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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組織的發展趨勢
─從審判獨立與國家給付司法

義務的緊張關係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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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司法行政權的本質當然是行政權，但因為行政的對象主要是司法人員

和司法案件，觸及憲法對審判獨立的制度性保障，因此如何經由行政權的

適當行使，使司法人員能以最負責的態度來行使其審判權，而讓人民的訴

訟權（司法受益權）得到最高的滿足，國家的法律秩序也得到最大的維

護，在此同時，卻又能給予審判獨立最大的尊重，很重要的關鍵，即在司

法行政權的正確定位，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組織。各國司法行政權的

組織與功能強弱，有相當大的差異，反映了各該國司法權的不同歷史條

件，從而產生不同的挑戰，與回應挑戰的制度設計，往往也表現在對審判

效率與獨立的優先次序決定上。世界各國近年有把司法行政權從一般行政

權中獨立出來的趨勢，和臺灣自一九八○年起由司法院掌理全國司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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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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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有相同的意義。不同的是，各國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角色功

能雖與法院涇渭分明，但在組織上，尤其是歐陸國家，多數仍由同一機關

掌理審判和檢察的行政，而非如我國分隸兩個機關。釋字第一七五號解釋

又賦予司法院獨立提出法律案的職權，使其實質上主導了司法決策與制

度改革，也為各國少見。至於我國未來在「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的政策

下，走向由單一的終審法院兼理司法行政，更是十分獨特的設計，可借鏡

的對象幾乎只有鄰近的日、韓，和一些中美洲國家。且不論其對憲法審判

和行政訴訟的影響如何，對於司法行政功能即必然產生重大的影響，究竟

利弊如何，值得深入探究。由於司法行政作用的特殊，觸及幾項憲法基本原

則的敏感神經，到目前為止卻甚少受到國內憲法和行政法學者的關注，

近年司法組織的變革雖引起若干討論，但討論的面向也多限於審判權的分

合，未從司法行政的面向深入研究。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第五三○、五三

九號解釋中，已對司法行政權做了憲法上的定位，深值注意，本文即在此

一基礎上，觀察各國制度發展最新趨勢，再回頭檢視我國司法行政面臨的

問題。

貳、司法行政與審判獨立

司法權的核心是審判權，審判權由法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可以

說是現代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我國憲法則明定於憲法第八○、八十一

條。法制上並把法官的身分保障延伸到獨立於法院的檢察官（法院組織法

第六十一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七等條，及釋字

第十三號解釋），職務上至少就其「外部」也認為應受相同保障（釋字第

三二五、四六一、五三○等號解釋）。但和其他廣義的公務員一樣，法官

和檢察官的工作必須在一定的環境下進行，需要國家在多方面給予人力與

物力資源的配合，換言之，作為司法權核心的審判權，及刑事審判權必要

前置的檢察權，本身當然也是某種行政的對象，所有圍繞著審判的公權力

作用，本質上仍是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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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司法行政，與其他公權力的行政，不同的只是它的核心目的：一

般的行政實現的就是某種行政權，比如國防行政實現的是國家的軍事權；

土地行政實現的是國家的土地管制權；但也有立法行政實現的是立法權；

考試行政實現的是國家的考選銓敘權（在我國憲法下為獨立於行政的一種

高權）。不論是一般行政權或其他國家高權，其實現既都涉及行政作

用，自然使得「所有」行政的問題基本上都同樣會出現在各個領域，比如

行政學上所區分的行政組織、行政運作、人事行政、財務行政、公務及資

訊管理五大面向1，在立法行政、考試行政、監察行政一樣也不會少。司

法行政當然亦復如此，且當審判權為落實人民的審級救濟利益，每以分級

的法院來行使時（憲法第八十二條），司法行政又很自然的有法院行政和

整體司法的行政之分2。

以這五大行政面向來說，司法行政組織涉及與司法相關的人、事、物

的組合，行政運作涵蓋計畫的研訂推動、各種行政規則的發布、行政處

分、行政指導的作成，性質上則涵蓋目標管理、品質管理、危機管理、工

作簡化、內部的領導統御，外部的溝通協調等等問題，人事行政要處理各

種司法人員的任命遷調、績效考核、監督獎懲、薪資福利、人力分配、在

職訓練、退休撫卹等（我國有部分業務劃歸考試權），財務行政管的是與

司法相關的預算決算，而公務及資訊管理則包括院舍興建維護，檔卷管

理、辦公室自動化、案件統計、趨勢分析等等。在同屬公共行政的形式

下，以審判權為核心的司法行政，因為所要實現的審判權（狹義司法權）

必須受到審判獨立原則的限制，而與其他領域的行政呈現很大的不同。簡

言之，正因為行政的原理原則，基本上都是從不存在獨立保障（或義務）

的一般行政領域發展出來的，而上述每一種行政的面向，直接或間接幾乎

都可能影響審判權的運作，才使得司法行政處要作一些相應的調整，以確

保審判的獨立性，所謂的「緊張關係」即源於此。

1 可參張潤書，行政學，2004年修訂3版，頁12-15。
2 在聯邦國家都會把邦法的司法權留給各邦，而另設聯邦法院依聯邦法處理聯邦或跨

邦案件，因此邦司法行政又和聯邦司法行政形成兩個不同的行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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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而言，司法行政的調整在憲法本文有關司法短短的六個條文

中，就有第八十一條是針對人事行政所做的特別規定，顯示制憲者對於司

法人事行政可能構成審判獨立的威脅有較為強烈的感受。但調整當然不限

於此，法院組織法有關行政監督不影響審判獨立的宣示，以及民國七十八

年底通過的司法人員人事條例，都是在法律層次的進一步調整，有關俸

給、敘等、考核、退休等都做了特別的調整3。然而司法行政運作又何嘗

不會踰越獨立的雷池，長期以來，為了裁判的品質管制，我國的司法行政

採行送閱制度、指正制度、行政解釋制度等等，都走在違憲邊緣，而於司

法人員素質大幅提高以後，一一廢止或修正（比如釋字第二一六號解

釋）。法院組織法第六章有關事務分配的規定，則是就最接近審判行為核

心的分案事宜，由各法院的法官會議每年作成合議決定，堪稱最重要的制

度性保障。即使看起來無關個案的財務行政，如果獨占國家總預算提出權

的行政院以預算的杯葛來壓抑司法權，仍難免給人嚇阻或報復的印象，特

別對於行政審判權的獨立會有一定的影響，也因此才有民國八十六年憲法

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六項的增訂。

由此可見，司法領域和其他公權力領域一樣存在行政的需要，只是在

審判獨立的憲法原則下，有必要做大幅的調整，這使得司法行政實際上變

成相當獨特的議題4，應該受到學界更大的注意，過去許多人不談司法行

政則已，一提到就只知一逕「淡化」，實正暴露此一認知的不足。大法官

也是一直到釋字第五三○號解釋，才首次比較清楚的肯認司法行政的憲政

功能：「為實現審判獨立，司法機關應有其自主性，其內容包括司法行政

3 有關司法行政與審判獨立的緊張關係，學界也在此一部分著墨最多，比如程春益，
法官之職務獨立與職務監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民國77年）；胡方新，從德國法
官法論我國法官人事制度之檢討改進，輔仁大學碩士論文（民國77年）；鍾鳳玲，
從西德法官法論我國法官身分保障應有之取向，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民國78年）；
張雯峰，美國法官懲戒制度之研究，輔仁大學碩士論文（民國81年）；劉君毅，
法官適格問題之探討，中正大學碩士論文（民國90年）。

4 如果套用一位美國法官Clifford Wallace的話，司法行政就是管理「一個全是酋長的
部落」，參閱所撰Judicial Administration in a System of Independents: A Tribe with only
Chiefs, B.Y.U. L. REV. 39, 55-58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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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及規則制定權。其中規則制定權係指最高司法機關得由所屬審判成員就

訴訟（或非訟）案件之審理程序有關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制訂規則，以期

使訴訟程序公正、迅速進行，達成保障人民司法受益權之目的。又人民之

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國家應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受充分而

有效公平審判之權利，以維護人民之司法受益權，最高司法機關對於法官

自有司法行政之監督權。惟司法自主權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均應以

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因是最高司法機關於達成上述司法行政監督之範圍

內，雖得發布命令，但不得違反首揭審判獨立之原則。最高司法機關發布

司法行政監督之命令，除司法行政事務外，提供相關法令、有權解釋之資

料或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之依據，亦屬法

之所許。」又，「司法行政機關為使人民之司法受益權獲得充分而有效之

保障，對法官之職務於不違反審判獨立原則之範圍內，自得為必要之監

督。法官於受理之案件，負有合法、公正、妥速及時處理之義務，其執行

職務如有違反，或就職務之執行有所懈怠，應依法促其注意、警告或予以

懲處。諸如：裁判適用已廢止之法令、於合議庭行言詞辯論時無正當理由

逕行退庭致審理程序不能進行、拖延訴訟積案不結及裁判原本之製作有顯

著之遲延等等。至承審法官就辦理案件遲未進行提出說明，亦屬必要之監

督方式，與審判獨立原則無違。對法官之辦案績效、工作勤惰等，以一定

之客觀標準予以考查，或就法官審判職務以外之司法行政事務，例如參加

法院工作會報或其他事務性會議等行使監督權，均未涉審判核心之範圍，

亦無妨害審判獨立問題」。

到了釋字第五三九號解釋，再進一步闡明：「憲法第八十一條旨在藉

法官之身分保障，而維護審判獨立。凡足以影響因法官身分及其所應享有

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人事行政行為，固須依據法律始得為之，且不以憲法

上揭明定者為限，惟若未涉及法官身分及其應有權益之行為，於不違反審

判獨立原則範圍內，尚非不得以司法行政監督權而為合理之措置。」「健

全之審判周邊制度，乃審判公平有效遂行之必要條件，有關審判事務之司

法行政即為其中一環。庭長於民、刑事庭、民事執行處監督各庭、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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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於專業法庭及普通庭、簡易庭則綜理全庭行政事務，於民、刑事審

判、民事執行與其他各類案件之處理，均有積極輔助之功能。於行政法院

之庭長亦同。庭長若經由適當程序遴選學養才能俱優，審判經驗豐富之法

官兼任，當有助於審判品質之提升。憲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司法院及各

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為貫徹法院組織之法律保留原則，建立審判

獨立之完備司法體制，有關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人事行政事項，仍以

本諸維護審判獨立之司法自主性（本院釋字第五三○號解釋參照），作通

盤規劃，以法律規定為宜。」

大法官在這兩號解釋中，不但肯定司法行政權存在的必然與必要，而

且為它找到了憲法的基礎：權力分立原則（司法自主性），與源於法治國

原則的人民訴訟權（國家的司法給付義務）。印證前面說的，司法行政不

能淡化，只是必須和另一憲法原則─審判獨立─相互調和。至於本文

所要處理的司法行政組織，當然也是司法行政的一環，而且正因為可能危

及審判獨立的司法行政運作、司法人事行政和司法財務行政，都深受組織

的影響，即知司法行政如何組織，在審判獨立的維護上可能扮演了更關鍵

的角色。換言之，哪些行政權應交在哪些人的手上，行政人員還是司法人

員，獨任還是合議，他們又要受到何種制衡，都會牽動這些憲法上的基本

原則。事實上，大法官在釋字第五三○號解釋所提的「司法機關應有其自

主性」，「規則制定權係指最高司法機關得由所屬審判成員就訴訟（或非

訟）案件之審理程序有關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制訂規則」，乃至「最高司

法機關對於法官自有司法行政之監督權」，都是有關司法行政組織的憲法

解釋，也就是在此一論述基礎上，最後才會推出一個石破天驚的結論，

認為現行司法院「除審理上開事項之大法官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政

機關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為期符合

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

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

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和四十多年前的釋字第八六號解釋，說高等

法院以下法院也應和最高法院一樣隸屬司法院，以及將近二十年前的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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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五號解釋，說司法院應有就司法組織及司法權行使事項提出法律案

