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  論 

我國之整體法制，實際上係架構於公法及私法之區分，各種法律制度及

規定，在公法及私法內有不同之處置與效力1。配合此基本法制，制憲者已於

憲法第 77 條指明民事及行政訴訟之審判有別。數十年來相關之訴訟法及法

院組織法，皆依據此一基本規定，建立我國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分離之制度
2。審判權之劃分，有助於各專業法院之法官熟悉及掌握特定法律領域，配合

分別量身打造之訴訟法與組織法，確能提升法院權利保護之品質與效率。惟

凡事奠不利弊相隨，於事件審判權歸屬難以判斷時所可能衍生之諸程序法問

題，對於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影響甚大，是為二元訴訟制度之最大流弊。對此

吾人努力之方向，應是興利除弊，除斟酌權利之具體內涵、訴訟事件之性質，

決定訴訟事件審判權歸屬及制定與之相符之程序法規外，亦應致力於緩和二

元訴訟制度之缺陷。 

惟向來之學說與實務多著重於實體上公私法如何區分之問題，除審判權

衝突獲得較多之關注與回應外，其他相關之程序法問題著實缺乏應有之討

論，有關法律狀態自兩大訴訟法制定施行迄今七十餘年間未有絲毫變革。所

幸近年來，隨兩大訴訟法之革新、憲法訴訟權保障內涵之充實及訴訟法學之

發達，審判權劃分所衍生之諸程序法問題，已成為學說、司法及立法實務討

論之時興議題。然有關之學理研究仍未臻成熟，對於我國法制現況欠缺深刻

研究，誤解之處，不在少數3；對於外國相關法制與學理缺乏體系而深入之理

解與介紹，以訛傳訛，三人成虎之勢，亦非少見4。立於此等基礎之修法建議，

                                                 
1 請參見：陳敏，《行政法總論 4》，頁38以下。 
2 請參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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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3 例如誤以為釋字第 115 號解釋、第 128 號解釋、第 466 號解釋涉及審判權衝突（請參見本文第四

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之說明）；誤以為釋字第 540 號解釋引進審判權錯誤之審判

權移送制（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目之說明）；甚至對於釋字第89號解釋、釋字第115號
解釋聲請機關（聲請人）之事實問題亦有曲解之處（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註 96 及註 101 之

說明）。 
4 例如誤以為義大利設有權限衝突法院解決審判權衝突（請參見本文第一章第三節註6之說明）；誤

以為奧地利係採行政法院裁判優位主義解決審判權衝突（請參見本文第一章第三節註7之說明）；

誤以為德國曾由聯邦憲法法院解決審判權衝突（請參見本文第一章第一節註20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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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於粗糙，自是不在話下5。 

為能對症下藥、妥適處理因審判權劃分衍生之相關程序問題，本文於概

念上嚴格區分審判權錯誤、審判權爭議及審判權衝突6。在方法上，自法、德

等法制先進國家獲取知識與靈感，據以為檢視及改進我國相關法制之準據。

在論理上，先依序指出現行法本身及實務運作之缺失，以及相關改善方案不

足之處，再提出進一步之改進方案。以下即依此脈絡簡短整理並補充本文研

究所得。 

於行政訴訟審判權仍劃歸行政權之時代，普通法院有無審判權一事，涉

及行政與司法權限之劃分。仿效管轄移送，而為跨越權力部門之移送，於當

時實屬難以想像之事。對於無審判權之事件，要求法院裁判駁回，似乎也是

理所當然。在法國，行政訴訟審判權迄今仍屬行政權之一環，對於審判權錯

誤，相關規範仍採駁回制。下級法院跨越審判權界限移送之嘗試，雖因最高

法院墨守成規而受挫。不過，近來仍有學者建議仿效行政訴訟管轄移送之模

式，創設審判權移送程序，由受訴法院將事件移送至有審判權之他審判系統

法院7。隨著 1949 年德國基本法之施行，行政訴訟審判權劃歸司法權，陸續

頒佈之各專業法院法，一一採行審判權移送制。於審判權錯誤時，賦予原告

藉由移送程序將訴訟帶往有審判權法院之聲請權，以保全其起訴利益。唯有

當原告未提出聲請，法院始得以審判權錯誤駁回訴訟8。1990 年修正之法院

組織法第 17 條之 1，加強法院職權進行之權限，並簡化移送之程序。自此，

對於審判權錯誤，法院均應依職權移送，而不再以原告聲請為必要，駁回不

再是審判權錯誤之選項，人民亦不再承擔審判權歸屬判斷錯誤之不利益9。 

依我國現行法相關規定，審判權錯誤之法律效果為裁定駁回。此等駁回

規範未考量當事人選擇審判法院可能遭遇之特別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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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不符合憲法有效權利保護請求權

