨立裁定」概念之提出，

既無法律依據，亦無學理基礎，無視既有之審級救濟途徑體系，對於問題之

                                                 
35 沈冠伶，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會之會後補註，[註二]，《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
年7月，頁174-175；沈冠伶，〈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分工與合作－專業審判與權利有效救濟間

之選擇(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5期，2003年4月，頁32。 
36 不同見解，認為得依行訴法第 264 條提起抗告聲明不服。請參見：吳東都，〈法律救濟途徑之決

定－並簡評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輯於氏著《行政訴訟與行政執行之課題》，2003 年 10 月，頁

169。 
37 相同見解，請參見：陳計男，〈法院對於民事事件與行政事件審判權衝突之解決上若干問題之檢

討－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記錄〉，《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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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並無助益。對於草案階段已發現之立法缺失，適當途徑應是敦請提案機

關謀求改進，而非扭曲體系井然之法律制度，忽略法學論理應有之方法。 

(三) 審判權移送應如何與訴願前置原則銜接 

依行訴法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5 條規定，人民須經訴願程序而無結果後，

始得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應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或課予義務訴訟卻誤向普通法院起訴之案件，率皆未經訴願之先行程序。如

將來採行審判權移送制，此等未經訴願程序而誤向普通法院提起之案件，是

否仍應移送，以及移送後行政法院應如何處置恐生爭議。行訴研修會研擬審

判權移送規範時，雖曾討論此問題，且有吳庚、鍾曜唐、彭鳳至及曾華松等

委員提出相關建議38，惟最終未得出具體結論。為使審判權移送得與行政訴

訟之訴願前置原則銜接，陳計男建議仿效行訴法第 6 條第 5 項之例，規定：

「訴訟事件經普通法院依法院組織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移送行政法院審判

者，如事件應先經訴願程序而未提起訴願者，高等行政法院應以裁定將該事

件移送於訴願管轄機關，並以普通法院受理訴狀之時，視為提起訴願。39」

然而，審判權移送與行政訴訟之訴願前置原則之銜接問題，是否須透過類此

立法論解決，以及此類立法建議是否允當，不無商榷餘地。 

在德國，自有審判權移送制度以來，未曾有相關規定處理此一問題，諒

必與彼邦學界及實務通說關於行政法院法第 68 條及其平行規定40之解釋有

關。德國行政法院法第 68 條第 1 項固然規定「提起撤銷訴訟前」(vor Erhebung 
der Anfechtungsklage)應踐行訴願之先行程序(依同條第 2 項準用於拒為處分

訴訟)。然而，通說認為經訴願之先行程序而未獲救濟，為最後言詞辯論終

                                                 
38 鍾曜唐委員及曾華松委員提議參考行訴法第6條第5項之規定；吳庚委員提議直接移送至訴願管

轄機關；彭鳳至委員提議仿效德國通說實務之處理方式。請參見：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

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八月》，2002年12月，頁327-330、頁336。 
39 請參見：陳計男，〈法院對於民事事件與行政事件審判權衝突之解決上若干問題之檢討－民事訴

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記錄〉，《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51。 
40 德國行政法院法第68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前，行政處分之合法性及合目的性應先於先行程序

中審查之。但法律別有規定或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一 行政處分由聯邦最高行政機關

或邦最高行政機關為之者，但法律規定應予審查者不在此限。二 第三人因救濟決定或訴願決定

第一次受到不利益。 前項規定於申請為行政處分被拒絕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時，準用之。」。其

他法院法之平行規定，請參見德國財務法院法第44條、社會法院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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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時(如不行言詞辯論則為法院裁判時)應具備之「本案裁判要件」(Sachent- 
scheidungsvoraussetzung)，而非起訴時應具備之要件(Zugangsvorausset- 
zung)。故先行程序得於法院程序、甚至上級審中補行。法院不得逕行以未經