之權一樣，都是有關司法行政組織的重要憲法解釋。從而若說，司法行政

組織在調和司法行政和審判獨立的緊張關係上，具有某種先決性，從每個

國家如何組織它的司法行政權，也就可以看出它對相關憲法原則的調和取

向，應不為過。因此以下即來鳥瞰一下世界各國近年在司法行政組織方面

的改革，探探憲法原則調和的新趨勢，再把民主國家的司法行政組織綜合

整理成幾種模式，最後回頭來看我國司法行政組織的改造，也許對問題的

癥結可以看得更清楚。

參、司法組織的國際趨勢

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傳統上都置於行政部門的科層體制下，從任

命、遷調監督、考核等人事行政，到財政會計，都在行政官員的手上，只

有審判的獨立（independence），沒有司法的自主（autonomy），或者說

只有決定獨立（ decisional independence），沒有部門的獨立（ branch

independence）5。大英國協的國家，雖有全然不同的司法傳統，其司法行

政的科層化程度也不像大陸法系那樣高，但同樣沒有一個自主於行政、

立法的司法體系。這種情形，到了上個世紀，二次大戰以後，先在南歐有

了一些改變，進入九○年代以後，在司法行政組織方面突然戲劇化的興起

一股瀰漫世界的潮流，本節將做一番簡單的比較。

也許應該從澈底實施分權的美國說起，因為在司法行政上，美國從來

就獨樹一格。在聯邦制下，司法權自然分散各州，聯邦司法權依憲法第三

條規定，由最高法院及國會設立的下級法院行使。五十州法官的產生方式

差異極大，據Henry J. Abraham整理到一九九六年為止的資料，總共大約

四萬位法官產生的方式就有六種類型：政黨化的選舉、非政黨化的選舉、

5 這兩種獨立概念的闡明可參Bermant/Wheeler, Federal judicial independence symposium:
Federal judges and the judicial branch: Their independence and accountability, 46 Mercer
L. R. 835-861(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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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績效遴選（限於一或數審級）、州長任命、議會選舉及在現任法官中遴

任。絕大部分的基層法官是經由選舉產生，只有終審法院的法官任命的比

例比較高，剛好一半（十一州是政黨化選舉產生，十四州是非政黨化選舉

產生，任命產生的有二十五州），而聯邦法院大約一千五百位法官則全部

是由總統提名，經參院以普通多數同意而任命6。選舉的背景使得法官直

接對社會負責，即使經由民選首長與議會共同完成的政治任命，也讓法官

的權力間接有了一定的民主正當性，因此法官行使職權便不受行政部門的

監督，和由行政部門遴任而對其負起監督之責的多數國家，在司法權的負

責（accountability）上可說全然不同，憲法第二條雖使法官也和其他公務

員一樣可能被國會彈劾，但彈劾的功能實際上很難發揮，一直到一九八○

年國會通過法律授權司法部門建立內部的懲戒制度之前7，美國法官的負

責主要還是透過非正式的方式，如同仁間的評價，或競選連任形成的社會

監督8。法院預算的不統一，也是行政不統一的關鍵因素，州終審法院，

以及多數的上訴法院，固然是由州政府編列預算，主要的基層法院卻幾乎

都是由地方（county）來負擔，由於各州的地方自治形態極為分歧，法院

的預算編列方式也五花八門。以手邊較舊的資料來看9，建立了單一司法

預算而統一由一司法行政機關來管理的只有七個小州，這使得美國的司法

在早期只有個別的法院行政，跨越法院的司法行政，則僅片段的、不同程

度的存在。此一分權結構使美國法院在審判獨立之外，無疑享有較高度的

自主性，但這種各自為政，也使得系統管理的規模效益，司法資源的合理

分配，較長期的發展計畫，以及資訊、經驗的互通、累積，都變得比較困

難。而事實上，當法院之間不能形成一個比較一致的管理系統時，和行

6 Abraham, The judicial process, 7ed., 1998, 21-22.
7 一九八○年國會通過Judicial Councils Reform and Judicial Conduct and Disability Act。
8 在大多數州，法官都有任期，因此媒體對審判的報導對法官就是一種監督，可參

Merryman, John Henry,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abelsZ 41(1977), 345.
9 Hazard/McNamara/Sentilles, Court f inance and unitary budgeting, in: Wheeler/Whitcomb

(ed.),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Text and readings, 1977. 1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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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立法部門打交道，它也很難真正站穩立場。因此這種表面的自主能對

審判獨立提供多大的保障，其實仍不能無疑。

美國這種散漫的司法行政，一直到一九○六年Roscoe Pound在美國法

曹協會（ABA）發表題為「民眾不滿司法行政的原因」的演講後，才「點

燃了司法進步的火花」10，事實上這也是美國轉變為一高度工業化的社會

以後，應運而生的要求，一時之間，建立司法行政的呼聲高唱入雲，美國

法曹協會更是全力投入改革，許多法官提出建立統一法院管理的要求，

以「司法程序」一書揚名於世的法官Benjamin N. Cardozo，在一九二一年首

先提倡設立司法部門的「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在各州組成的司

法委員會都引起熱烈的討論，同年對提高司法效率抱著高度熱情的Taft出任

最高法院院長，成功的說服國會在翌年設立了聯邦資深巡迴法官會議，也

就是後來（一九四八年改名）的美國司法會議（Judici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性質上還只是單純的諮詢機構。一九三四年國會通過

「規則制定法」（the Rules Enabling Act），授權最高法院制定聯邦法院

的程序規則。一九三九年國會再設立美國法院行政局（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替代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原來兼管的部分事項，在司法會議督導下，統籌聯邦下級及上訴法院的行

政事宜，全國性的司法行政運作，這才真正起步。一九五七年開始一系列

的法律使司法會議的組成員逐漸涵蓋到地方法院的法官。一九六七年國會

又設立了聯邦司法行政體系內的第三根支柱─聯邦司法中心（Federal

Judicial Center）11，得到當時即將退休的最高法院院長Warren的全力支

持，主要的功能在於為聯邦法官進行在職教育，以及各種研究發展的規

劃。華倫院長的退休感言是：「今天法院面臨最重要的挑戰，不是實體法

10 這是哈佛法學院長John H. Wigmore在一篇文章中對Pound的贊語，轉引自Wheeler/
Whitcomb，前註，頁25。

11 有關聯邦司法中心的組織和主要功能，及其與行政局、司法會議在組織與功能上的
關係，詳參Schwarzer, William W., The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he federal courts, 28 U.C. Davis L. Rev. 1129-116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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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問題，而是如何消化堆積的案件，讓法院繼續往前走」12，他並引

用一位法官的話說，「如果不能解決司法行政的基本問題，司法制度將會

消失」13顯示美國法官已經普遍體會到司法行政的重要。美國的司法發展

到今天，在嚴格三權分立及聯邦制的架構下，聯邦和各州都沒有出現像歐

陸國家那樣完整、集中的司法行政體系，但陸續建置了各式各樣的法院行

政局、司法委員會或司法會議，仍然形成了多元而龐大的司法行政體系，

承擔了越來越多統合法院行政的功能。比起傳統的歐陸司法行政組織，美

國這種從司法部門內部逐漸建立起來的行政體制，在與行政、立法部門的

互動上無疑享有更高的自主性14。

我們再回頭來看看歐洲大陸。歐陸各國的司法行政，在二戰以後的發

展也有一條很清楚的脈絡，就是從一般行政體系獨立出來。我曾經以「南

歐模式」來描述在法國、義大利及西班牙形成的司法行政組織。最早的是

法國，戰後第四共和憲法首創最高司法會議的建制，被賦予任命法官、維

護風紀及保障獨立的功能，並在總統行使特赦權時有諮商權，但因為組織

上的一些問題，沒有發揮預期的效果，到了後來的第五共和，雖仍保留此

一機關，但已無太多實權，司法行政的重心還是在政府的司法部15。反而

是參考此一建制的義大利，因為確實掌握了全部的人事行政權，包括非常

敏感的任用、遷調，而在打破行政干預傳統上，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6。

另外就是民主化以後的西班牙，和義大利一樣，一九七八年的憲法也特

意以專章規範「司法權」，突出其與立法、行政鼎足而三的地位，其中

第一二二條即規定了司法會議，掌理法官的任命、升遷、監察及風紀等，

12 Wheeler/Whitcomb，前註9，頁30。
13 Schwarzer，前註11，頁1133。
14 有關美國聯邦司法會議的組織和功能簡介，可參拙文，美國司法會議簡介，司法改

革的再改革，民國87年，頁292-296。
15 詳參拙文，法國最高司法會議簡介，司法改革的再改革，民國87年，頁279-281。
16 雖然在運作上也出現了不少的問題，詳參拙文，義大利最高司法會議簡介，司法改

革的再改革，民國87年，頁283-287；Mariuzzo, Francesco, Die Selbstverwaltung der
ordentlichen Richter in Italien –der Oberste Rat der Richterschaft, DRiZ 200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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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排除政治部門的干預17。

實際上，到了上個世紀末，司法會議的模式已經風行歐洲其他角落，

其中北歐的丹麥、西歐的荷蘭和東歐的匈牙利最具有風向球的意義。丹麥

的司法行政改革，以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改制為其里程碑，在這以

前，從一八四八年開始整整一個半世紀，司法行政都是由司法部來掌理，

所有預算都編列在司法部下。到了最近二、三十年，批評司法部權力過

大，已危及審判獨立的聲音漸大，九○年代初期政府因為某件有關外國人

法的案件處理不當而下臺，檢討司法體制的聲浪更高，經過幾年研究，

決定在司法部以外設置一個司法行政委員會（Domstolsstyrelse），其職權

涵蓋司法人事、預算及法院管理的改革，都是從司法部轉移過來18。和南

歐各國設置的司法會議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九○年代司法行政組織的

改革又多了政府再造的思考，丹麥的司法行政委員會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

子，藉人事行政權的轉移以保障審判獨立，已經不是唯一的目的，法院本

身往往也是這類委員會改革的對象，故它一方面反映法院的需求而提出具

體計畫向財政部強力爭取，諸如自動化設施的建立，比過去司法部主政時

自然用力更深，另一方面，它也推動消費者取向的行政改革（進行民眾印

象調查），在委託管理顧問公司研究後，把部分行政經費下放各法院，

調查法官工作量做合理調整，推動目標與績效管理等，因此委員會的設立

對法院內部成員也形成了無形的壓力，混日子越來越不容易19。甫實施兩

年的新制，已經得到相當不錯的評價。

荷蘭則是在二○○二年元旦才開始施行兩個有關司法改革的新法，

連帶修改許多相關法規，被認為跨入司法現代化的一個新里程。簡單的

17 詳參拙文，西班牙司法會議簡介，司法改革的再改革，民國87年，頁288-291；
Samaniego, José Luis Manzanares, Der allgemeine Rat der Gerichtsgewalt, Richterliche
Selbstverwaltung inn Spanien, DRiZ 1999, 317-320.