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並已牴觸比例原則。因此，於二十餘年前，即有

                                                 
5 相關草案之評析與進一步之具體修正建議，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二目之說明。 
6 請參見本文第一章第二節之說明。 
7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三節之說明。 
8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之說明。 
9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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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基於公正程序請求權之法理，認為應允許原告就審判權裁判為預備或選

擇之主張，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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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上開主張除與訴訟法理未盡相符外，似亦無法保護原告

免於審判權錯誤之不利益。或因如此，此立意良善之主張自提出以來，似未

見有審判實務之響應10。近年來，受到德國法之啟發，司法院之修法提案、

大法官之意見書及學界，接連提出改採審判權移送之建議。一方面，立法怠

惰遲遲未能修法採納；另一方面，大法官受到程序類型及解釋標的之限制，

未能就審判權駁回規範進行違憲審查。學界及大法官意見書遂轉而對各級法

院法官提出採行審判權移送之呼籲。然而，此等主張率皆罹有方法論謬誤及

論理不足之瑕疵。蓋其等所憑藉之「合乎憲法精神之法律解釋」、「合憲解

釋」、「合憲性地限縮解釋」或「限制性的解釋」，皆屬法律解釋方法，不適

宜作為突破法律文義界限、創設現行法所無制度之方法11。本文認同就審判

權錯誤排除適用駁回規範，而採行審判權移送之結論。不過，在方法論上，

本文主張採「合憲性法之續造」或「超越法律之法之續造」。至於論理方式，

則在大法官歷來有關憲法訴訟權內涵所為解釋之基礎上，擷取德國審判實務

之經驗，依循方法論上有依據之方式，論證得出類推適用「管轄權錯誤移送

規範」於審判權錯誤情形，及目的性限縮「審判權駁回規範」，為憲法有效

權利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12。此外，審判權駁回規範之違憲

性，已逐漸為學界及大法官意見書所認識，故而法律違憲審查亦為立法怠惰

下採行審判權移送制之可行途徑。對此，本文建議，各級法院法官及受審判

權錯誤裁定駁回確定之當事人，得聲請大法官就審判權駁回規範進行違憲審

查。大法官於受理後，可仿效釋字第 242 號解釋及釋字第 362 號解釋之模式，

宣告審判權駁回規範於審判權錯誤之適用違憲，就此而言，應停止適用。為

避免暫時性法律真空，大法官並得於解釋文指明，於相關法制未完備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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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13。此部分違憲之法律，若能藉此等途徑除去其違憲部

分而獲新生，固然是美事一樁。然而，藉由修法採納審判權移送制，並就相

                                                 
10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目之說明。 
11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目「一、」之說明。 
12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目「二、」及「三、」之說明。 
13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三目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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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律問題妥為處置，始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故而，司法院相關提案仿效

德國立法例，採行審判權移送制，方向甚是正確14。 

關於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自 1958 年以來，法國民事訴訟法雖有意

加速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惟其採取之作法及因此產生與行政訴訟不協調

之現象，迭遭行政訴訟法學者批評。整體而言，現行法國法之審判權爭議確

定程序，仍舊是慎重緩慢而顯得不合時宜15。在德國，以往幾近不設限之審

判權爭議確定程序，使審判權歸屬無從迅速確定，有害程序安定及當事人之

程序利益16。現行法則採行「分離之中間程序」或「裁定－抗告程序」之特

別審級救濟程序，使審判權歸屬之爭議，得與其他本案裁判要件及本案有無

理由之審理脫離，經此程序先行確定。並以此為基礎，排除本案上訴法院關

於審判權有無之審查權限。如此一來，後續之本案審理及裁判，便可於確定

有審判權之穩固基礎為之17。 

就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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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就審判權爭議

之確定程序為特別規劃。法院於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不當，為判決當然違背

法令之事由，審判權歸屬爭議，唯有待本案程序確定終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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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嚴重妨礙訴訟

經濟與程序安定性。此套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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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無審判權法院所為之本案裁判當然