先行程序為由，以不合法將訴訟駁回。因此，如先行程序仍得補行，法院應

停止訴訟程序(類推適用行政法院法第 75 條第 3 句或社會法院法第 114 條第

2 項)，並定期間命原告補行先行程序。在審判權移送情形，先行程序如未逾

法定救濟期間而仍得補行時，受移送之行政法院應停止訴訟程序，並定期間

命原告補行先行程序41。 

在我國，對於行訴法第 4 條及第 5 條有關經訴願而無結果之規定，行政

審判實務若能持與德國通說相同之態度，則審判權移送應可與訴願前置原則

順利銜接，而無須另行研議配套規定。惟現行審判實務通說認為，未經訴願

程序逕行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屬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0 款

之起訴不備其他要件，且此項欠缺無法命補正，依該法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應即以裁定駁回之42。實務通說似乎認為，經訴願程序而無結果屬撤銷訴訟

及課予義務訴訟之「起訴要件」(Zugangsvoraussetzung)，而非單純之本案裁

判要件43。本文以為現行認為未經訴願程序之要件欠缺係屬不能補正而應逕

                                                 
41 詳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一目及第五項第一目「一、」之說明。 
42 請參見：最高行政法院94 年度裁字第2015 號裁定、92 年度裁字第1538 號裁定；台北高等行政

法院92年度訴字第3433號裁定、94年度訴字第2820號裁定；高雄高等行政法院94年度訴字第

671 號裁定、92 年度訴字第 98 號裁定。不同見解，最高行政法院 89 年度裁字第 1493 號裁定認

為：「按提起行政訴訟之撤銷訴訟，以經過合法之訴願程序，為其前提要件，為行政訴訟法第四

條第一項所規定，其未經過訴願程序，遽行提起行政訴訟，固非法之所許，而應依同法第一百零

七條第一項第十款駁回之。惟該訴訟要件之欠缺，並非不可補正之事項，此觀之同法第一百零七

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明。若行政法院駁回其不合法之訴前，其瑕疵業已補正或因一定事實之發生而

治癒，行政法院應不得再以未經訴願為由，駁回原告之訴。」多數學者固然表明經訴願程序而無

結果為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之特別本案裁判要件，但似未如實務通說明確表示此項要件欠缺

得否補正。 
43 為與一般本案裁判要件區別，對於起訴時即須存在之本案裁判要件，德國學說稱之為「起訴要件」

(Zugangsvoraussetzung)，請參見：Kopp/Schenke, VwGO13, Vorb. § 40 Rn. 11；Schenke, VerwProzR8, Rn. 
61a；Ehlers,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Vorb. § 40 Rn. 20；Steinhauff, in：Hübsch- 
mann/Hepp/Spitaler, AO/FGO, § 44 FGO Rn. 100。我國審判實務通說即認為未經訴願程序，即遽行

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其起訴不備「起訴要件」(非使用「本案裁判要件」、「實體裁判

要件」或「訴訟要件」之用語)，法院無從命其補正，應予駁回。此項見解即是認為經訴願程序

而無結果，為起訴時即須存在之要件。請參見：最高行政法院94年度裁字第2405號裁定；高雄

高等行政法院 94 年度訴字第 671 號裁定、92 年度訴字第 98 號裁定；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4 年度

簡字第493號裁定、93年度訴字第2316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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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駁回之審判實務，實有重新檢討與修正之必要。現行實務通說固然具有符

合行訴法第 4 條及第 5 條文義之表面優勢，惟是否符合訴訟法理及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規定之意旨，則有待商榷。基本上，本案裁判要件存否之判斷

「基準時點」(maßgebender Zeitpunkt)為各審最後言詞辯論終結時或(不行言

詞辯論)法院裁判時，而非起訴時44。缺乏本案裁判要件，法院固然不得為本

案審理及裁判，惟法院並非當然得(應)逕行以不合法駁回訴訟，而應視法律

有無特別規定45，以及該項欠缺可否補正46。其情形可以補正者47，審判長即

負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之義務(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應」)，

