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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疇，但因不具有急迫與重大性而

不合「公共福祉」之構成要件，是仍

不得實施徵收，顯然兩概念有上下位

階之別，即非謂只要符合公共利益之

公共事業即可滿足土地徵收之要件而

得為土地徵收，此一見解實發人深省。 

二、公、私利益之衡斷 

倘若需地人能證明其徵收土地之

公共利益「優先」於被徵收人之私利

益者，亦即公利益之重要性大於私利

益者，則符合上文「公共福祉」之要

件而得「申請」徵收，然主管機關如

何「衡斷」公、私利益，仍是個無法

迴避之議題。茲以都市計畫之形成為

例，首先規劃機關須臚列規劃範圍內

所有重要之公私利益項目與內容，此

可藉由公聽會等之舉辦以廣納民眾意

見而獲得，繼之再藉由專家意見就所

蒐集公私利益賦予不同權重，最後再

施以衡量（狹義衡斷），此時，規劃機

關 應 注 意 避 免 濫 用 裁 量 權 限

（Stollmann,2009,82ff.），事實上此「衡

斷規定」（Abwägungsgebot）亦為建築

法典第 1 條第 7 項所明定者，一旦都

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其內容（如土地

使用強度規定）即成為規劃範圍內「公

共利益」之代名詞並成為嗣後土地開

發之指導原則，拙文以為此衡斷機制

應可適用於土地徵收之判斷上。又，

即使公、私利益衡斷結果顯示公益優

於私利，則仍須通過上文所提比例原

則之檢驗，亦即其仍須受到憲法上「必

要 性 原 則 」（ Grundsatz der 

Erforderlichkeit）之限制而不會逕取得

實施徵收之合法性。茲以農地使用中

被劃定為道路用地以供附近社區居民

通行為例，說明其是否具徵收合法

性？倘若徵收結果將會破壞原本健全

之農業（場）結構並導致其所有人無

法續為合理使用者，則該徵收並不符

旨揭「公共福祉」之意涵（要件），是

仍不得實施之，除非其所有人已取得

適當「替代地」（Ersatzland）、遷移其

農場而能繼續務農者，始得核准該徵

收案（BGHZ 68, 100/104），此對照我

國（恣意）徵收私人土地後再輔以「一

併徵收」（土地徵收條例第 8 條）之思

維，著實具啟發性。 

三、對我國之啟發 

 拙文於簡略介紹德國土地徵收

與公共利益制度之後，再反思我國現

行土地徵收與公共利益制度，茲謹提

下述兩點淺見供參： 

（一）需地人對每件土地徵收申請案

必須檢附其所具「公共利益」之內涵

與理由，並儘可能予以具體化，以供

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之用（土地徵收

條例第 15 條）。 

（二）徵收審議委員會必須針對土地

徵收申請案建構一套公、私利益之衡

斷機制，並進行徵收對社經環境之預

先性影響評估，再以其結果作為徵收

准駁之依據。 

依法徵收補償？一則公共設施 
保留地之徵收補償事例 

陳立夫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按土地徵收條例第 30 條規定，都

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徵收，

係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公

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而何謂「公

共設施保留地」？何謂「非公共設施

保留地」？目前行政實務上，對於公

共設施保留地之概念，係認為私有土

地經都市計畫指定保留擬供為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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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使用者，為公共設施保留地；但一

經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或已開闢

為公共設施使用者，即非屬公共設施

保留地。 

又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例第三十條第一

項規定之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

均公告土地現值，指毗鄰各非公共設

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之平均數；……。」

準此規定，所謂「毗鄰非公共設施保

留地」，行政實務上將其解為指其「毗

鄰各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亦

即，係指整個徵收區段以外之毗鄰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並非指個別被徵收

土地之毗鄰土地1。另「毗鄰」之概念，

係「相接連」之意；且認為所稱「毗

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不宜擴充解釋

為「毗鄰非公共設施用地2」。於是，

於上述概念下，擬被徵收之「公共設

施保留地」，其相接連之土地（區段）

縱為「公共設施用地」（區段），亦屬

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3。 

                                                 
1  此亦為司法實務所採。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277 號判決；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934 號判決；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1870 號、91 年度

訴字第 1089 號、95 年度訴字第 802 號、97

年度再字第 7 號判決。 
2  內政部 85 年 4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8504185

號函（參閱台北市政府公報 85 年夏字第 40

期 3‐4 頁）。 
3  筆者以為，法解釋上，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所稱「毗鄰」之意涵，應不以「相接連」