無效之主張，均與法律規範意旨及比較法趨勢不相符合，應非可採18。 

以德國立法例為藍本之司法院相關提案，雖是確立「儘速確定審判權歸

屬」之立法原則，惟仔細觀察當可發現，相關草案並未一併引進德國法有關

                                                 
14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一目之說明。 
15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二節之說明。 
16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及第七項之說明。 
17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六項之說明。 
18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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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權爭議之特別審級救濟程序，或變更我國既有之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

依本文推測，此應係出於規劃者對德國相關法制之誤解。對此疏漏，雖有論

者嘗試提出解釋論之補救建議，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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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漏，似已非學理所能彌補19。法律之結構性缺陷，

有待立法之導正，始能釜底抽薪，真正解決問題。故而，本文建議應於立法

層次，就審判權爭議規劃特別之審級救濟程序，以符合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

之立法原則20。 

至於審判權衝突，法國法之最大特色，在於權限衝突法院之設置。設置

權限衝突法院之基本理念，在於尊重與維持行政法院與普通法院間之平等地

位。故而其組織構成及運作方式無一不受「對等原則」嚴格之支配21。不過，

由於是在大革命時期，對司法機關極度不信任之氣氛中形成，行政訴訟制度

及權限衝突制度之目的，在於保護行政權免於普通法院之侵犯22。故而，積

極衝突程序，亦是片面為行政權之利益而存在。當初對普通法院之顧慮與不

信任，於今日雖已消散，但基此歷史背景而生之積極衝突程序依舊存在，仍

舊是行政機關否認普通法院受理訴訟審判權之程序。只不過為避免行政恣意

使用此項防禦性武器，破壞普通法院之正常運作，有關提起衝突之事項與程

序，已設有嚴格之限制23。反之，於消極衝突，自始自終之課題，均是為訴

訟當事人排除拒絕審判之困境，而非保障行政權之獨立性。古典之消極衝突

程序，以二確定之無審判權裁判為要件，故其缺失在於極度耗損當事人之勞

力、時間、費用24。1960 年 7 月 25 日之命令設置二種移送程序，強制移送（避

免消極衝突之移送）及任意移送（解決審判權重大疑義之移送），其目的即

在於改革無效率之消極衝突程序。強制移送程序旨在簡化及加速消極衝突之

解決。如事件已遭一法院以無審判權駁回確定，另一審判系統之法院亦自認

無審判權時，該後訴法院即應將審判權問題移送權限衝突法院審理。不同於

古典之消極衝突程序，強制移送程序不以二確定之無審判權裁判為要件，亦

                                                 
19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二目「一、（二）」之說明。 
20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二目「二、（二）、1」之說明。 
21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二項之說明。 
22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之說明。 
23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之說明。 
24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四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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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當事人訴請權限衝突法院解決消極衝突，從而得促進衝突程序並減輕當