未予原告補正機會而逕行以裁定駁回訴訟者，該裁定違法。經訴願程序而無

結果之本案裁判要件，其判斷基準時點亦為最後言詞辯論終結時，而非起訴

時。未經訴願程序而提起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如訴願期間尚未屆

滿，則此項要件於最後言詞辯論終結前，仍有因補行訴願程序而補正之可能
48，故審判長有停止訴訟程序(類推適用行訴法第 177 條第 2 項)，並定期間

先命原告補行訴願程序之義務。未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原告補行訴願程序，受

訴法院即以不合法裁定駁回訴訟，該裁定因違反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但書

規定而違法。如此解釋既可維持行訴法第 4 條及第 5 條之訴願前置原則，亦

較符合上開訴訟法理及同法第 107 條第 1 項但書維護原告起訴利益之意旨。

故而，依本文之見，於採審判權移送制同時，無需另行立法顧慮訴願前置原

                                                 
44 Vgl. Brehm, in：Stein/Jonas, ZPO I22, Einl. Rn. 261；Lüke, in：MünchKomm-ZPO I2, Vorb. § 253 Rn. 

15；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PR16, § 93 Rn. 37；Kopp/Schenke, VwGO13, Vorb. § 40 Rn. 11；Ehlers,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Vorb. § 40 Rn. 19. 另請參見：邱聯恭，《口述民事訴

訟法講義(二)》，二○○三年筆記版，頁65-66；翁岳生編/劉宗德‧彭鳳至，《行政法 2》，頁1182。 
45 如民訴法第 28 條、第 168 條至第 174 條、行訴法第 6 條第 5 項、第 107 條第 2 項、第 179 條等

規定。 
46 Vgl. Brehm, in：Stein/Jonas, ZPO I22, Einl. Rn. 261；Musielak, in：Musielak, ZPO4, § 300 Rn. 9；Kopp/ 

Schenke, VwGO13, Vorb. § 40 Rn. 11；Ehlers,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Vorb. § 40 
Rn. 22. 

47 本案裁判要件欠缺而有補正可能者，如欠缺當事人能力、當事人適格、訴訟能力、訴訟代理權等。 
48 部分審判實務即認為仍在訴願繫屬中而提起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其起訴之瑕疵，得於(高

等)行政法院裁判前，因訴願管轄機關作成訴願決定而補正，行政法院不得再依行訴法第 107 條

第 1 項第 10 款予以裁定駁回。請參見：最高行政法院 89 年度裁字第 1493 號裁定；高雄高等行

政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1081 號判決；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429 號判決；同旨：89 年

第1次高等行政法院法律座談會第1號提案研討結論。不過，仍有部分審判實務堅持，如訴願機

關無3個月不為決定之情事，則訴願繫屬中提起之(撤銷)訴訟，即不符合「訴願前置」之法定要

件，且屬不可補正之事項，應以不合法駁回。請參見：台北高等行政法院94年度訴字第1611號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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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蓋解釋論上，誤向普通法院起訴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如於起訴

時，訴願期間尚未屆滿，經該普通法院移送至管轄行政法院後，受移送之行

政法院，應停止訴訟程序(類推適用行訴法第 177 條第 2 項)，並依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應定期間命原告補行訴願程序。如向普通法院起訴

時，訴願期間已經屆滿，受訴法院仍應將事件移送至管轄之行政法院，惟其

未經訴願程序之瑕疵已無從補正，受移送之行政法院應以不合法裁定駁回訴

訟。 

如上述解釋論之論述能獲審判實務認同，於立法層次尋求解決，即屬不

必要。惟如審判實務無法接受上述主張，而立法者又採納論者之上開立法建

議，反將產生誤向普通法院起訴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移送至行政法

院後，再由行政法院移送至訴願機關)，較未經訴願逕行向行政法院起訴者

(以不合法駁回)，獲得法律上更為有利之對待。其結果，將不無矛盾之處49。

                                                 
49 其實，於立法論上有待檢討者，反倒是行訴法第6條第5項規定存在之必要性及妥當性。該項規

定之立法旨趣為避免原告因誤用訴訟類型(在此：應提起撤銷訴訟卻誤為確認行政處分無效訴訟)

而遲誤訴願期間，致無從救濟(請參見：司法院提案說明，《立法院公報》，第 87 卷第 36 期，頁

158)。基於憲法有效權利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不能將訴訟類型選擇困難之不利

益，轉嫁由當事人負擔(另請參見：翁岳生編/翁岳生，《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初
》，頁 7)，因而該

