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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6756 號

案由：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司法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5 日
發文字號：院台廳司一字第 108001151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ATTCH1
主旨：檢送「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為貫徹大法官解釋權為司法權一環之憲法意旨，原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已修正為憲法
訴訟法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及總統公布，新法定自公布後 3 年，即 111 年 1 月正式施行。
依憲法訴訟法，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方式及程序全面司法化、法庭化及裁判化，由大法官組
成憲法法庭，以嚴謹之訴訟程序及法院模式運作，審理結果亦以裁判方式呈現，以符司法
審判權之本質，並新增「裁判憲法審查案件」為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範疇。為因應釋憲制
度司法化及法庭化之重大變革，以充實大法官審判事務及相關司法行政事務所需之輔助人
力及資源，爰擬具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憲法訴訟法對於大法官職權行使方式之修正，於本法明定憲法法庭之組織。（修
正條文第 3 條）
(二)配合憲法訴訟法之修正，大法官審理案件方式已生重大變革，為因應業務推動之必要
，故本院所設大法官書記處應更名為憲法法庭書記廳。（修正條文第 9 條）
(三)憲法訴訟法施行後，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業務及周邊配合行政事項，均需司法院憲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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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書記廳協助辦理，是司法院相關職務之原法定員額上限有調整之必要。（修正條文
第 12 條）
(四)為發揮憲法法庭最大之審理效能，有借助嫻熟訴訟實務運作，且學識、經驗豐富之實
任法官至司法院辦事，協助大法官辦理案件之審查、分析法律問題、草擬裁判書及其
他交辦事項之必要。惟現行條文就實任法官之調任性質不明確，爰修正文字並調整辦
理事務內容。（修正條文第 13 條）
(五)為協助處理案件之審查、爭點整理、資料蒐集等基礎輔助審判事務，加速大法官審理
案件之效能，爰增加大法官助理之員額上限並調整辦理事務內容。（修正條文第 14 條
）
(六)配合第 9 條第 6 款之修正，將大法官書記處修正為憲法法庭書記廳，並明定該廳辦理
支援審判業務事項科長、股長之兼任資格。（修正條文第 16 條）
(七)配合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明定本次修正第 3 條、第 9 條及第
16 條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 22 條）
二、檢附「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含附件）、本院公共關係處（含附件）、本院參事室（含附件）、本院
司法行政廳（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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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貫徹大法官解釋權為司法權一環之憲法意旨，原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已修正為憲法訴
訟法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及總統公布，新法定自公布後三年，即一百十一年一月正式施行。依憲法
訴訟法，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方式及程序全面司法化、法庭化及裁判化，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以
嚴謹之訴訟程序及法院模式運作，審理結果亦以裁判方式呈現，以符司法審判權之本質，並新增「
裁判憲法審查案件」為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範疇。為因應釋憲制度司法化及法庭化之重大變革，以
充實大法官審判事務及相關司法行政事務所需之輔助人力及資源，爰擬具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憲法訴訟法對於大法官職權行使方式之修正，於本法明定憲法法庭之組織。（修正條文第
三條）
二、配合憲法訴訟法之修正，大法官審理案件方式已生重大變革，為因應業務推動之必要，故本院
所設大法官書記處應更名為憲法法庭書記廳。（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憲法訴訟法施行後，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業務及周邊配合行政事項，均需司法院憲法法庭書記廳
協助辦理，是司法院相關職務之原法定員額上限有調整之必要。（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四、為發揮憲法法庭最大之審理效能，有借助嫻熟訴訟實務運作，且學識、經驗豐富之實任法官至
司法院辦事，協助大法官辦理案件之審查、分析法律問題、草擬裁判書及其他交辦事項之必
要。惟現行條文就實任法官之調任性質不明確，爰修正文字並調整辦理事務內容。（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
五、為協助處理案件之審查、爭點整理、資料蒐集等基礎輔助審判事務，加速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效
能，爰增加大法官助理之員額上限並調整辦理事務內容。（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六、配合第九條第六款之修正，將大法官書記處修正為憲法法庭書記廳，並明定該廳辦理支援審判
業務事項科長、股長之兼任資格。（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七、配合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明定本次修正第三條、第九條及第十六
條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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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司法院置大法官十五
人，依法成立憲法法庭行使
職權。

第三條 司法院置大法官十五
人；其職權之行使，另以法
律定之。

配合憲法訴訟法對於大法官職
權行使方式之修正，於本法明
定憲法法庭之組織。

第九條 司法院設下列各廳、
處，掌理本院行使職權之相
關事項：

第九條 司法院設下列各廳、
處，掌理本院行使職權之相
關事項：

配合憲法訴訟法之修正，大法
官審理案件方式已生重大變革
，為因應業務推動之必要，故

一、民事廳。
二、刑事廳。
三、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四、少年及家事廳。

一、民事廳。
二、刑事廳。
三、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四、少年及家事廳。

第六款本院所設之大法官書記
處應更名為憲法法庭書記廳。

五、司法行政廳。
六、憲法法庭書記廳。
七、秘書處。
八、資訊處。
九、公共關係處。

五、司法行政廳。
六、大法官書記處。
七、秘書處。
八、資訊處。
九、公共關係處。

第十二條

司法院置秘書八人

第十二條

司法院置秘書八人

一、憲法訴訟法施行後，大法

至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八
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七人
，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二職等；編纂三人，職