事人之負擔25。任意移送程序之主要目的，為謀求司法之順暢運作。此種移

送程序不以審判權衝突（二審判系統法院關於審判權歸屬之歧異見解）為要

件，僅於案件審判權歸屬引起重大疑義，且涉及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分離原

則時，即可請求權限衝突法院裁判審判權之歸屬。惟為慎重起見，此種移送

程序僅得由各該最高審判機關發動26。近年來，保護當事人利益及維護審判

權分配秩序之移送程序，於實務之重要性，已逐漸超越保護行政權之積極衝

突程序。 

以往德國各邦多受法國法影響，設置隸屬行政權之行政法院，以及保護

行政權免於司法權干預之權限衝突制度。如今各審判系統法院均屬司法權，

審判權衝突不再涉及權力分立原則，需考量者僅為衝突對人民訴訟權及法安

定性之不利影響。為自始避免審判權衝突之發生，德國法徹底採用優先原

則，賦予率先確定之審判權裁判拘束其他審判系統法院之效力。藉由優先原

則於審判權積極裁判之應用，輔以雙重訴訟繫屬禁止之規定，德國實務確已

不再有審判權積極衝突之發生27。為徹底預防審判權消極衝突，新法強化審

判權移送裁定（審判權消極裁判）之拘束力，使受移送法院因移送而確定取

得事件之審判權，而不得再行否認自身之審判權28。不過，審判權消極衝突，

並未隨移送拘束力之強化，而於德國審判實務消逝，反倒有日益增多之趨

勢。蓋在擺脫權力分立原則之糾葛後，審判權衝突之重心不再是「你爭我奪」

之積極衝突，而是「推來推去」之消極衝突。兼具迅速及霸道性質之移送拘

束力規定，已成為受訴法院迅速擺脫繁複案件之利器，逐漸形成濫行移送現

象。夾帶強迫接受效力之濫行移送，迫使受移送法院審判其專業審判權以外

之事件，除擾亂審判權分配秩序外，於程序法及實體法之適用，均構成受移

送法院之沈重負擔29。為反制濫行移送之現象，受移送法院遂否定或無視移

送拘束力之規定，拒絕承受事件之移送，直接將訴訟卷宗退回原移送法院，

將事件移回原移送法院，或者續行移送至他審判系統法院。隨之而來者，為

                                                 
25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五項第一目之說明。 
26 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五項第二目之說明。 
27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之說明。 
28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五項第一目「一、」之說明。 
29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五項第二目之說明。 



第五章  結  論 
 

243

無一法院願意審理該事件之消極衝突，當事人之權利保護請求遭受無情之拒

絕。為防制實務一再發生之濫行移送情事，並維繫五大審判體系之正常運

作，學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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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聽審或恣意禁止等原則，而得評

價為「極度違法」時，不生拘束力30。至於因爭執移送拘束力而生之審判權

消極衝突，則類推適用有關管轄權消極衝突之規定，由最先受指定請求之聯

邦最高法院指定有審判權之法院31。 

我國之審判權衝突，絕大部分問題非出於法律本身，而是出於向來大法

官及學說誤解與濫用統一解釋制度，承認行政機關（甚至監察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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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128 號解釋及釋字第 466 解釋，

為其事例。至若釋字第 115 號解釋，實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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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原因案件真正之問題點，在於普通法

院應否受行政機關形成處分之拘束，而與審判權衝突，甚或審判權歸屬無

關。此等程序均違反憲法明定之憲法審判權與一般審判權分工原則，以及權

力區分與制衡之國家根本體制。消除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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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對於真正之審

判權衝突，現行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行

政訴訟法第 178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已有妥適之解決

途徑33。目前殘留而有待修法解決者，主要是大法官解決審判權衝突可能曠

日廢時之問題。固然，對此問題，目前已有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

但書之規定以資因應。惟此一規定僅適用於繫屬於普通法院之案件，行政訴

訟法則無類似規定。又縱使案件繫屬於普通法院，當事人如未能達成合意，

解釋延宕之風險依舊存在。故而，此一規定僅能局部避免聲請大法官解釋曠

日費時之問題。此外，由於無任何配套規定，此一規定反而有引起其他難解

問題之風險。為妥善解決大法官統一解釋可能費時之問題，本文建議立法限

                                                 
30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五項第一目「二、」之說明。 
31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五項第三目之說明。 
32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之說明。 
33 關於此等規定之解釋與適用，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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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法官對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聲請案，須於適當期間內作成解釋34。 

關於審判權消極衝突，司法院之提案承襲行政訴訟法第 178 條及民事訴

訟法第 182 條之 1 之模式，仍將之交由司法院大法官解決35，而非採納德國

法移送拘束力之模式。對於此項抉擇，學界不乏主張採取德國移送拘束力立

法例之反對見解者。本文認為反對者所持理由或偏離問題討論之焦點，或自

相矛盾，皆非可採36。不過，本文不贊同引進德國移送拘束力規定之主要理

由在於，德國法該規定並非如同其法文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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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前文已一再論及。況且，德

國審判實務為解決「殘存之消極衝突」所發展之「指定審判法院」模式，反

而與我國法院職權聲請統一解釋制度（行政訴訟法第 178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及法國法之強制移送程序37，大抵若合符節。故而，

於立法政策上，本文仍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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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必須提到的是，審判權衝突裁判之內容與效力。衝突裁判之效力，

對衝突制度之成效，實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審判權衝突性質為法律上爭

議，因此，比較法上均由司法機關裁判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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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今日德國雖無權限衝突法院，不過在多元訴訟制度國

家，審判權衝突終究無法完全避免。對於實務爭執移送拘束力而生之審判權

消極衝突，各聯邦最高法院在自行發展之指定審判法院程序，即是扮演權限

衝突法院之角色。為解決消極衝突，受理指定請求之聯邦最高法院，經由司

法造法，宣告引起衝突之其一裁判失其效力39。在奧地利，審判權衝突係由

                                                 
34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目之說明。 
35 一般見解以為此等規定亦得適用於審判權積極衝突，惟依本文見解，基於歷史、目的、體系及比