項立法初衷值得贊同。然而，該項規定不但適用範圍過於狹隘，處理方式亦不甚理想。原告誤用

訴訟類型而有遲誤訴願期間危險者，不限於該項規定情形，其他諸如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或撤銷

訴訟卻誤為一般給付訴訟之情形，更是遠比法定情形常見(按審判實務對於此類誤用訴訟類型之

案件，係以未經訴願程序，無法轉換訴訟類型，以不合法駁回之。參見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

度訴字第520號判決)。又為減免原告誤用訴訟類型之不利益，較妥當之作法是仿效德國實務「轉

換」(Umdeutung)訴訟類型之運作方式，並明定以行政法院收受訴狀之時，視為提起訴願。於訴

訟類型轉換後，停止訴訟程序命原告補行訴願程序(甚至於例外情形，免除訴願程序)，行政法院

視訴願結果再決定如何審判。依我國該項規定，係由行政法院將事件移送於訴願管轄機關。由法

院將事件移送至訴願機關(行政機關)，事件之繫屬固然移轉至訴願機關，然訴訟繫屬已行消滅，

已產生之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按：不同於法院間之訴訟移送，法院向訴願機關所為移送，僅具

有轉換繫屬之效力，而無使訴訟繫屬存續之效力)。如原告經訴願程序仍無結果，終須重新起訴

始能獲得救濟，前訴訟之成果未能為後訴所用，其不符合訴訟經濟之處，明白易見。對此項規定，

亦持批評態度者，請參見：彭鳳至委員發言，載於司法院編印《司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

料彙編－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八月》，2002年12月，頁330。  
在德國，關於訴訟類型之轉換，請參見：Kopp/Schenke, VwGO13, § 88 Rn. 3ff., § 42 Rn. 6, 18, 25, 

§ 43 Rn. 8, 13；Pietzcker,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Vorb. § 42 Abs. 1 Rn. 28f.；彭

鳳至，《德國行政訴訟制度及訴訟實務之研究》，1998年6月，頁62以下；劉淑範，〈論確認訴訟

之備位功能：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三項之意涵與本質〉，《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第15卷第1期，

2003年3月，頁92以下；關於依據法官造法免除訴願程序之一系列例外情形，請參見：Kopp, Die 
Rechtsschutzfunktion des Widerspruchsverfahrens nach §§ 68ff. VwGO, FS für Redeker, 1993, S. 
543ff.；Rennert, in：Eyermann, VwGO11, § 68 Rn. 28ff.；Dolde,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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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吾人最不樂見者，莫過於將來審判實務仍舊堅持其見解，而立法者未

顧慮審判權移送與訴願前置原則銜接之問題，如此將使審判權移送制度之改

革成效大打折扣。 

(四) 既有之審判權駁回規定應否刪除 

學說上有認為於採審判權移送制之同時，既有之審判權駁回規定(民訴

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行訴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應配合刪除50。然

而，此等規定所稱事件不屬普通或行政法院之權限者，不限於討論中之審判

權錯誤。依法應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審理之事件，即為不屬普通或行政法

院權限之事件。行政、立法、考試及監察等權力部門之內部爭議，亦可能不

屬普通或行政法院之權限。此外，以有「豁免權」(Immunität)或「治外法權」

(Exterritorialität)者為當事人之事件，如該當事人未放棄豁免權，亦為不屬普

通或行政法院權限之事件51。職是之故，既有之審判權駁回規定仍有保留必

要。為消除解釋適用之疑慮，可於此等規定增訂但書(「但法律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之除外規定，將審判權錯誤排除在外。 

二、本文進一步之修正建議 

(一) 立法體例之建議：終審法院各審判庭亦應納入規範 

關於審判權劃分衍生之程序上問題，司法院先後於行訴法修正草案及法

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中，提出內容大致相同之條文。司法院所以提出法院組織

法修正草案第 7 條至第 10 條，旨在使新制得同時而一致適用於普通法院及

行政法院。其具體理由似為：行政訴訟法係行政法院(行政訴訟)所適用之法

律，不宜規範民事法院之程序及權責，在體例上宜仿造德國法院組織法之立

法例，將新制規定在法院組織法，俾新制普遍適用於各審判系統法院52。或

                                                                                                                                                
VwGO, § 68 Rn. 20ff.。 

50 請參見：吳東都，〈法律救濟途徑之決定－並簡評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輯於氏著《行政訴訟與

