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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大埔大埔大埔區段徵收案區段徵收案區段徵收案區段徵收案張藥房等張藥房等張藥房等張藥房等四戶四戶四戶四戶逆轉勝的悲歌逆轉勝的悲歌逆轉勝的悲歌逆轉勝的悲歌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更一字第 47號判決之省思－ 

                               

鍾麗娜*、徐世榮**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延燒五年的苗栗大埔區段徵收案張藥

房等四戶，繼 2012年 11月 8日最高行政法

院以 101年度判字第 953號判決廢棄，發回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後，逆轉勝 2014年 1月

3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判決，以內政

部與縣府的徵收過程有瑕疵，未落實協議價

購的程序，且偽冒開發科學園區之名行一般

的開發計畫，致徵收目的與用途不符，及未

實質審查土地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等判

決，內政部徵收無理、縣府拆屋違法，張藥

房等 4戶勝訴，徵收案應撤銷。對此，在第

一時間內政部長李鴻源隨即表示，「高層對

大埔案考慮朝不上訴做規劃，…，內政部正

在務實找尋雙贏的空間」，惟內政部次長蕭

家淇除表示「撤銷區段徵收的部分，土地的

部分有 4戶、建築的部分是 2戶；…，所以

並不是全案都撤銷區段徵收，並沒有否定全

案的公益性跟必要性」外，並強調全案「過

程嚴謹且完全依法行事」，1甚且並以「副作

用」來形容大埔案判決，擔憂波及目前正在

審議中的 33件區段徵收案，涵蓋面積達到

5,345公頃的區段徵收案，2讓這些案子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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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一遍」程序。3至於苗栗縣政府(以下

簡稱縣府)縣長劉政鴻則一派輕鬆的表示：

「這個問內政部，看內政部怎麼處理好不

好。」似乎，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判決

張藥房等 4戶勝訴，行政部門除了「驚訝」

外，就是「不解」何以敗訴應撤銷徵收？畢

竟，過往數十年來那麼多徵收案件，都是這

樣運作，從來沒有所謂的敗訴，更何況「應

撤銷徵收」。 

2014年 1月 28日農曆過年前針對大埔

案上訴與否，內政部終於在期限前作出決

定，次長蕭家淇表示：「雖然學者專家與律

師指出，本案判決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

方，最後決定不提上訴，是要化解社會重大

分歧，讓相關當事人早日回歸安定生活秩

序，減輕司法負擔。」4觀此，內政部似乎

是在社會壓力下決定不上訴，而非真正痛定

思痛，面對土地徵收為眾所詬病之問題癥結

所在。究大埔區段徵收案張藥房等四戶臺中

高等行政法院投下甚麼震撼彈，讓政府機關

如此難堪，而人民亦不感欣慰？爰此，本文

藉由探究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

一字第 47號判決之意涵，進一步剖析個中

掌權者政府機關在土地徵收事件中的心

態，及論述土地徵收之問題癥結。 

 

二二二二、、、、臺中臺中臺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更一字年度訴更一字年度訴更一字年度訴更一字



40  大埔區段徵收案張藥房等四戶逆轉勝的悲歌 

 

第第第第 47號判決要旨號判決要旨號判決要旨號判決要旨 

本案緣起，苗栗大埔區段徵收案，被拆

遷戶 28人不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控告內政部區段徵收違法，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在 2011年 6月判決被拆遷戶敗訴，被拆

遷戶提起上訴，2012年 11月 8日最高行政

法院以101年度判字第953號將全案發回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重新審理，判決要旨略以： 

本案需地機關苗栗縣政府申請區段徵

收檢具之區段徵收計畫書，僅粗略地記載因

應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發展、創造優質產

業環境為由作為區段徵收之原因，未具體記

載本案區段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為何，另

觀本案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第 210 次會議

初審意見表及會議紀錄，亦隻字未提本案所

欲促進之公共利益及徵收之必要性為何，顯

無具體審酌本案區段徵收所欲促進之公共

利益，亦無與被徵收人遭嚴重剝奪之財產綜

合考量，業已違反憲法第 23 條、司法院釋

字第 409號及第 513號解釋意旨，原判決認

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及苗栗縣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是以本案區段徵