較法解釋，此等規定僅於審判權消極衝突有適用餘地。詳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註107、註108
及註110之說明。 

36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二目「一、（一）」之說明。 
37 關於法國法之強制移送程序，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五項第一目之說明。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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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五項第三目「三、」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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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院解決。奧國憲法法院裁判審判權衝突之際，除宣告依法有審判權之

法院外，亦同時廢棄引起衝突之違法審判權裁判40。可見各國均由解決衝突

之司法機關，宣告引起衝突之違法裁判為無效，直接而終局解決審判權衝突。 

在我國，審判權衝突之解決，係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為統一解釋。因而統

一解釋效力如何，即攸關審判權衝突制度之成效。向來通說皆以為統一解釋

應與法規違憲審查一般，不得觸及法院裁判之效力，審判權衝突須於統一解

釋後經再審程序始能獲得終局解決。如此迂迴之審判權衝突解決途徑，往往

迫使當事人放棄尋求司法救濟41。不過，近來引發甚多批評與爭議之釋字第

540 號解釋，已為數十年來混沌不明之統一解釋效力問題帶來曙光42。本文自

釋字第 540 號解釋獲得靈感，從憲法第 78 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等規定出發，佐以近來大法官相關之不受理決議案及相關外國法

制，重新詮釋統一解釋制度，確立統一解釋之目的與構造，進而提出「統一

解釋審查標的及效力二元論」。根據此一理論，大法官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

可分為一般抽象之命令及個別具體之裁判。大法官統一解釋之際，除闡釋法

律或命令（審查基準）之意旨外，對審查標的是否牴觸審查基準，不僅有審

查權，並有拒斥權。依其審查結果，如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命令牴觸法律或

上位階之命令時，得宣告該命令為無效；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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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命令）之違法及無效宣告，具有一般、

對世效力，後者（裁判）之違法及無效宣告，僅具個案效力。在審判權衝突

之統一解釋案件中，大法官於釐清引起衝突之審判權分派法律所指之審判法

院後，應宣告引起歧異案件中，審判權認定有誤之確定終局裁判為無效。依

此脈絡，審判權衝突即可因統一解釋之作成，直接獲得終局解決，而無須於

解釋後再經再審程序。因此，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理由書，宣告普通法院對

受理事件權限認定有誤之裁定「不生拘束力」，應可解為違法裁定經無效宣

                                                 
40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二）」之說明。 
41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二、」及「三、」之說明。 
42 釋字第115號解釋及釋字第188號解釋，皆為昔日「非常態」統一解釋下，法理多層扭曲之產物，

不足為訓。詳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目「四、（一）、2、（1）」及第四章第三節註42
及註43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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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廢棄）之結果43。 

在釋字第 540 號解釋中，違法之駁回裁定既經廢棄，該事件之繫屬回復

於普通法院，該普通法院即應依法審判。惟本號解釋進一步要求經解釋確定

無審判權之行政法院除應將該民事事件「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

有審判權之普通法院。若依一般見解，將本號解釋所稱之「移送」解為具轉

換繫屬效力之法律行為（審判權移送），無論如何均將導致論理上無以化解

之瑕疵或矛盾。本文認為，釋字第 540 號解釋為釐清「法院移送」概念與作

用之絕佳機會。我國法之移送，概念上原屬多義之用語，可能指涉之情形極

其廣泛。其中法院所為之移送，除指具有轉換繫屬效力之法律行為外，尚有

單純調閱卷宗之「非正式卷宗送交」之事實行為。基於本號解釋之整體關連

性，將所謂之「移送」解為「非正式卷宗送交」之事實行為，或許是學理上

唯一無瑕疵及矛盾之解釋44。 

有關大法官針對審判權消極衝突所為統一解釋之效力，司法院之提案理

由正確指出，經統一解釋認定違法之審判權移送裁定「失其效力」。審判權

移送裁定既經大法官宣告為無效，事件之繫屬即回復於原移送法院（原受訴

法院）。故而，基於一貫法理，相關草案法文所言受移送之法院應再行「移

送」於有審判權之法院，應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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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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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3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一目之說明。 
44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之說明。 
45 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二目「二、（二）、5」之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