行政執行之課題》，2003年10月，頁169，註53。 
51 請參見本文第一章第二節第三項之說明。 
52 綜合參考行訴研修會彭鳳至、陳春生、黃綠星及藍獻林等委員之發言，請參見：司法院編印《司

法院行政訴訟制度研究修正資料彙編－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八月》，2002年12月，頁329-330、
335、469-471、473；並參考吳東都，〈法律救濟途徑之決定－並簡評釋字第五四○號解釋〉，輯於

氏著《行政訴訟與行政執行之課題》，2003年10月，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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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於此一規劃方向，民訴研修會未提出相關修正草案，而學說亦多僅以法

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相關條文為討論對象，而未一併論及行訴法修正草案之相

關條文。 

然而，依目前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之體例，僅將審判權問題相關修正條

文規定於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並不妥當。依目前規劃，法院組織法修正草

案僅規範地方法院、專業法院、高等法院及高等行政法院等一、二審法院53，

終審法院各庭則僅規定於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將來相關草案完成立法，

終審法院之各審判庭將無法適用新制，此將是嚴重之立法疏漏。對此項疏漏

之補救方法有二：一是維持目前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之體例，而於司法院組

織法修正草案中增訂準用條文；二是放棄於組織法規定之方向，而分別於民

事及行政訴訟法中增訂相關條文。就立法技術而言，途徑一是比較省事之作

法，且民訴法中亦無適當位置擺放相關條文。故而，本文建議於目前司法院

組織法修正草案中增訂第 27 條：「法院組織法第七條至第十條之規定，於第

十三條所列各庭審理案件時準用之。」原第 27 條改為第 28 條，以下條文次

序依次遞改54。 

(二) 具體條文內容之修正建議 

1、應就審判權爭議規劃特別審級救濟程序 

如前所述，司法院所提相關草案未有變更既有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之規

劃。然而，自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適時權利保護請求權、程序安定性及訴訟經

濟角度觀之，現行幾乎不設限之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確有改革必要。對此，

可仿效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為審判權爭議規

                                                 
53 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1條規定：「本法所稱之法院如下：一 地方法院及專業法院。 二 高等法

院。 三 高等行政法院。」 
54 在德國，普通法院系統之組織由法院組織法(GVG)規定，程序則規定於民事訴訟法(ZPO)及刑事

訴訟法法(StPO)等程序法。其他審判系統法院，則採組織與程序合一之體例。以行政法院法

(VwGO)為例，第1編規定各級行政法院之組織，第2編以下始為程序規範。在此立法體例下，

為使審判權之新程序規範普遍而一致適用於各審判系統法院，立法者乃透過包裹式立法(第四次

行政法院法修正法)，刪除原先散落於各法院法之平行規範，將新制規定於法院組織法，並藉由

行政、財務及社會法院法之概括準用條文(行政法院法第 173 條、財務法院法(FGO)第 155 條、

社會法院法(SGG)第202條)與勞動法院法(ArbGG)第48條第1項之個別準用條文，涵蓋各審判

系統法院。換言之，德國法係透過準用之立法技術，達成規範各審判系統法院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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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特別之審級救濟程序，使審判權爭議得於第一審程序儘早獲得終局釐清，

確保在穩固基礎上為後續之本案審理及裁判。故而，本文建議在目前草案之

基礎上，增訂對法院宣示審判權有無之裁定得為抗告之特別規定。既然對審

判權有無之裁定，得以抗告聲明不服，受理本案上訴之法院應受該等裁定之

拘束，不得再行審查原審裁判於審判權限有無之辨別是否不當(民訴法第 438
條但書、行訴法第 239 條但書)55。此外，解釋上亦得排除民訴法第 469 條第

3 款及行訴法第 243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適用。如此一來，即可在賦予當事人