至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八
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七人
，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二職等；編纂三人，職

官審理案件之業務及周邊配
合行政事項，均需司法院憲
法法庭書記廳協助辦理，是
司法院部分職稱，如專門委

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
職等；專門委員八人至十五
人，高級分析師一人，高級
管理師一人，職務均列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
長三十一人至五十五人，職
務列薦任第九職等；編審六
人至八人，專員四十二人至
五十四人，分析師四人，技
正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
職等至第九職等；設計師三
人，管理師四人，職務均列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
科員八十七人至一百三十五
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
職等；專門委員八人至十二
人，高級分析師一人，高級
管理師一人，職務均列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
長三十一人至四十九人，職
務列薦任第九職等；編審六
人至八人，專員四十二人至
五十四人，分析師四人，技
正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
職等至第九職等；設計師三
人，管理師三人，職務均列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
科員八十七人至一百十五人
，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速

員、科長、管理師、科員、
書記官、助理設計師、書記
等，其法定員額上限有調整
之必要。
二、第二項未修正。

速記員一人至二人，職務列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

記員一人至二人，職務列委
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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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至第七職等；技士五人，

至第七職等；技士五人，職

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一等
書記官五人至九人，職務列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
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書記官
十二人至二十人，職務列委
任第五職等，其中九人，職

二等書記官六人至九人，薦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三
等書記官十二人至十九人，
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務得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
職等；助理設計師七人，職
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
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操作員

助理設計師八人，職務列委
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操作員八人，
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

八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
至第五職等，其中四人，職
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助理
員一人至六人，職務列委任

職等，其中四人，職務得列
薦任第六職等；助理員一人
至六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
等至第五職等；法警一人至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法警
一人至三人，職務列委任第
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十
二人至十八人，職務列委任

三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
至第五職等；書記二十人至
三十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
等至第三職等。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司法院原依雇員管理規
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

司法院原依雇員管理規
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
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

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
離職時為止。

離職時為止。
第十三條 司法院因業務需要
，得調各級法院法官至司法
院辦理行政事項。
司法院因大法官審理案
件需要，得調實任法官至司
法院辦事，承大法官之命，
協助辦理案件之審查、法律
問題分析、裁判書草擬及其
他交辦事項。

第十三條 司法院因業務需要
，得調各級法院法官至司法
院辦理行政事項。
司法院因大法官審理案
件需要，得調實任法官至司
法院協助辦理案件之實體審
查、爭點分析及裁判書草擬
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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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受
理包括法規範憲法審查、裁
判憲法審查、機關爭議、總
統、副總統彈劾、政黨違憲
解散、地方自治保障、統一
解釋及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
司法院解釋之案件，種類繁
多，所涉甚廣。為發揮憲法
法庭最大之審理效能，有借
助嫻熟訴訟實務運作，且學
識、經驗豐富之實任法官至
司法院辦事，協助大法官辦
理案件之審查、分析法律問
題、草擬裁判書及其他交辦
事項之必要。惟現行條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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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任法官之調任性質不明確
，爰修正第二項文字並調整
辦理事務內容。
第十四條 司法院置大法官助
理十五人至六十人，依相關
法令聘用專業人員充任之；
承大法官之命，協助辦理案

第十四條 司法院置大法官助
理十五人，依相關法令聘用
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承大
法官之命，協助辦理案件之

一、為協助處理案件之審查、
爭點整理及資料蒐集等基礎
輔助審判事務，加速大法官
審理案件之效能，第一項增

件之審查、爭點整理、資料
蒐集及其他交辦事項。
具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者
，經聘用充任大法官助理期

程序審查、爭點初步整理及
資料蒐集等事務。
具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者
，經聘用充任大法官助理期

加大法官助理之員額上限並
調整辦理事務內容。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間，計入其專業執業年資。
大法官助理之遴聘、訓
練、業務、管理及考核等相
關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間，計入其專業執業年資。
大法官助理之遴聘、訓
練、業務、管理及考核等相
關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第十六條 各廳、處得視業務
需要分科辦事；各科於必要

第十六條 各廳、處得視業務
需要分科辦事；各科於必要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第九條第六款之修正

時得再分股，股長由薦任秘
書、編審、專員、分析師或
薦任科員兼任，不另列等。
憲法法庭書記廳辦理支

時得再分股，股長由薦任秘
書、編審、專員、分析師或
薦任科員兼任，不另列等。
大法官書記處辦理支援

，第二項之「大法官書記處
」修正為「憲法法庭書記廳
」，並明定該廳辦理支援審
判業務事項科長、股長之兼

援審判業務事項之科長得由
一等書記官兼任，股長得由
一等書記官或二等書記官兼
任，均不另列等。

審判業務事項之科長、股長
得由薦任書記官兼任，均不
另列等。

任資格。

第二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但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第三條、第九條
及第十六條自一百十一年一
月四日施行。

第二十二條
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

政 20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憲法訴訟法之實施日
期，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本
次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九條
及第十六條自一百十一年一
月四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