18 在一九九九年改制時，同時設立了另一個專門掌理法官任命的委員會，其成員不同
於司法行政委員會，參閱最高行政法院，北歐五國行政訴訟制度考察報告
（90.6），頁147-149。

19 參閱Svend Aage Feier, Ballerup, Richterliche Selbstverwaltung in Dänemark, DRiZ 2001,
43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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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改革前的荷蘭法院行政是雙軌的，院長只管審判業務，所有行政則為

司法部的職掌，八○年代開始，每個法院都派了一位行政長，行政業務的

劃分變得越來越複雜，效率反而無法提高。新法使法院行政統由以院長為

主席的委員會來擔當，在不影響審判獨立的前提下，賦予十分廣泛的行政

權，這是其一。就整體的司法行政，則參考了其他歐洲國家的先例，也設

立了一個司法委員會，掌理最高法院（Hoge Raad）以外，三個省所屬三

套法院體系的行政及預算事宜，權限相當廣泛，包括法院預算的擬定、

協助各法院的管理、監督預算執行、各種人事行政、跨法院的自動化、

資訊處理廳舍維護等等。在很多可能牽涉到審判獨立的組織細節，都還有

待釐清。比如在每年司法部提出司法預算時，都要諮詢司法委員會，由委

員會提出法院工作評量表，在兩方就此評量表內容協商的過程中，法院行

政可以有較高的透明度，但反對者也認為對法官形成甚大的壓力，不能說

沒有影響到審判獨立。法院每年要提出經會計師認證的決算報告給司法委

員會，整體而言，荷蘭的組織改革也和丹麥一樣，同時建立在提升效率、

企業化管理的新思維上20。

前蘇聯和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改革。俄羅斯的司法改

革在葉爾欽執政的時期就已經做了很多，法官的獨立保障基本已經相當完

備，比較大的問題是財政，過度依賴地方政府，使得財團的手很容易就透

過地方首長伸進來，影響薪資微薄的法官。到了普丁，則更進一步的從管

理的角度去做制度調整，任命了一群經濟學者重新規劃司法改革，強調要

建立更能負責的司法。到目前為止，雖沒有建立類似司法委員會的行政機

關，但設立了一個法官資格委員會（Judicial Qualification Commission），

賦予相當廣泛的人事權，司法部的其他司法行政權幾乎也都轉移到了各法

院院長手上，組織改革仍在進行中21。已經完成大幅度組織調整的是匈牙

20 參閱Loth/Werd, Teilaspekte der Gerichtsorganisation in den Niederlanden im Überblick,
DRiZ 2003, 315-321.

21 參閱Solomon, Peter H. Jr., Putin’s judicial reform: Making judges accountable as well as
independent,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002), 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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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除了在每個法院設立法官會議外，從一九九七年起，全國的司法行

政也不再集中於司法部，而是由新設的國家司法會議掌理，且正因為沒有

「外部」干預的疑慮，此一第三權內部的行政運作空間反而更大，從預

算的編列分配，到監督各法院的業務、發布行政規則、考核法官成績，

給予在職訓練等等，國家司法會議對外代表司法，維護司法的公正形象，

為確保不受干預，現在連司法預算都可以不經司法部或內閣，直接送到國

會22，第三權的自主性可說十分澈底。相對的，更早就開始的波蘭司法改

革，同樣也設立了國家司法委員會（Krajowa Rada Sadownictwa），功能

就只限於參與決定法官的任免，各法院的監督權仍保留於司法部長23。這

些在東歐體制改革上向來具有指標性的國家，對其他國家已經起了示範作

用，只是各自在滌除共產司法體制時，需要花費的力氣不盡相同而已。

以上簡介歐洲幾個角落的發展，趨勢都很一致，而且可以說方興未

艾，限於篇幅及手上資料，不能一一介紹，比如南歐還有葡萄牙，也在

一九九七年修憲時，設置了全國司法委員會（憲法第二一五、二一七、

二一九條），西歐則有比利時，比荷蘭更早兩年就建置了一個最高司法委

員會。北歐有挪威跟隨丹麥的腳步，在二○○二年初設置了法官自治的行

政機關。同年波羅的海的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也接續完成了相關改革24。

大勢所趨，對許多急於加入歐盟的中歐、東歐國家而言，要證明其司法的

獨立性，好像沒有比設置這樣的委員會更好的辦法25，因此在可見的未

來，應該還會看到新一波的司法組織再造。

22 參閱Küpper, Herbert, Die richterliche Selbstverwaltung in Ungarn, DRiZ 2003, 309-314.
23 參閱Ziemer/Matthes, Das politische System Polens, in: Ismayr, Wolfgang (hrsg.), Die

politische Systeme Osteuropas, 2002, 231.
24 可參國際法官協會的相關國別報告：www.iaj-uim.org/2002/1-Estonia.html; www.iaj-

uim.org/2002/1-Lituania.html.
25 參閱Mackenroth/Teetzmann, Mehr Selbstverwaltung der Justiz–Markenzeichen zukunfts

fähiger Rechtsstaaten, ZRP 2002,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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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歐洲各國司法委員會組織一覽表

國別 機 關 組 織 職 權

法

國

最高司法會議
（始於1946年，

最近修正1993年）

12位委員
－總統
－司法部長
－1位國事院成員
－3位獨立人士
－ 5位法官及 1 位檢察官

（涉及法官事項時）
或5位檢察官及1位法官
（涉及檢察官事項時）

－對普通法官的任命表示有拘
束力的意見

－對法院院長、上訴法院法官
的任命表示無拘束力的意見

－對檢察官的任命表示意見
－對法官作成懲戒處分
－對檢察官所受懲戒處分表示

意見
－法官與檢察官的晉升

義
大
利

最高司法會議
（始於1958年，

最近修正2002年）

33位委員
－總統
－最高法院院長
－檢察總長
－20位法官和檢察官選出

代表
－10位國會選出大學教授

和律師代表

有關法官與檢察官的：
－人事任命
－法院分發及業務分配
－職務調動
－懲戒處分
－晉升

西
班
牙

司法會議
（始於1978年，

最近修正2001年）

21位委員
－最高法院院長
－20位選舉產生委員

（含法官、律師及其他
法界人士，但法官代表
應占多數）

－組織進入法官行業的甄拔
程序

－法官的任命
－法官的晉升
－監督法官及法院
－懲戒處分
－法官選任的建議權
－法律草案的諮詢
－任命檢察總長的聽證

波

蘭

國家司法委員會
（始於1992年）

25位委員
－最高法院院長及最高行

政法院院長
－司法部長
－1位總統代表
－4位下院代表

－法官候選人的評鑑
－對總統提出法官人選建議
－對申請領導職位的法官進行

評鑑
－諮詢有關法官事務的法律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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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機 關 組 織 職 權

－2位參院代表
－2位最高法院代表
－1位最高行政法院代表
－2位上訴法院代表
－9位地方法院代表
－1位軍事法院代表

匈
牙
利

國家司法會議
（始於1997年）

15位委員
－最高法院院長
－9位法官選舉產生代表
－司法部長
－檢察總長
－律師公會理事長
－2位國會議員

－任免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的
院長、副院長

－法官任免的建議
－領導、監督各法院的行政

措施
－預算案的擬議
－引進及監督組織規則

葡
萄
牙

最高司法會議
（始於1997年）

17位委員
－最高法院院長
－2位總統提名的法官
－7位國會選出的議員代表
－7位法官選出的法官代表

－選任
－分派職務
－調動
－晉升
－懲戒處分

丹

麥

司法行政委員會
（始於1999年）

法官任命委員會

11位委員
－8位法院代表
－1位律師
－2位有管理專長者

－對法院組織負責並提興革
建議

－就重大事項作成決議（含
司法預算的編列）

－與財政部長協商
選任法官

比
利
時

最高司法會議
（始於2000年）

44位委員
－22位法官代表（選舉

產生）
－22位非法官委員

－法官及院長的選任
－法官及檢察官的在職教育

荷

蘭

司法委員會
（始於2002年）

5位委員
－3位法官（曾任法院

院長）
－2位獨立委員（曾任

公職）

－法院預算的分配與控管
－法院的各項管理事務（含人

事、自動化、資訊、建物、
安全等）

－品質管制
－就司法事項為國會及政府提

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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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機 關 組 織 職 權

立
陶
宛

司法委員會
（始於2002年）

24位委員
－18位法官（其中15位選

舉產生）
－6位立法及行政代表

－對總統就法官的任免遷調表
示意見

－對法官員額表示意見
－提出法官考試委員會及遴任

委員會人選
－對法院投資計畫及有關興革

項目的預算提出建議
－對國家司法行政進行管考

愛
沙
尼
亞

司法行政委員會
（始於2002年）

11位委員
－最高法院院長
－5位法官代表（選舉

產生）
－2位國會議員（選舉

產生）
－1位律師
－檢察總長
－司法部長

－對法院院長提名人行使同
意權

－參與最高法院法官的選任

挪

威

管理委員會
（獨立司法行政）

法官任命委員會
法官監督委員會
（始於2002年）

7位委員
－2位國會選出公益代表
－3位國家選任法官代表
－2位國家選任律師代表

共33個法院的法官代表，
及律師的代表，均由國
王任命

5位委員
－2位法官代表
－1位律師代表
－2位公益代表
以上均由國家任命

－預算的擬議及分配
－法院的行政及組織

－對法官任命的建議
－法官的晉升

關於懲戒處分

資料來源：參考Hanspeter Teetzmann所作整理，依其所作問卷所得資料，截至2002年
8月為止，刊登於DRiZ 2003，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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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歐模式在歐洲的快速擴張，自然使得身為歐盟最大的國家，也是在