審級救濟權利之前提下，達成簡化及加速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之目的。 

至於是否如同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第 5 項之規定，明文排除本

案上訴法院對於審判權之審查權，本文目前持保留態度。相關考量有二，一

方面避免法律狀態變動過劇及法律價值判斷輕重失衡。在德國，該項規定被

評價為「幾近革命性」(fast revolutionär)之變革56。我國法如欲採納類似規定，

勢必刪除現行民訴法第 469 條第 3 款及行訴法第 243 條第 2 項第 3 款「(行

政)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不當」之規定。相關事項由絕對上訴法律審事由，

直接轉變為排除於上訴法院之權限審查，變動幅度不免過劇。此外，此舉亦

將使公益性較低之專屬管轄規定，反受到法律較高層次之重視，導致法律價

值判斷輕重失衡結果57。另一方面保留解釋空間以顧及德國通說實務對該項

                                                 
55 Vgl. auch Rimmelspacher, MünchKomm-ZPO2, Aktualisierungsband, § 512 Rn. 8ff.；Ball, in：Musielak, 

ZPO4, § 512 Rn. 3ff.；Albers, in：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 ZPO62, § 512 Rn. 3. 
56 Vgl. Kissel, Neues zur Gerichtsverfassung, NJW 1991, 945(950). 
57 為避免此輕重失衡情形，固然可將「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一併排除於當然違背法令事由之外，

並明文排除本案上訴法院對於第一審裁判是否違背專屬管轄規定之審查權。惟如此一來，變動幅

度過劇之疑慮依舊存在，我國目前立法者、學說及實務是否能接受，大有疑問。在德國法，民事

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及第545條第2項之規定，已不得以下級審違背管轄權規定(包

含專屬管轄規定)作為事實審及法律審上訴之理由。此外，關於管轄權(包含專屬管轄)之裁判，

本無如同審判權裁判之特別審級救濟途徑。亦即，基本上，現行德國民事訴訟已完全排除上級法

院關於第一審法院裁判是否違背管轄權規定之審查權；當事人對於管轄權問題無任何審級救濟可

能性。此為「2001年民事訴訟改革法」(Das Zivilprozessreformgesetz 2001)之新規定，其主要目的

在於促進訴訟與減輕上訴法院之負擔，而立法者認為第一審法院基本上是等價的，故而應避免於

審級救濟程序中再行爭執民事審判權內第一審法院之管轄權。行政訴訟自第四次行政法院法修正

法修正行政法院法第 83 條以來，依此條第 2 句規定，第一審法院任何關於管轄權之裁判均不受

審級救濟法院之審查。綜上所述，在德國法審判權規定於程序上受重視之程度仍高於專屬管轄規

定。Dazu vgl. Rimmelspacher, MünchKomm-ZPO2, Aktualisierungsband, § 513 Rn. 3, 15ff., § 545 Rn. 
15ff；Ball, in：Musielak, ZPO4, § 513 Rn. 6ff., § 545 Rn.12ff.；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PR16, § 39 
Rn. 42ff.；Bier,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 45 R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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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所為之目的性限縮情形58。我國審判實務造法之能量與活力遠不及德國