者為限，「鄰近」者亦屬之；且計算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徵收補償地價時，將「非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概念包含「公共設施用地」時，

將有違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地價規定

之立法意旨。詳細請參閱陳立夫「公共設施

保留地徵收地價補償標準之探討——評最

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254 號判決」東

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九回報告資料（98 年

12 月）。 

而由於同一用途公共設施保留地

之範圍內，通常包含多數宗地，其原

屬同一區段。若主管機關採逐年編列

預算，對於同一區段（或相互毗鄰不

同區段）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分年

逐次取得土地（成為公有或開闢）；

結果，於前述實務上對於公共設施保

留地認定之見解下，將產生原屬同一

用途範圍（區段）之公共設施保留地，

因被分年逐次取得或開闢公共設施，

則依法完成徵收部分，已非屬公共設

施保留地，應另劃設其地價區段，致

毗鄰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即尚未被徵

收取得，仍屬私有之部分）之區段範

圍隨之變動，且其公告土地現值往往

亦隨之變動，進而導致同一公共設施

保留地之徵收補償價額不同，而呈現

不合理之情事4。尤其，於此情事下，

更導致公共設施保留地徵收，依法計

算其補償地價時，該毗鄰（接連）之

「公共設施用地」雖已成為不融通之

公物（例如：道路用地），且就公法上

用途管制之角度言，其限制程度往往

更甚於公共設施保留地5，其幾無市場

交易價值之地價（公告土地現值）卻

亦應併入計算，以作為公共設施保留

地之徵收補償地價；甚至，有僅以毗

鄰之公共設施用地（非公共設施保留

                                                 
4  申言之，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若分年徵收取

得，則被徵收取得之部分，依實務見解，已

屬公共設施用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於

是，依規定應另劃設其地價區段，而其區段

地價（公告土地現值）又往往被調降。此將

影響毗鄰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補償地價

之計算。 
5  按公共設施保留地，雖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

的之使用；但於未被取得供指定之公共設施

使用前，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申請為

臨時建築等妨礙指定目的較輕之使用（都市

計畫法第 50 條、第 51 條及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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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徵收補償地