法制上一向居於領導地位的德國，因為始終堅持部會行政的舊制而越來越

顯得侷促，要想完全無視於周遭的這些改變，幾無可能。事實上在德國主

張第三權不僅在個別決定上獨立，其整體存在也應該和行政、立法權一樣

自主運作，而非附麗於行政權的，從來就不乏其人。二戰後西德才剛重建

國家秩序，一九五一年Münster高等行政法院第一任院長Paulus van Husen

就在全國高等行政法院院長聯席會中發表了一篇題為「解放第三權」的

演講，在他看來，把法院繼續置於行政部會的行政監督之下，已使新德

國的審判獨立岌岌可危，而以行政法院尤然，試想，法院要靠行政部門

提供經費，法官要由行政部門挑選，再交給行政部門監督，由其考核，

並決定遷調，當這些行政部門作為訴訟當事人時，如何期待法官做出公

正的判決26？一九五三年第四○屆德國法曹協會大會即以「在基本法下應

否建立完全自治的司法權？」為題，在審檢辯學四方展開熱烈的討論，

結果大多數與會者仍以司法行政的本質為行政，因此必須置於能對國會

負責的行政部門，否則即違反基本法所定的民主原則27。在這一波討論之

後，德國的司法行政組織即維持不變至今─即審判獨立，但司法行政不

自主。但到了九○年代，一方面兩德統一帶來大量訴訟案件，另一方面，

英、美啟動的政府改造風潮，也衝擊到德國，政府瘦身的口號高唱入雲，

司法界也開始熱烈談論如何把企業管理模式引進司法行政 28，有關司法

組織的改變，起初還只有「統一」司法行政，或「簡化」五大審判體系的

26 Husen, Die Entfesselung der Dritten Gewalt, AöR 78(1952/53), 49.
27 最具代表性的贊成論點可參Schmidt, Eberhard, Richtertum, Justiz und Staat, JZ1953,

321-326，主張設置獨立的司法總署(Justizdirektorium)，把各部職司的司法行政業務，
包括法官和檢察官，都轉移過去；反對論點可參Scheuner, Ulrich, Die Selbststädigkeit
und Einheit der Rechtspf lege, DÖV 1953, 517-525；兩方論戰詳見Verhandlungen des
40 DJT, 1953, Bd.2, Teil C, H. P. Ipsen與A. Arndt的論文，及與會者的討論，最後不宜
完全由法官自治的主張以72票比7票的懸殊比數獲得通過(C133)。

28 比如Hoffman-Riem, Wolfgang, Justiz 2000–Reform der Gerichtsverwaltung am Beispiel
Hamburgs, DRiZ 1998, 10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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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聲29，二○○二年三月，法官協會的「司法自治工作小組」發表了一篇

決議文30，同月在Würzburg舉辦了一場涵蓋審檢辯學和司法行政各界人士

的研討會，就司法行政如何調適於經濟化壓力和獨立之間31，展開激辯，

到了九月舉行德國法曹協會第六十四屆大會，終於再度把建立法官自治的

司法行政體系議題端上檯面，經過半個世紀的蟄伏，自治的主張這次已經

有了廣泛鄰國法制的經驗，以及企業化管理的理論作為後盾，這個議題到

現在還正發酵中32，看樣子主管司法行政的部長們未必抵擋得住。

最具指標性的當然是德國法官協會司法自治工作小組的決議文，簡言

29 為追求更高的專業化，在德國漸次發展出來的多元而複雜的審判體系和司法行政組
織，雖有其歷史成因，簡單說明可參Gross, Thomas, Monism or dualism? The case of
Germany, in: 12 European Review of Public Law (2000), 585-593；但早就被各方檢
討，比如德國法曹協會在第四十二屆大會中的研討，Verhandlungen des 42 DJT,
1957, Bd.2, Teil E；針對聯邦與各邦十分分歧的司法行政組織，六十年代不斷有人
呼籲設立統一的司法部 (Rechtspf legeministerium)，如Erdsiek, Gerhard, Um das
Rechtspf legeministerium, JZ1962, 534-536; Zuck, Rüdiger,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obleme eines Rechtspflegeministeriums, NJW1969, 1099-1101.到了八○年代則開始
檢討多元審判權的簡化，可參法曹協會第五十四屆大會的研討，Verhandlungen des
54 DJT, 1983, Bd.1, Teil B；兩德統一後，政府效率的問題變得更為急迫，在瘦身理
念驅使下，合併行政法院、社會法院和財務法院為一個行政審判權，而把勞動法院
併入普通法院為一個法院的呼聲再起，並得到德國法官協會的支持，一九九九年政
權輪替後還成為左派政府的政策，但法界仍有不小的阻力，可參Jung, Hans-Peter,
Justizreform und Sozialgerichtsbarkeit, DRiZ 1999, 6; Voigt, Gerd, Die Arbeitsgerichte
müssen selbständig bleiben, DRiZ 1999, 7; Endell, Reinhard, Zentrales Eingangsgericht
und Zusammenlegung der Fachgerichtsbarkeiten bedeuteten Qualitätsverlust, DRiZ 1999,
139; Stüer/Hermanns,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Rahmen einer Vereinheitlichung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Fachgerichtsbarkeiten, DÖV2001, 505-511.

30 可參www.drb.de/pages/html/selbstverwaltung.html.
31 參閱Schultz-Fielitz/Schütz(hrsg.), Justiz und Justizverwaltung zwischen Ökonomisie

rungsdruck und Unabhängigkeit, Beiheft 5, Die Verwaltung 2002.
32 南德日報報導這次大會時誇張的說：「法曹大會通常不是醞釀革命的地方，不過這

次可不一樣」，轉引自Kintzi, Heinrich, Mehr Selbständigkeit für die Dritte Gewalt -eine
Revolution? DRiZ 2002, 405；有關此一論爭的正反主張，可參支持自治的
Mackenroth/Teetzmann一文（前註25）,兩作者為高等及區法院院長，及反對自治的
Papier, Hans-Jürgen, Zur Selbstverwaltung der Dritten Gewalt, NJW2002, 2585-2593，作
者為現任聯邦憲法法院院長。另外可參德國法官雜誌（DRiZ）（2003.9）討論司法
自治議題的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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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它主張德國各邦應設置一個叫做司法行政委員會（Justizverwaltungsrat）

的憲法機關，其性質為一獨立於行政、立法部門的行政機關，所有現在分屬

於各主管部會的司法行政業務（如法務部管普通及行政法院，財政部管財

務法院，勞工部管勞工法院等），應全部移轉到這個機關，從法官的任

命、遷調，到考核、監督，乃至預算編列、分配，法院的品質管理、在職

教育等等，對外這個機關將代表司法，與財政部或其他部會互動，乃至直

接與國會溝通，與社會各界對話。至於其組成，決議文提供了三種模式，

可視各邦情形採擇，即由法官、檢察官中選出代表，或由各類最高法院院

長及檢察總長組成，而另設一無表決權的執行長，第三種模式則是參考荷

蘭新制加入非司法人員的成員。委員會應有規則制定權（參考美國最高法

院），其運作原則上採平等原則，但考量到少數利益，例外採否決權的設

計，少數指的是檢察機關及普通法院以外的其他專業法院。

歐洲以外，亞洲屬於大陸法系的的日本，早在二戰後即發展出一套相

當特別的司法行政組織。一九四七年完成新憲法制定時，它就決意擺脫歐

陸式的部會行政，而像美國一樣在司法部門建立一套行政體系。但不同於

美國的是，屬於單一國而又採權力集中的內閣制政體，使其選擇由最高裁

判所專一行使司法行政權，一條鞭的及於全國的審判機關，因此其司法行

政實質上更接近傳統歐陸的風格，只是從行政部門轉移到司法部門，從而

在形式上保有較高的自主性而已（此外檢察機關仍留在內閣的司法部管轄

下，因此審檢分隸不同機關，也與多數歐陸國家不同）。審判獨立和司法

行政的緊張關係並未因此一組織的改變而消除，只是「主體」改變，外部

獨立的問題減少，內部獨立的問題實際上變得更為嚴重33。受日本影響，南

韓的司法行政權也集中由大法院行使，不同的是，南韓後來另仿德國設置獨

33 有關日本司法內部獨立問題嚴重，已經是研究日本司法的學者的共識，比較有爭議的，
是其形式自主的背後，是否同樣存在著外部獨立的問題（內閣實質的干預），相關
文獻可參O’Brien/Ohkoshi, Stif l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from within, The Japanese
judiciary, in: Russel/O’Brien (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 age of democracy,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2001, 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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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憲法法院，不在大法院管轄下，但內部獨立的問題和日本一樣嚴重
34。

有趣的是，本來和日本非常相似，把司法行政權交給最高法院行使的

幾個中美洲國家，如薩爾瓦多、瓜地馬拉，都在大力司法改革之後，基於

強化審判獨立的考量，開始把最高法院的行政權轉移到一個司法委員會

去。薩爾瓦多早在一九八九年就設置了一個國家司法委員會（CNJ），由

五位最高法院法官，和三位律師協會的代表，兩位由各法學院推出的代表

組成，表決票數相同時，得由一位最高法院法官投決定票。到了一九九二

年又決定改制，使其更加獨立於最高法院，成員包括最高法院建議的兩位

法界人士（非法官），一位二審法院法官，一位一審法院法官，三位執業

律師，一位薩爾瓦多大學的法學教授，兩位私立大學的法學教授，和一位

公共部的代表，所有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由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各自從

三個候選人中遴選產生。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在評量法官績效，以及在職

教育。最高法院仍保留一部分的行政權，如法官的晉升、懲戒、停職等，

但都必須以委員會的評量為其基礎，委員會可以說扮演了「監督者的監督

者」角色35。瓜地馬拉也是在一九九七年司法現代化的研究報告中，認定

司法組織未區隔審判和行政是其所有問題的癥結，而決定把最高法院所掌

理的全部行政權轉移到一個由法官、律師、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其功能包

括對法官的選任及監督、懲戒等。一九九八年國會同意了這項改革，但當

翌年付諸公投時，卻因為人民欠缺興趣，未投票者多達81.4%，而有效票

中也只有41.8%同意，使得整套改革功虧一簣，凸顯了司法改革經常面臨

的專業和民主兩難36。同樣的改革也已經出現在中美洲的大國墨西哥，

34 參閱尹晉基，由實際運作之經驗論一九八七年韓國憲法上的司法獨立規定，憲政時
代，第13卷4期，頁15。

35 參閱Dodson/Jacks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instability in Central America, in:
Russel/O’Brien，前註33，頁260-261。

36 Dodson/Jackson，前註，頁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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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手上還沒有足夠的資料37。

37 參閱Von Sachsen Gessaphe, Gerichtsbarkeit inn Mexiko–Modellcharakter für Europa,
RabelsZ 66(2002)，僅提到一九九九年修憲設置一聯邦司法自治機關，司法行政權
不再專屬於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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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許不能不提一下大英國協國家。英國的政府體制一直是所有國

協國家的樣板，包括內閣制和國會議員的多數決選制。在國會至上的西敏

寺民主模式下，司法行政交由對國會負責的行政部門，幾乎是天經地義的

事。不過英國形成的傳統，卻未設置專司司法行政的部會，而由兼掌審判

權、立法權（上院議長）及政治職務（內閣成員、首相顧問）的司法大臣

（Lord Chancellor），掌理最多的司法行政權，此一從分權角度看十分不合

理的體制，在英國早已備受詬病38，人民對於審判獨立的信賴，到了八○

年代也因為幾個爭議的法官任命案而明顯降低39，只是這個向來重視傳

統，連成文憲法到今天都還沒有制定的國家，不會那麼快的推動改革。

不過現任的布萊爾首相終究還是啟動了司改的第一步，他在二○○三年

六月把追隨多年的司法大臣Derry Irvine解職，雖找了主持憲法事務的閣

員暫代，但已明確宣示將立法廢止司法大臣，改設法官任命委員會取代，

並將設置一個功能單純的最高法院40。與英國體制相若，但國土廣袤而採

聯邦制的澳大利亞，其南威爾斯州在一九八六年就立法設置了一個獨立

於政府而隸屬議會，具有法人地位的司法委員會，八位成員中有法官和

司法行政官員，主席是最高法院院長，其職能包括培訓法官，改善司法

工作等41。至於中央層次，熊誦梅法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澳洲最近已設

置一個由十一位一級法院院長組成的會議，對與司法制度有關事項提供

38 比如著名的憲法教授J.A.G.Griff ith很早就主張設立一個由法界人士組成的司法職務委
員會(judicial service commission)，取代司法大臣，參閱Hartley/Griff ith, Government
and law, 2ed.,1981, 180；當然也有人主張參考愛爾蘭模式設置司法部，參閱Stevens,
Rober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The view from the Lord Chancellor’s Off ice,
1993, 183.