審判實務，率爾引進該項規定，將來恐因第一審法院之程序違誤，完全排除

當事人對審判權問題之所有審級救濟可能性。 

2、應賦予法院自發性為審判權先行裁判之權限 

依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第 3 項之規定，就審判權存否先為裁定

之情形有二：一是當事人未就法院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提出異議，而法院自

行依其合義務之裁量先以裁定宣示其有審判權(第 1 句)。另一是當事人就法

院受理訴訟之審判權限提出異議，而法院自認有審判權時，須先以裁定宣示

其有審判權(第 2 句)。我國草案僅規定後者，似有不足。先行裁判之旨趣在

於，使審判權問題於第一審程序儘早獲得終局釐清，並避免嗣後始由上級審

發現無審判權之風險。因此，縱使當事人未就審判權問題提出異議，而法院

雖自認有審判權，卻仍存有疑義時，應賦予法院自行就審判權問題先為裁判

之權限。由當事人決定是否就此裁定先行提起抗告聲明不服。如此既可確保

當事人於審判權問題之審級救濟權利，亦可消除第一審法院之本案裁判嗣後

僅因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不當而遭上級審廢棄之風險。 

3、審判權裁定應附理由 

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第 4 項第 2 句規定，依同條第 2 項(宣示無

審判權之移送裁定)及第 3 項(宣示有審判權之先行裁定)所為裁定，應附理

由。在德國法中，此一「說理義務」(Begründungspflicht)之規定，僅具有宣

示性之澄清與強調作用59。蓋依據通說，基於法律聽審權，對於得提起抗告

之裁定，即使法律無明文規定，法院仍有義務附具理由，以使當事人獲悉法

院之考量，而據以決定是否提起抗告60。況現行德國行政法院法第 122 條第 2
項第 1 句等規定61，已明文規定對得提起審級救濟聲明不服之裁定，應附理

                                                 
58 有關德國審判實務基於法官造法排除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第 5 項適用之例外情形，請參見本

文第三章第三節第六項第三目「二、」之說明。 
59 Vgl. BT-Drucks. 11/7030 S. 38；Wolf, in：MünchKomm-ZPO III2, § 17a GVG Rn. 23. 
60 Vgl. Musielak, in：Musielak, ZPO4, § 329 Rn. 5；Musielak, in：MünchKomm-ZPO I2, § 329 Rn. 4；

Vollkommer, in：Zöller, ZPO24, § 329 Rn. 24, jeweils m. w. N. 
61 其他法院法之平行規定請參見：財務法院法第113條第2項第1句、社會法院第142條第2項第

1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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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62。 

我國相關草案固然仿照德國法，要求法院於審判權裁定前，應先聽取當

事人之意見，以保障當事人之法律聽審權及避免突襲性裁判63，卻未一併規

定法院於審判權裁定之說理義務，尚有未恰。依民訴法第 237 條之規定(經

行訴法第 218 條準用行政訴訟程序)，法院基本上僅於駁回聲明或就有爭執

之聲明所為裁定，始有說理義務。審判權裁定未必符合該條規定，故特別規

定法院於審判權裁定之說理義務，有其必要64。 

4、審判權裁定確定前應停止訴訟程序 

如立法者有意以上述「裁定－抗告程序」作為審判權爭議之特別審級救

濟程序，即有必要一併考量有審判權之中間裁定遭抗告法院廢棄之可能性。

為避免發生抗告法院之移送裁定與第一審法院之本案裁判相互矛盾之情

形，於有審判權之中間裁定確定前，停止第一審之本案審理程序，即有其必

要。又鑑於提起抗告之期間僅為十日65，要求法院於有審判權之中間裁定確

定前，停止訴訟程序，應不致過度延宕程序之進行。此外，於移送裁定作成

後確定前之期間，受訴法院仍受事件之繫屬，而暫時保有事件之程序支配

權。惟其已自認無審判權，自不得繼續為本案審理、裁判，停止訴訟程序等

                                                 
62 Dazu vgl. Clausing,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 122 Rn. 8ff.；Lange, in：Hübsch- 

mann/Hepp/Spitaler, AO/FGO, § 113 FGO Rn. 51ff.；Meyer-Ladewig, in：Meyer-Ladewig, SGG8, § 142 
Rn. 5.  

63 行訴法草案第12條之2第6項：「行政法院為第二項及前項之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見。」；

法院組織法草案第 8 條第 6 項：「法院為第二項及第五項之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見。」

值得一提的是，較諸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1 第 2 項第 1 句僅規定於移送裁定前應聽取當事

人意見，我國草案之規定顯較周全。在德國，即使法律僅規定移送裁定前應聽取當事人之意見，

通說認為法院於作成任何審判權裁定之前，均應聽取當事人意見。Statt vieler vgl. nur Wolf, in：
MünchKomm-ZPO III2, § 17a GVG Rn. 22；Ehlers, in：Schoch/Schmidt-Assmann/Pietzner, VwGO, § 41 
/ § 17a GVG Rn. 23 m. w. N. 