價之情事。 

針對上述情事，茲以最高行政法

院 98 年度判字第 254 號判決（徵收補

償事件）之事實為例說明之。亦即，

該事件之系爭A地號土地於 94年公告

徵收當時，為 120 號地價區段（公共

設施保留地、公園預定地地價區段）

中之一筆土地。又，120 號地價區段四

周為 119-2、119-3、119-4、119-5、

119-6、119-7 號地價區段所圍繞（毗鄰

此等區段）。89 年以前，該 119-2、

119-3、119-4、119-5、119-6、119-7 號

地價區段內之土地均屬公共設施保留

地（道路預定地）。然而 89 年間，主

管機關 T 市政府先行申請徵收取得上

開 119-3、119-5、119-7 號地價區段土

地；結果此三地價區段土地由「公共

設施保留地（道路預定地）」變成「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道路用地）」。另，

119-3、119-5、119-7 號三地價區段土

地，於被徵收前因屬公共設施保留

地，其區段地價分別為 95,000 元／

㎡、103,000 元／㎡、103,000 元／㎡6；

嗣經 T 市政府先予徵收取得並闢建道

路後，T 市政府認為三區段已屬「非公

共設施保留地」，為「公共設施用地」，

故將其區段地價均調降為 43,800 元／

㎡。另外，119-2、119-4、119-6 號地

價區段，為未徵收之道路預定地（屬

公共設施保留地），其區段地價仍依平

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 63 條規定，以

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

平均計算，依序為 100,000 元／㎡、

81,100 元／㎡、100,000 元／㎡。然而，

                                                 
6  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63 條規定，其

區段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係以其毗鄰外圍

或兩側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

計算。 

系爭 A 地號土地所屬之區段地價（公

告土地現值），係僅以相接連之 119-3、

119-5、119-7 號地價區段（道路用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區段地價

計算，而未採計 119-2、119-4、119-6

號地價區段（道路預定地＝公共設施

保留地）或 119-3、119-5、119-7 號地

價區段另一側毗鄰區段（住宅區）之

區段地價，故為 43,800 元／㎡。於是，

94 年間系爭 A 地號土地徵收時，其地

價補償，爰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

（道路用地；119-3、119-5、119-7 號

地價區段）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43,800

元／㎡為基準，再予以加成補償，計

算補償金額7。 

綜上以觀，於土地徵收條例第 30

條關於都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留地

徵收補償之規定下，復加上現行行政

實務對於公共設施保留地定義之解

釋，易使行政機關有得以刻意操縱公

共設施保留地徵收補償地價之空間8。

上開事例之外觀上，其徵收補償地價

之計算係依法令規定為之，但可謂帶

有行政機關恣意操縱之痕跡，實難謂

為合法。而無論如何，此亦正足以顯

示現行公共設施保留地徵收補償地價

規定之不合理性。 

                                                 
7  按系爭 A 地號土地如果於 89 年間被徵收取

得時，其徵收補償地價之計算基準，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應按毗鄰非公告設

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基準；則應

以圍繞其四周之 119‐2、119‐3、119‐4、

119‐5、119‐6、119‐7 號地價區段（公告設

施保留地）之另一側（住宅區＝非公告設施

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基準，計算

之。若此，其補償地價應以 95,000 元／㎡、

103,000 元／㎡、103,000 元／㎡之平均地價

為基準。 
8  其他類似事件，諸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4148號及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

判字第 255 號判決（土地徵收補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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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徵收補償？一則公共設施保留地

之徵收補償事例」一文節錄並改寫自陳立

夫「土地徵收補償合理性審查之研究—公

告土地現值定性及其與徵收補償之關聯

問題」（收錄於司法院行政訴訟及懲戒廳

編，行政訴訟制度相關論文彙編第 7 輯，

司法院印行，99 年 9 月，127-184 頁）】 

解讀土地徵收之公共利益 

范姜真媺 

（銘傳大學科技法律學系副教授） 

徵收土地為政府對人民受憲法保

障之財產權直接之限制，而正當化此

項政府公權力行使之理論基礎，吾人

得自先後之大法官會議 400 號、409 號

及 516 號解釋中可解讀為，係基於公

共利益而要求人民受忍之特別犧牲。

憲法上之根據，則為憲法第二十三條

有關基本人權限制之規定：為增進「公

共利益」所必要者，得以法律限制人

民之自由權利。承此，土地徵收條例

第一條規定之立法目的：為實施土地

徵收、促進土地利用、增進公共利益、

保障私人財產。而同法第三條有關得

徵收私有土地之構成要件規定，亦揭

示以「因公益需」，興辦同條所列國防

事業、交通事業等十款事業者；此處

之「公益」，仍應解為公共利益。綜上，

國家徵收私人土地須受二個要件之限

制，一為所興辦事業須為土地徵收條

例第三條所列十種事業；其次，興辦

事業須為因公益需要；顯然「公共利

益」之增進為徵收土地之核心要件。 

「公共利益」不僅用於土地徵收

條例上，許多其他法律之立法目的，

均列有「公共利益」之達成，但「公

共利益」究竟如何解釋？或者如何定

義？始終為學界或實務界難解之習

題；因此「公共利益」堪稱為法律上

最典型、運用最普遍之「不確定法律

概念」，係立法者預留給適用法律者，

依個案及考量當下之社會經濟、文化

等背景等，再賦予其實質內容之空

間，靈活運用法律以符合時代之需求。 

然因「公共利益」之「公共」二

字，往往使人以「數量」決定之；亦

即慣用「民主多數決」思維方式決定

公共利益，惟此其中卻隱藏有「多數

暴力」之危險；如所欲達成之公共利

益，僅為短暫的或非無法替代之無迫

切性公共利益，卻因此犧牲少數人生

存、生活之基盤，損及其應被憲法保

障之基本人權核心價值「人性尊嚴」

時，或者傷及民主政治賴以維持之自

由意見表達及政治之參與時，恐怕並

不符合憲法之基本精神；從而公共利

益絕不能單以「數量」作為判斷標準，

必須再深入探討「公共利益」之實質

內容為何。亦即該當公共利益之質為

何？而不得僅以「促進經濟發展」，或

「新設都市開發建設」等一言帶過，

而應再進一步審酌，此經濟發展，或

土地利用之提昇等所謂之「公共利

益」：1、有無急迫性？2、是否有必要

且為無可替代之公共利益。尤其在已

高度開發、人口老化、出生率低之現

今台灣，新都市之建設、交通事業建

設等必要性、急迫性均應重新被檢

視，換言之，此等事業之興辦是否理

所當然為公共利益之所需，須要更深

入思考。 

退一萬步言，如確有公共利益之

需要，但於今日社會關係複雜化，環

保意識高漲，各種產業競爭又合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