39 一九八五年曾經有一份蓋洛普民調，發現從一九六九到一九八五年，相信法官審判
會受到政府影響的民眾已經從19%爬升到43%，而信賴法官獨立者則從67%降低到
46%，參閱Stevens，前註，頁173。

40 詳參Kenney, Sally J., United Kingdom’s judicial system undergoes major reform, 87
Judicature, 79-82 (2003).

41 參閱肖揚主編，當代司法體制，1998年，頁93-97；各州司法行政組織不同，共有三種
模式，可參Williams, John M.,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Australia, in: Russel/O’Brien，
前註33，頁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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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42。另一個非洲的重要國家南非，則在完成民主改革，廢除種族隔離

政策後訂立的新憲法（一九九四年）中，即參考歐洲國家的先例，設置憲

法法院及司法人員委員會（Judicial Service Commission），主要的功能在

於法官的任命、免職，但也對所有司法行政事務，包括對法官的監督和

教育，為中央政府提供諮詢43。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相當複雜，由最高法院

院長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憲法法院院長、各高等法院院長推派的一位

院長、分別由律師公會推派的兩位執業撰狀律師、兩位執業出庭律師、

一位由全國法律教師推派的教師，再加上職缺法院院長，一共是九位法界

代表。但另外還有十五位由政治部門推派的代表，多數也可能有法律背

景，包括司法部長、六位國會議員（其中至少要有三位屬於反對黨籍）、

四位代表各省利益的上院代表，及四位由總統於諮詢國會各政黨後指定的

人士，此外職缺法院所在省的省長也是當然委員。政界代表的比例高於法

界代表，是它明顯不同於歐洲國家司法委員會的地方。足見即使在大英國

協系統的國家，儘管政府體制有不少異於歐陸國家之處，但在司法行政組

織方面，也已經出現相當類似的發展。

肆、比較司法組織的類型

綜觀各國司法行政的組織，大概可以整理出以下幾種類型：

A、隸屬於一般行政部門，並對國會負責

這類國家以採內閣制者為多，司法行政權由獨任的部會掌理，視情形

有時會把部分權限交給委員會行使，以擴大參與，如德國多數邦有關法官

選任都設置選任委員會，納入法官和律師代表，但最終責任還是很清楚的

42 熊誦梅，加州司法制度之簡介─兼論司法行政組織之國際趨勢（上），司法周刊，
第1066期（91.1.16），對澳洲該司法會議並未做較深入的介紹。該文也提到國際法官
協會對於此一司法行政組織的趨勢深感興趣，可惜著墨不多。

43 參閱Corder, Hugh, Seeking social justice?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veness in a
changing South Africa, in: Russel/O’Brien，前註33，頁19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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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由部長來承擔44。此一過去最普遍採用的類型，又可分為兩種次類型：

a. 設一統一的司法部，如奧地利。

b. 因應多元審判體系而分由不同部會掌理其行政，如德國。

B、從一般行政部門獨立出來的行政機關，不對國會負責

從前節的簡介可知，現在歐洲大陸的民主國家幾乎都從前一類型改採

此一類型。這個獨立的行政機關，和前一類型最主要的差異，除了採合議

的委員制外，就在獨立於內閣，而不直接對國會負責。既非法院，也非狹

義的行政機關，義大利的最高司法會議便被界定為一「憲法保障機關」45。

多數情形這類機關都明定於憲法，從而取得憲法機關的崇高地位，如義大

利、西班牙、葡萄牙，但也有只建立於法律基礎上者，如丹麥、荷蘭等，

中美洲的薩爾瓦多也是如此。惟無論如何，因為司法行政長期建制於行政

部門的傳統，司法部通常不會完全消失，委員會和司法部之間因此常保持

某種微妙的關係，每個國家的處理方式不盡相同。法國的最高司法會議功

能不彰，因此司法部仍承擔主要的司法行政功能。丹麥的司法行政委員會

則沒有憲法地位，形式上仍隸屬司法部46，但政府不得干預委員會的運

作，只有當審計長和司法部長都認為委員會出現重大財務不正常時，司法

部長始得解散委員會47。荷蘭的司法委員會則被認為是司法部和法院之間

的瓣膜，一方面保障審判獨立，另一方面潤滑司法行政48。有的國家建制

的司法委員會納入司法部長為當然成員，如法、波、匈、愛沙尼亞等，

44 參閱Ipsen, knut, Die Richterwahl in Bund und Ländern, DÖV1971, 469-475.
45 Marriuzzo，前註16，頁162。
46 Svend Aage Feier，前註19，頁437；丹麥政府在改制時曾於一九九三年成立了一個

由最高法院院長召集的十六人小組進行研究，三年以後作成的研究報告，發現全歐
洲沒有一個國家為了保障審判獨立而把司法在行政和預算上完全從政府獨立出來，
但仍然認為法院對於司法行政和財務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因此建議在保留司法部
的同時，設立一個司法行政委員會(Svend, 436-437)。

47 最高行政法院，北歐五國行政訴訟制度考察報告，前註18，頁147。
48 Loth/Werd，前註20，頁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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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也是如此，其他則有意保持距離，比如義大利的司法部雖然在業務上

和最高司法會議有密切關聯，但不僅不得列席會議，也不許任意介入會議處

理的案件，只有在會議主席要求，或有需要表達書面意見時，間接參與49。

西班牙的司法部則除了為最高司法會議提供行政支援外，只管法官、檢察

官以外的法院人員50，有點像大學自治在教務和總務方面的功能區分，

藉以調和學術自治與民主原則（對國會負責）。一般來說，對國會負責的

司法部都還保留了提出法律案和預算案的功能，也就是有關司法「政策」

的功能，但委員會既已集合司法各界代表，甚至其他部門的代表，對於司

法體制的問題所在和改進之道，比起司法部的科員可能掌握得更好，因此

即使此一領域也漸漸變成灰色地帶，在多數國家，如西、波、匈、丹、

荷、立、挪、荷蘭等，此一委員會都在立法或預算上發揮了某種諮詢的功

能，也就是從狹義的行政，延伸到政策領域，從而和司法部的權限衝突，

也就越來越明顯，司法部有責無權，而司法委員會有權無責的體制問題，

也因此浮上臺面51。

就其組成來看，很有趣的是，沒有一個國家採行的是德國法官協會法

官自治工作小組所建議的第一或第二種模式，即以法官、檢察官代表，或

法院院長、檢察總長為成員，在改革過程中，純法官的構想幾乎都因為

「法官本位主義」（judicial corporatism, Gerichtskorporativismus）的顧慮

而遭到排除52，不過多數的委員會在比例上都是以法官成員占了過半，以

落實「自治」的理念。雖不能以法官的純度來區分，但多數的委員會成員

中涵蓋了政治部門的代表，仍有分權上的重大意義，因此也許可以再細分

為兩種次類型：

49 Marriuzzo，前註16，頁164。
50 Samaniego，前註17，頁317，在功能劃分上有時難免會有爭議，比如書記官一直是

歸司法部管，現在則有很多人主張應如法官移歸會議來管。
51 比如經驗最久的義大利就常有這樣的爭議，Marriuzzo，前註16，頁167。
52 屬於原型的義大利最高司法會議，當初就是怕它變成法官的利益團體，而加入了

律師、教授等，參Marriuzzo，前註16，頁163，西班牙也是如此，Samaniego，
前註17，頁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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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純粹法律專業自治，僅見於西班牙與挪威（限於法官任命委員

會）。

b. 混合專業與政治部門代表，見於大多數國家，其中南非的司法

人員委員會在比例上政治部門還高於專業代表，毋寧為例外，主要的考量

可能是要加速矯正以白人男性法官為主的司法生態。

C、在司法部門建立的行政組織

同樣具有強化司法部門獨立（branch independence）的意義，自始即

從司法部門建立自主的行政組織，而非從既有的行政部門獨立出來者，應

可歸於另一類型。這種獨立行政機關在組成上較為單純，基本上就是以法

官為成員的法官自治組織，對外則代表整個司法部門與行政、立法部門平

行的互動，不像前一類型，和行政部門基本上沒有隸屬或分工關係。在狹

義的行政之外，往往也承擔一定的政策研究和諮詢功能。此一類型又可分

為兩種次類型：

 a. 整合各法院建立的行政組織，美國的聯邦和各州可說是其典

型。

b. 由終審法院兼掌司法行政，日本、南韓為其典型，改制前的薩

爾瓦多也可歸類於此，改制後已較接近，惟此時一如從一般行政部門獨立

出來的司法委員會，會有分工不明確的問題，只不過在前者存在於司法部

和司法委員會，在後者分工的問題則存在於最高法院和司法委員會53。

以上這六種司法行政組織的類型，自然各有其歷史、文化和法制上的

成因。但若再仔細深究，即會發現不同制度的選擇，同時也是不同憲法原

則的調和，反映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價值選擇。如本文第一節所分析，司

法行政權的存在，是為了落實人民的訴訟權，給付即時、公平的審判，同

時使客觀的法秩序得以維護，也就實現了法治的大原則。但為達此目的，

必須先要確實保障審判的獨立，也就是法官、檢察官在審理個案的不受干

53 Dodson/Jackson，前註35，頁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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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決定獨立），此一審判權的獨立，固然是現代民主國家分權原則下，

一項不移的鐵則，但法官行使的審判權是不是還要集中置於同一個部門由

其自治，也就是在分權體系中建制一個自主的司法部門，對審判獨立的保

障比較澈底，且較有利於司法行政功能的發揮，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在審

判獨立以外，讓司法也自主運作，在憲法上最容易遭到的質疑就是民主原

則，也就是所有公權力必須源於被統治的人民，得到其同意。行使審判權

的法官需要專業知識，且只能依法審判，因此不一定需要透過選舉，或向

選舉產生的國會負責─如美國、瑞士法官以選舉或經議會同意而產生，

來取得其民主正當性。但「管理」審判權的公權力，也就是司法行政權，

既不能和審判權劃上等號，如果沒有直接的民意基礎，又豈能自外於民意

機關的監督？過分強調民主原則，而削弱司法部門的自主性，間接可能會

對審判的獨立造成威脅，而有損於法治原則的實現。從現代行政革新的觀

點來看，分權原則同時內含功能調配的理念，也可能在過度強調民主原

則，而把審判權置於科層體制的管理下時（如歐陸傳統的司法行政組

織），同樣可能阻礙新引導機制（Steuerungsmodell）或管理方法的引

進，而不利於分權原則的落實54。但反過來看，如果過度強調法治原則，

而建立密不通風的司法部門，也可能在民主正當性上受到強烈質疑，如果

高度自治的司法部門還由法律專業壟斷其決策，甚至根本以法官為主體，

形成專業本位主義，則連功能適當調配的分權原則都會受損，最終很可能

只成全了審判獨立這項工具性的原則，而把法治原則真正要落實的訴訟權

都犧牲掉，那就真的是買櫝還珠、捨本求末了。由此可見，司法行政組織

如何設計，牽涉到法治、分權和民主這幾個原則的衝突和調配，要面面

俱到幾無可能，每個國家只能依其社會背景、發展階段去做最適的選擇，

沒有什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模範公式。

54 這是九○年代以來歐洲司法行政組織改革很重要的動力，德國目前改革論述的重點也
在於此，可參Kramer, Barbara, Modernisierung der Justiz: Das neue Steuerungsmodell,
NJW2001, 3449ff.; Hochschild/Schulte-Kellinghaus, Qualitätsmanagement in der Justiz –
Wer steuert die Rechtsprechung? DRiZ 2003, 413-418.