64 在我國，固然可從憲法保障聽審權之意旨(參見司法院釋字第482號解釋理由書)推導出法院於審

判權裁定(可得提起抗告之裁定)之說理義務。惟相關學理是否發展成熟、審判實務是否能夠接

受，仍不無疑義。為避免爭議，此特別規定在我國仍有必要。為保障確保當事人之法律聽審權，

並避免發生突襲性裁判，我國民訴法及行訴法似應仿造德國行政法院第122條第2項等規定，就

得聲明不服之抗告，一般性地規定法院之說理義務。 
65 參見民訴法第487條、行訴法第26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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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移送裁定確定，乃當然法理66。 

惟現行停止訴訟程序之相關規定，未包括上述情形67，因此有必要特別

立法，使法院停止訴訟程序之義務明確。就此，本文建議，法院為有審判權

之中間裁定或審判權移送裁定時，應同時另以裁定宣示於審判權裁定確定前

停止訴訟程序68。縱使將來法無明文，法院顧及上述考量，亦應等待審判權

裁定確定，至少使本案程序處於事實上停止之狀態。 

5、大法官統一解釋之效力與聲請法院（受移送法院）之處置 

依草案之相關規定，審判權消極衝突原則上由受移送法院聲請司法院大

法官統一解釋解決之。如解釋結果，確定受移送法院有審判權，則由其撤銷

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繼續審判。如解釋結果，確定原移送法院有審判權，

則原移送之裁定違法，應予廢棄（宣告其為無效）69。對此，司法院提案理

由之說明亦指出，經大法官統一解釋認定違法之審判權移送裁定「失其效

力」。審判權移送裁定既經廢棄而失其效力，事件之繫屬即因而回復於原移

送法院，無須再經由審判權移送使繫屬轉換於原移送法院。基此法理，行訴

法修正草案第 12 條之 2 第 4 項及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 8 條第 4 項規定，

受移送法院應再行「移送」於有審判權之法院，應解釋為受移送法院應將卷

宗「送交」有審判權之法院，而非再次之「審判權移送」70。為免爭議，本

文建議草案相關條文仿造民事訴訟法第 31 條或第 480 條之規定，修正為「受

移送之法院經司法院憲法法庭裁判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速將憲法法庭裁判

正本附入卷宗，送交有受理訴訟權限之法院。」 

                                                 
66 另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一、」之說明。 
67 沈冠伶(〈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分工與合作－專業審判與權利有效救濟間之選擇(上)〉，《台灣

本土法學雜誌》，第45期，2003年4月，頁32)認為就有審判權之中間裁定提起抗告時，本案之

受訴法院得民訴法第182條第1項停止訴訟程序。本文不認同此項見解。蓋審判權存否之爭議非

此項意義之先決問題，亦即非此項規定所稱之他「訴訟」「法律關係」。於德國法之類似爭議與批

評，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六項第二目之說明。 
68 類似建議，請參見：陳計男，〈法院對於民事事件與行政事件審判權衝突之解決上若干問題之檢

討－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86次研討記錄〉，《法學叢刊》，第195期，2004年7月，頁150。 
69 其理論基礎為「統一解釋審查標的及效力二元論」，詳請參見本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一目之說明。 
70 關於「審判權移送」與「卷宗送交」之概念與作用之釐清，請參見本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之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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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結 

綜上論述，本文之具體立法建議如下： 

（1）對於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之修正建議 

＊原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 8 條第 4 項修正為： 
受移送之法院經司法院憲法法庭裁判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速將憲法

法庭裁判正本附入卷宗，送交有受理訴訟權限之法院。 

＊原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 8 條第 5 項修正為： 
法院認其有受理訴訟權限者，得先以裁定宣示之。當事人就法院有無受

理訴訟權限有爭執者，法院應先為裁定。 

＊原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 8 條第 6 項修正為： 
法院為第二項及第五項之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見。裁定應附

理由。關於裁定，得為抗告。裁定確定前，法院應另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 

（2）對於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之修正建議 

＊於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增訂第 27 條： 
法院組織法第七條至第十條之規定，於第十三條所列各庭審理案件時

準用之。 

（3）對於民事訴訴法及行政訴訟法之修正建議 

＊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1 款修正為： 
訴訟事件不屬普通法院之權限者。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行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修正為： 
訴訟事件不屬行政法院之權限者。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