28 公法學治理現代觀

不過回頭再看前述六種類型的司法行政組織，也許可以看得更清楚，

各自在憲法原則的調和上所作的價值選擇。

附表二 不同司法行政組織對相關憲法原則的調和

憲法原則
組織類型

法治
審判獨立

法治
司法給付

分權
權力制衡

分權
功能最適

民主
民意政治

民主
責任政治

Aa隸屬行政體系
－由司法部主管

低 高 中 低 高 高

Ab 隸屬行政體系
－由不同部會主管

低 高 低 中 高 高

Ba 獨立於行政體系
－法律專業自治

高 中 高 高 低 低

Bb獨立於行政體系
－混合專業與政界代表

中 中 高 中 中 中

Ca 自主司法部門
－法官社群自治

高 中 高 中 低 低

Cb自主司法部門
－終審法院兼理

中 低 高 低 低 低

各國一方面依其社經與法制條件選擇最接近的司法行政制度，另一方

面也會設法經由配套來彌補制度某些先天的不足。比如採Ca的美國，其聯

邦與州的各種司法會議組織，最可能受到質疑的，就是民主原則，但若了

解其法官的產生，或經由選舉，或經由行政、立法部門的提名同意程序，

而非僅通過專業考試，即知此一缺失已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借鑑美國

制度者，如果沒有移植類似的配套設計，自然會有問題。採Ba的西班牙，

也遭受相同的質疑，但組成員為法官、律師、教授已明定於憲法，如果要

調整只有修憲一途，結果在一九八二年社會勞工黨取得政權後，為打破他

們質疑的「階級司法」，為最高司法會議注入較多的民主因素，他們在一

九八五年很巧妙的運用修法手段，把憲法第一二二條所定十二名法官人選

的產生方式，從同儕選舉改變為國會選任，即在表面上不牴觸憲法成員規



司法行政組織的發展趨勢 29

定的情形下，把「選舉人」從法官轉移到國會，加上其他八名本來依憲法

就是由上下院各推薦四名，等於全部二十名委員（主席最高法院院長除

外）都由國會決定，藉以加速改變保守的審判體系。此一脫法方式當然引

起法界的不滿55，但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行政組織必然牽涉到的憲法原則衝

突問題，隨時調整是很自然的事。

司法行政組織的實際運作如果顯示過於乖離某一憲法原則，或事實上

並未能實現其標榜的某一憲法原則，即有調整的必要，否則會對憲政體制

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日本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二戰後日本重建憲政體

制，一方面痛定思痛，認為司法的獨立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美國

司法權完全脫離行政部門的影響，決定把司法行政權賦予終審的最高裁判

所，而非如戰前的大審院僅為單純審判機關，而由司法部掌理司法行政

（日本國憲法第七十七、八○）條）。但單一國的日本，最高裁判所作為

全國唯一的終審機關─不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實際上只管轄聯邦事件，

絕大部分的訴訟到州的最高法院為止，必須承擔最終救濟及統一法律見

解，創設重要法律原則，乃至維護憲法完整的重要功能，如何再去兼顧如

此重要的司法行政，實不能無疑56，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逐步建立司法行

政組織時，最高法院院長Hughes就非常擔心聯邦最高法院介入太多複雜的

行政工作，結果是在法曹協會理事長Arthur T. Vanderbilt強力遊說下，

才以「排除最高法院在聯邦司法行政中的角色」為條件，勉強同意美國法

院行政局的設立57。而且日本把司法行政權交給最高裁判所十五個法官掌

55 參閱Samaniego，前註17，頁318。
56 日本的最高裁判所分成三個小法庭，每週各評議兩次，第一法庭是星期一、四；

第二法庭是星期一、五；第三法庭則是星期二、五，全體法官參加的大法庭則在每星
期三評議，或舉行行政會議，其忙碌可知，可參O’Brien/Ohkoshi，前註33，頁41。

57 參閱Fish, Peter G., The politics of federal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1973, 163-164；事實
上即使只是兼掌憲法案件，和無涉憲法爭議的一般民刑事案件的終審救濟（非如大
陸行違憲審查在普通法院體系外另設憲法法院），已經有一定的排擠效果，前大法
官張特生在一篇短文中提到，1989年柏格首席大法官曾向來訪的我國大法官表示，
美國最高法院最好只管憲法爭議案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元化統包所有事件的
終審，可參張特生，司法院長何事當眾落淚─莫非是司法一元化惹的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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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要顧慮的已經不只是「法律專業主義」或「法官本位主義」，而根

本是「最高裁判所本位主義」，在組織成員利害高度一致的情形下（即使

產生背景有一定差異58），幾乎不可能期待任何司法的進步。俄羅斯在設

計法官資格委員會時，即特別以日本與外界隔絕的司法行政體系為其反

面教材，認為此一行政組織會造成審判體系內部法官思想的僵化59。然而

更令人疑慮的還不是這個，此一把司法行政權保留給司法部門的設計，

固然可以使部門獨立（branch independence）得到高度保障，但若權力集

中於終級的法院，部門內部的獨立，也就是下級法院法官免於最高裁判

所挾其行政權所為不當干預，反而很難顧全，部門獨立真正要保障的決

定獨立（decisional independece），受到的威脅一點都不小於A體制類型

受到來自外部行政權的威脅，等於白忙了一場。這個問題在日本的嚴重，

已經是研究日本司法學者的共識60。同樣採Cb類型的幾個中美洲國家，

所以都逐漸改弦易轍，都是因為此一負面的經驗。整體而言，六種類型

各有利弊，各國作成特定的選擇，或決定朝另一類型調整，代表對不同

憲法原則的優先次序有其不同的選擇，大概都可以從其政治體制，乃至社

會經濟條件找到合理的解釋，但其中的Cb型不僅在理論上很難得到較高的

評價（見附表二），實踐上也是困難重重，應該是最沒有參考價值的一個

雜誌，第241期（民國88年），頁96。
58 從一開始最高裁判所的組成就參照了一九四○年在美國密蘇里州創設，以後有半數

州仿行的選任模式(Missouri Plan)，即由一政黨中立的委員會在有法官出缺時，
提出三位候選人，而由州長從中任命一位，所有法官都要定期由國民投票審查。
法官的背景雖也包括了法官、檢察官、律師、教授（日本國裁判所法第四十一條），
和本文所稱的Ba型的組成類似，但一旦成為最高裁判所的法官，即不再保留原來
的職業，不具有「代表」功能，其多元性當然不能相提並論。

59 參閱Solomom，前註21，頁123。
60 John O. Haley, David M. O’Brien, Yasuo Ohkoshi等學者認為下級法院的法官不夠獨

立是因為被最高裁判所獨占的行政機制所操控，外部的影響不大；反之，J. Mark
Ramseyer, Francis Rosenbluth, Eric B. Rasmusen等學者，則從賽局理論、代理人理論
的角度研究審判受到干預的個案，而認為日本法官基本上只是自民黨的代理人，
最高裁判所的獨立行政權事實上並不足以抵擋外部政治力的穿透。詳細文獻出處請
參前註33書，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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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伍、我國組織改造的問題
我國的司法行政，在清朝時原有刑部專司，清末銳意改革司法，於光

緒三十二年改刑部為法部。中華民國開基南京時，設立司法部為九部之

一，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權限第四條第四款規定，司法

部長掌理關於民事、刑事訴訟事件，另及戶籍、監獄、保護出獄人事務與

其他一切司法行政事務，並監督法官。中華民國各部官職令通則第一條第

九款規定司法總長職掌時，又在民、刑事以外，加上非訟事務。等到臨時

政府北遷，先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後改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採三

權分立，參議院於民國元年略加修正，把總統下設國務院所屬的司法部，

從原有的法務、獄政兩司修正為民事司、刑事司及監獄司。清末遺規各省

還置提法使，為省的司法行政機關，監督各省各級審判廳及檢察廳，民初

保留此制一段時間以後，修正法院編制法廢除，由中央司法部統理全國司

法行政61。當時的民刑事審判權採四級三審，終審法院為大理院，行政訴

訟和公務員懲戒（糾彈事件）由直隸大總統的平政院行使（民國十三年改

設審政院），只有一級62。到了訓政時期（民國十七年），設司法院為總

攬治權的國民政府的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刑事審判、司法行政、官吏

懲戒及行政訴訟，但下設行政部掌司法行政，最高法院（承舊大理院）、

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承舊平政院職掌分屬兩機關）則行使三種

審判權，司法行政部到了民國二十一年即又改隸行政院。民國三十六年底

開始施行憲法，仍保留司法院，惟因憲法第七十七條未列司法行政，司法

院僅掌理民刑事審判、行政訴訟與公務員懲戒，而未如五五憲草的設計掌

理全國司法行政，但另增加了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律的職權，完全交給

新設的大法官行使，大法官和院長和副院長一樣，都是司法院的成員，

61 詳參羅志淵，近代中國法制演變研究，民國65年臺初版，頁402-404。
62 前註，頁40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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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原來行使民刑事訴訟、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的三個終審機關都還保

留，各有其行政部門，使得司法院本身的行政部門基本上只有輔助大法官

行使解釋權，並監督三個終審機關的功能。至於高等以下各法院及配置

法院的檢察署的司法行政，則如訓政時期由行政院下的司法行政部掌理。

此一司法行政組織在民國四十九年大法官做的釋字第八六號解釋實際上

已被認定不符合憲法，但一直拖了二十年，高等以下法院才改隸司法院，

全部的檢察署仍歸法務部（原司法行政部）管轄。民國七十一年釋字第

一七五號解釋再認定司法院有就司法組織及司法權行使事項提出法律案之

權，使司法院不僅取得完整司法行政權，且取代行政院對於司法「政策」

有決定之權，等到民國八十六年修憲，明定行政院編列總預算時不得刪減

司法院所提概算，其司法行政與政策權更因排除了行政院在預算上的掣肘

而更獨立。民國九○年釋字第五三○號解釋，認為司法院依憲法不應

「僅」為最高司法機關，而應同時為最高審判機關，要求在兩年內修法完

成改制，但截至本文完成時，三個終審法院仍未併入司法院。

回顧中華民國建國九十二年多的司法行政組織，可說大部分的時間

─民國元年到十七年，二十一年到六十九年─都屬於Aa類型，僅訓政

時期前四年（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一年）和民國六十九年迄今共二十八年，

司法行政才從一般行政部門獨立出來，而設於司法部門，本應歸類於

C型，但仍和Aa一樣採首長制，非如Ca或Cb的合議制。第五三○號解釋則

把我國的司法行政組織推向Cb型，只是遭到立法院的杯葛，未在其要求的

兩年限期內完成而已。和Cb型的日本、南韓不同的是，釋字第五三○號解

釋只要求司法院自己行使最終審判權，也就是司法院「審判機關化」，

對於現行的多元審判體系未置一詞（之前如釋字第四四八、四六六號解釋

皆曾肯定），因此司法院配合該解釋所提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只是把三

個終審法院併入司法院，加上原來的大法官，變成憲法法庭、民事訴訟

庭、刑事訴訟庭和行政訴訟與懲戒庭（修正案第三條），原來的高等法院

以下各法院和高等行政法院仍然分流，因此比較像瑞士的聯邦法院，各邦

採多元審判體系，到了聯邦則只設單一法院，裡面分庭（所謂一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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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不同於日、韓的一元到底。但瑞士的聯邦法院只有法院行政（受國

會監督），並無對各邦法院的司法行政權，因此還不能把瑞士歸於Cb型。

依司法院的改革藍圖，一元多軌的組織也將只是過渡，預計民國九十六年

底將進入各庭不再設分庭的第二階段，屆時必須先完成修憲，才能走向所

謂一元單軌制，而於民國一○○年，把司法院完全按日本的最高裁判所模

式打造，司法行政組織將成為純粹的Cb類型。

整體而言。我國自建國以來的司法行政組織，雖有從行政部門

（Aa）到獨立司法部門（C）的兩次轉折，但應注意的是：第一，自始都

採首長制；第二，司法行政權和審判權始終分離。首長制在決策上較為明

快，責任歸屬也比合議制清楚，對於初建的司法體制，提高法曹專業品質

與操守為其首要之務，確實需要劍及履及的領導與執行力。在採行政對

立法負責的Aa體制下，劃歸行政部門的司法行政部，尤其可藉國會監督

而強化其負責，從行憲到民國六十九年改制的三十三年間，九易司法部

部長63，比起改制後的司法院，二十四年僅有四位司法院院長64，前者在

責任政治上顯然較能貫徹。但首長制的缺點也非常明顯，視野不足而流於

獨斷，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無法廣納法官參與行政決策，獨立的保障

也會明顯不足，在行政權設於行政院下時，干預不止來自黨政上層，還會

受到負責對象的立法院干擾。即使在司法行政權轉移到司法院，而不再對

立法院負責以後，外部干預雖明顯減少。但所謂部門的獨立仍因沒有法官

制度化的參與行政，而不具有實質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民國八十一年

修正司法院組織法，建立有各級法院法官代表參與的人事審議委員會，

便可說是我國司法行政組織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已奠定了向Ca類型發展

的基礎。兩年後施啟揚擔任院長時成立的司法改革委員會，又希望對司法

院做大幅改革，提出了三個「審判機關化」的方案，等到成立司法院定

63 先後為謝冠生、張知本、林彬、谷鳳翔、鄭彥棻、查良鑑、王任遠、汪道淵、李元簇。
64 黃少谷七年，林洋港七年，施啟揚五年，翁岳生五年迄今。



34 公法學治理現代觀

位委員會做進一步研究後，發現問題重重又予否決65，改採筆者所提的

「現制改良案」，這個方案改革的重點，即基於人事審議委員會的經驗，

並參照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的最高司法會議體制，建立更廣泛參與的合議

組織，擴大設立司法院會議，在不修憲的前提下，把合議制的精神注入首

長制。會議的成員以司法首長與法官代表為主，但另加上律師與法學教授

代表，即混合了Ba類型，以避免法官本位主義。這個改革方向和九○年代

以來整個歐洲大陸，乃至澳洲、中美洲國家的發展，都可說不謀而合，

可惜還未見實施，院長即遭撤換，在司法改革委員會擔任司法院定位小組

召集人的翁岳生大法官被任命為院長，就職後立刻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

議，原來主張審判機關化的學者和法官代表捲土重來，果然通過審判機關

化案，並成為司法院的政策，已如上述。

行憲以來，以民國六十九年改制為分水嶺，原來的司法行政體制因為

考核監督的強大權限，在提高專業水準上確有其便利，也較能負責

（accountable），改制則反映了民主化的時代潮流，對於審判獨立，切斷

政治干預較為有利，也就是藉部門獨立的強化來提高審判獨立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藉此提高社會對司法的信賴，在審判體系的整體專業能力已

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以後，此一從負責向獨立推移的改革，確實較能反映當

時社會發展的需要66。惟除了受限於憲法仍維持首長制，而無法擴大法律

社群的參與，已如前述外，另外較特別的是，改制時刻意把檢察部門留

在行政院，非如歐洲各國，不論採A型或B型，都把檢察事務的行政和審

判事務的行政在組織上合一，合一的理由很清楚，一方面在於刑事訴訟法

及憲法上檢察官的定位，同為廣義的司法機關，而在身分和職務上，受

到一定程度（當然低於法官）的獨立保障，另一方面則在刑事訴訟制度上

審檢猶如鳥之雙翼的密切關係。我國的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上雖為當事

65 三方案的評估詳見拙文，司法院重新定位，司法改革的再改革，民國87年，頁252-
263。

66 可參拙文對我國四階段司法改革的分析，反思臺灣司法改革的經驗，走入新世紀的
憲政主義，民國91年，頁31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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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此一法律上的定位僅在審判程序（起訴後判決前）中具有功能性的

意義，就整個刑事訴訟制度而言，即使在大法官作成釋字第三九二號解

釋，強制處分權陸續被轉移或限制以後，我國的檢察官毫無疑問仍為具有

強烈司法機關性格的公務員，而不能與一般公務員同視，從而大法官也

重複解釋，肯定其在憲法上同受某種程度的獨立保障，其地位大體上與歐

陸國家相近，何以在行政組織上不納入司法院，而仍留在行政院，雙軌行

政造成諸多管理的困擾，增加刑事訴訟的成本，而且藉改制提高人民對司

法整體信賴的目的，也大受影響，實為該次改革的一大敗筆67。

至於司法院再次重新定位的最新改革，則更是完全誤入歧途。民國

八十四年底成立的司法改革委員會和民國八十八年舉行的全國司法改革委

員會，所作有關司法院定位的決議，從其討論紀錄即知，是建立在對我國

制憲歷史68，以及各國司法制度極其破碎的認知基礎上，故一開始便強調

必須「淡化司法院之司法行政色彩，避免司法行政凌駕審判之誤會」，

67 有關檢察行政併入司法院的司法行政問題，可參拙文，有關檢察官體制定位的一些
看法，司法改革的再改革，民國87年，頁269-277。相關釋字第八六號解釋完全未
觸及檢察官的定位，和司法行政組織的歸屬，民國69年審檢分隸的改革就此部分完
全與該號解釋無關，而是改革者的創舉，這一點我早已指出（頁275）。最近有學者
說「如果蘇教授早生三十年，恐怕連釋字第八六號解釋有關審檢分立的見解也會遭
其痛加撻伐」，參閱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制度選擇與司法院定位，臺大法學論
叢，第32卷第5期（2003），頁63註16，但看該解釋理由書：「其所謂審判自係指各
級法院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而言，此觀之同法第八十二條所定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
組織以法律定之，且以之列入司法章中，其蘄求司法系統之一貫己可互證，基此理
由則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自應隸屬於司法院」，和之前釋字第十三號解釋
同樣以憲法第八十二條結合法院組織法有關檢察機關「配置」法院的規定，導出檢
察官的身分保障，不知從哪裡可以得出審檢必須在組織上分立（隸）的結論？我也
不知道釋字第五三○號解釋的錯誤和釋字第八六號解釋扯得上什麼關係？

68 比如在司法改革委員會對司法院定位問題定性時，召集人翁岳生大法官即以當初制
憲時因條次調整的疏忽，才誤將大法官職權限於憲法解釋與統一解釋法令，作為司
法院應朝審判機關化改革的主要理由，可參第一研究小組總結報告，司法院，司法
改革委員會會議實錄（上輯），民國85年，頁1-2，實際上制憲史料顯示的制憲意旨
非常清楚，使大法官僅掌理解釋權，是考量其工作量不宜兼理一般審判，絕非誤植，
可參國民大會速紀錄，第十次會議，載國民大會制憲會議紀錄謄本，頁10-19；
薩孟武在其教科書「中國憲法新論」（民國75年）中也提到，當時制憲代表對大法
官是否專司解釋有兩派意見，最後主張專司者為多數，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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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與司法行政監督相結合，與審判有關之司法行政監督，由行使審判

權之機關行使」，以為這才符合世界潮流69。殊不知美國固然從來就沒有

賦予聯邦最高法院任何跨越法院的司法行政權，不能與日本牛驥同皁，如

委員會討論時所假設70。真正把司法行政權交給終審法院的，只有日本、

南韓和少數中美洲國家，後者也已經因為審判獨立反而「無法」充分保障

的負面經驗而開始轉向，如本文第二節所述。仍然堅守此一類型的日本，

其成效早已受到各方嚴厲批評71，只能當成反面教材，我國的改革者卻幾

乎是從日本看世界，完全不知道司法行政在現代司法制度的重要性，以及

不斷調和幾個相互衝突的憲法原則，尋找最適合的司法行政組織，對履行

國家的司法給付義務，保障審判獨立具有如何的關鍵性。民國八十八年的

全國司法會議後，司法院所定的審判機關化政策，竟準備花十年的時間把

一個本來還可以在獨立和負責間找到合理中間點的體制，推向一個既不能

充分負責，又會減損獨立保障的過時體制，其決策思考的混亂，實已到了

匪夷所思的地步72。民國九○年大法官通過的釋字第五三○號解釋，等於

69參閱司法院，司法改革委員會會議實錄（中輯），民國85年，頁653。後來在全國司
法改革會議中，司法院研擬的「司法院擬提司法改革討論議題」，就「司法院定
位」提出三個改革方案的主要理由也是：「期以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為方向，在全國
司法改革會議中將此議題討論定案，使我們的司法制度更現代化，司法機關的組織
更符合世界潮流」，但三案卻都採最違反世界潮流的終審法院兼理司法行政，詳參
司法院編印，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實錄，上輯，民國八十八年，頁83

70 未參與委員會的黃昭元在這個問題上同樣錯誤假設了我的「誤解」，我說美國由司
法會議行使的司法行政權是由「非審判機關」行使，很清楚指的是司法會議非審判
機關，從而和日本把司法行政權交給最高裁判所，不可相提並論，我怎麼會不知道
美國的司法行政權從來沒有交給行政部門？本文第三節的分類應該可以澄清黃教授
自己的誤解，可參黃昭元，前註66文，頁9，附註16。

71 除了前引美國與日本學者的文獻外，國內學者就此也早有批評，可參陳榮和，從日
本制度之變革析論我國當前司法改革，李鴻禧教授祝壽論文集─現代國家與憲法，
民國86年，頁1047-1049。

72 此處還只是從司法行政的角度來觀察，若從審判體系的一元或多元，違憲審查的集中
或分散等，更直接影響人民訴訟權的角度來觀察，此一僅執「審判機關化」的大纛，
根本未對改變審判制度的利弊深入辯論，就幡然改制的決策方式，簡直令人咋舌。
事實上司法院從決定審判機關化到今天，還不確定是否要完全廢除司法院的解釋權，
而新設不久的高等行政法院也沒有要隨最高行政法院併入司法院而廢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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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為此一三階段改革計畫的第一階段注入了憲法上的正當性（第三階

段的改革仍與憲法牴觸而須藉修憲完成），其論理的粗糙姑且不論73，令

人驚訝的是，一方面正確的從憲法第十六條人民的訴訟權（司法受益

權），找到了司法行政的憲法基礎，而肯定「最高司法機關自有行政監督

之權限」，復從憲法第八○條的審判獨立原則，推出了司法機關應有自主

性，但為何司法院這個最高司法機關不能是國家專責保障司法受益權實現

的最高司法行政機關？為何基於自主性而有發布審判規則權的不是審判體

系的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而必須是司法院？又如何在憲法未明文規

定的情形下，推出最高司法機關必須兼理審判與行政的結論？我國司法傳

統固然從未把審判與行政功能置於同一機關，制憲時更是明確排除由司法

院同時掌理審判與行政74，而比較世界各國的司法行政組織類型，也顯示

由審判機關掌理司法行政者為絕對的例外，此一少數例外的經驗更顯示，

在憲法民主、分權、法治諸原則的調和上，毋寧為最壞的選擇75，大法官

這種終審法院一元化而下級法院多元化的審判體系，雖有瑞士的先例，如本文所述，
但瑞士是典型的聯邦，或有其不同的考量。關於此部分的評析可參拙文，飄移在
兩種司法理念間的司法改革─臺灣司法改革的社經背景與法制基礎，走入新世
紀的憲政主義，民國91年，頁343-368；至於違憲審查制度的改變，則為學者較關
注者，留德的吳志光認為此一改革「欠缺深入之評估」，參所撰，違憲審查制度
與司法一元化─兼論比較法上的觀察，比較違憲審查制度，民國92年，頁37。
留日的李仁淼也認為此一改革是「驟下結論」、「十足堪憂」，可參所撰，司法權的
概念─由日本「客觀訴訟」與司法權觀念之論爭，反思我國司法院定位問題，
當代公法新論（上），翁岳生七秩祝壽論文集，2002年，頁956。

73 拙文，憲法解釋方法上的錯誤示範─輕描淡寫改變了整個司法體制的釋字第五三○
號解釋，走入新世紀的憲政主義，民國91年，頁369-400。

74 政治協商會議憲草修改原則第四點：「司法院為國家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
可參雷震，制憲述要，雷震全集，民國78年，頁40-41；故大法官如果真的這麼在意
「制憲本旨」，則司法院就應該改變為一個單純的美式最高法院，不該保有司法行政
權，一如釋字第八六號解釋的不同意見所作的說明。如果為了落實司法的部門獨立，
而一定要把司法行政權留在司法院，就只有在憲法第七十七條「掌理」的文義中找到
空隙，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掌理是「兼掌」審判和司法行政，特別是和五五憲草、
政治協商會議結論對照就知道，這哪裡是回歸制憲本旨，根本是強暴制憲本旨。

75 重視分權原則的國家，對於法官同時行使行政或立法權多極為排斥，德國法官法
第四條第一項即宣示禁止法官行使立法或行政權的原則，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及第
四十二條更做了進一步的限制，即可說明，其詳可參Staats, Johann-Friedrich,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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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竟能推出我國憲法隱含此一要求的結論，而要全盤改變將近一世紀的

司法傳統，其大膽與無知，不僅在理論上全無依據，即在其他體制解釋

中也相當少見。至於解釋將立即造成司法行政組織的諸多困難，此處不

再贅述76。由於大法官的憲法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的效力，包括民選的

立法院，故立法院不論基於何種理由抗拒執行解釋的諭知，對憲法體制都

是不幸的挫傷。如今之計，立法院先依解釋修法，再循修憲途徑改制，固

然可以修補傷痕。如果司法院能像過去變更解釋一樣，在適當機會變更此

一不當的解釋，自然可以更低的成本，對我國的司法與憲政做出貢獻。

陸、結 語

司法行政是一個應重視而一直未受到重視的問題，其中司法行政組織

更是直接牽引幾個民主、分權與法治相關原則的衝突，對於審判獨立和審

判的有效、公平給付，扮演極關鍵的角色，所以在最近十年已經成為各國

司法改革的一個重點。我國從民國八十三年啟動的司法改革也注意到了組

織的問題，但參與決策或諮詢者，一方面把焦點不當的縮小到「司法院」

這個機關的定位上，而且把司法行政和審判體系問題混為一談，對於司法

行政組織涉及的憲法原則衝突和調和問題，固然是一知半解，對於世界各

國的發展，更是全然無知，人云亦云，最後才會導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

多數結論，大法官盲目跟進，居然曲解「制憲本旨」，把可爭辯的政策說

成是憲法的要求，以致連重新釐清問題，再開政策辯論的空間都被剝奪

了，以司法箝制民主的制度選擇，做了非常不好的示範。本文希望藉各國

司法組織近年發展的情形，及其背後憲法理念的分析，對於還原問題的本

dem Richteramt unvereinbare Wirkung an der gesetzgebenden und der vollziehenden
Gewalt, DRiZ 2001, 103-110 。

76 針對遠程的一元單軌，可參拙文，金字塔的理念與迷思─何不以金字塔群來取
代金字塔，大幅降低無謂的改製成本？，於走入新世紀的憲政主義，民國91年，
頁299-316；針對近程的一元多軌，可參拙文，新司法院面對的制度困境，臺灣本
土法學雜誌，第48期（2003年），本土論壇，頁1-2；同院同級不同酬？─司法院
改制後必須面對的俸給法問題，法令月刊，第54卷第8期（2003年），頁8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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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會有一些幫助。

我國司法院的設計，原即寓有以部門獨立來強化審判獨立保障的意

思，比多數的歐陸國家的部會行政組織更偏好獨立的價值，惟行憲後仍維

持由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主管司法行政的舊制，使司法院實質上只是解釋

機關，雖使審判體系的專業化改革更容易推動，但對於審判獨立與司法公

信的建立自較不利，所以後來才有把高等法院改隸司法院的改革，再繼之

以法律提案權及獨立預算權的賦予，使我國到了九○年代實已建立了世界

上自主性最高的司法部門，比較大的缺點只有：一、未將同樣需要獨立保

障的檢察權納入；二、沒有類似最高司法會議的組織，廣納法官代表，

並加上律師、教授乃至其他社會人士（如管理專家）的參與，無法為司法

行政提供較寬廣、較符合現代行政管理的視野與理念。最近十年的司法改

革，在司法行政組織方面如果能在這兩點上著力，其實已可大幅改善我國

的司法，同時提高獨立與效率。在審判機關化的錯誤改制已經很難逆轉

後，比較可能的調整就是修憲，正值兩股政治勢力都有意對憲法做較大幅

度的修改，我就以本文所作的思考為基礎，重擬我國憲法的「司法章」作

為本文的結論。

附表三 有關司法的修憲建議

司法（建議修正條文） 司法（現行憲法條文） 說 明

第○條
憲法法院、最高法院及最

高行政法院均為國家最高審
判機關。

第七十七條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

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
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
戒。

明確規定最高審判機關，維
持多元審判體系傳統。

第○條
憲法法院審理法律、命令

違憲疑義、機關權限爭議、
中央地方權限劃分爭議、政
黨違憲解散及總統、副總統
之彈劾案。

政黨依其目的或其行為，

第七十八條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

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

一、維持集中違憲審查制傳
統，專設憲法法院，並
明定其主要職權，廢除
統一解釋制度。

二、第二項參照增修條文第
五條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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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建議修正條文） 司法（現行憲法條文） 說 明

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
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第○條

憲法法院由大法官九人組
成，其中一人為院長，由總
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之。

憲法法院法官任期八年，
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
得連任。

第七十九條
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

人，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
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設大法若干人，掌
理本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事
項，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
同意任命之。

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
二項

明定憲法法院組織，沿襲增
修條文第五條第一、二項大
法官產生的現制。

第○條
最高法院為審理民、刑事

訴訟之終審機關。

明定最高法院的審判權。

第○條
最高行政法院為審理行政

訴訟及公務員懲戒之終審機
關。

明定最高行政法院的審判權

第○條
法院組織以法律定之，不

得設立特別法院。

第八十二條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

織，以法律定之。

明定不得設立特別法院，廢
除軍事審判機關。

第○條
國家司法會議為國家最高

司法行政機關，就司法事項
並有提出法律案之權。憲法
法院、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
法院院長、法務部部長、檢
察總長及全國律師公會理事
長為當然委員，並以憲法法
院院長為主席。各級法院法
官、檢察官選出代表總額不
得少於委員半數，並應有律
師及法學教授代表參加。

國家司法會議提出之年度

第八十二條
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六項

參酌法國、義大利等國憲
法，明定國家司法會議組
織，改以合議方式行使司法
行政權，以保障審判不受干
預，並使司法行政的運作更
為順暢。
第二項參照增修條文第五條
第六項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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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建議修正條文） 司法（現行憲法條文） 說 明

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
減，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
審議。

國家司法會議之組織，以
法律定之。
第○條

法官須超出黨派之外，依
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
干涉。

檢察體系以檢察總長為最
高首長，依檢察一體原則獨
立行使檢察權。

第八○條
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

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
干涉。

除宣示審判獨立原則外，並
明確保障檢察權之外部獨
立。

第○條
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

法院院長、檢察總長，均任
期八年，不得連任，由總統
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最高法院院長、最

高行政法院院長及檢察
總長的任期、提名及任
命方式，並均由總統提
名、立法院同意後任
命，以強化各該機關行
使職權的獨立保障。

第○條
法官之身分應受保障，非

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
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
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
俸。

檢察官之身分保障，除轉
調外，與法官同。

第八十一條
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

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
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
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

一、第一項照原憲法規定，
惟回歸公務員退休保
障。

二、第二項依大法官釋字第
十三號解釋增訂。

第八十二條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

織，以法律定之。

已無司法院之設計，故本條
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