收已具備徵收之公平、合理及公共利益云

云，顯有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 1項判決不

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 

案經 2014年 1月 3日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更一審判決，內政部區段徵收違法應撤

銷，大埔區張藥房等四戶逆轉勝，主要關鍵

為： 

(一) 流於形式之協議價購有違正當法律程

序 

觀諸協議價購與說明會之會議紀錄全

文，足見縣府僅係利用該次會議告知參與會

議之土地所有權人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規

定之法定補償地價暨縣府辦理區段徵收，不

予加成補償及一律按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第 1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

當期之公告現值」，補償系爭區段徵收土地

地價之立場，且未及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

由於協議價購之金額係依 97年公告現值計

算，被徵收人僅有接受或不接受，並無就土

地價格實質進行協商。況內政部及縣府均自

承縣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指定時間至指

定地點參加協議價購，會議當日對到場人之

提問僅為「綜合答覆」，並「告知」原告補

償金額之計算，足見縣府僅就形式性說明法

定徵收價格，此等協議價購之內容與徵收補

償之內容並無不同，而未與上開參加協議價

購會議之原告林昭平等人進行實質協議，已

違反前揭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之規定及內

政部93年3月25日台內地字第0930060635

號函釋之意旨，顯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 

又在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用地者，雖土

地所有權人得選擇領取補償費，亦得申請發

給抵價地，但需用土地人仍應依土地徵收條

例第 48 條之規定準用同條例第 11 條之規

定，於申請徵收前，與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協

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程序。本件土地

所有權人申領抵價地比例雖達徵收私有土

地面積之 98%，惟其申領抵價地係在內政

部核准區段徵收後，於縣府執行徵收處分時

所辦理之程序，縱使申領抵價地比例高達徵

收私有土地面積之 98%，縣府仍應於申請

徵收前依法進行實質協議價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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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徵收未審查是否具備公益性、必要性

等要件 

本案在內政部的「初審意見」5一固記

載系爭開發案前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下簡稱都委會)以第 672、679、689次大會

審議通過，其區段徵收範圍並經內政部

2008 年 10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51102 號函核定在案云云；惟都委會

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74條及其授權訂定之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而設置，

職掌關於「都市計畫擬定變更；舊市區更新

計畫；新市區建設計畫」等審議事項，與「內

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係依據土地徵收

條例第 15條及其授權訂定之「內政部土地

徵收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所設置，6專司

關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土地或

土地改良物徵收失效或撤銷徵收；申請收回

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申請區段徵收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區段徵

收失效或撤銷區段徵收」案件之審議不同。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系爭

區段徵收案時，自應本其職掌，就需用土地

人申請之系爭區段徵收案件是否合於前揭

徵收私有土地之各項要件予以調查、審議、

判斷，始稱適法。非可僅憑系爭特定區都市

計畫業經內政部都委會前開會議審議通過

及該區段徵收範圍嗣經內政部依據內政部

都委會前後 3次審議通過予以核定，作為通

過系爭徵收案之理由(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

度判字第 953 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而都

市計畫與區段徵收之公共利益不同，徵收處

分是否合於公共利益、比例原則及必要性，

應於徵收階段須獨立判斷，非謂都市計畫審

議通過後，即不必審查徵收階段的公共利

益。是以，本案雖經內政部都委會第 689

次會議及區委會審議通過，但不能以此作為

系爭徵收處分公共利益之擔保，仍需於徵收

階段具體審查徵收之公共利益。內政部主張

其於區委會及都委會審議通過，認本件土地

徵收已就公共利益、比例原則及必要性予以

審查，尚無足取。 

(三) 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查草率徒具審

議形式 

依該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第 210 次會

議紀錄記載，7 該次會議開會時間為 2009

年 4月 8日(星期三)上午 9點 30分、散會

是中午 12時整；審查事項及決議欄載明：

「本次徵收案件計 35 件，包括區段徵收 3

件、一般徵收 15件、一併徵收 10件、撤銷

徵收 7 件，其決議如下，並詳如後附件 2

審議結果一覽表：(一)……不予一併徵收。

(二)……(四)其餘提案皆通過」，系爭區段徵

收案列為第 32案，審議結果為「通過」，其

審議、討論過程與通過之理由為何？並未隻

字載明。是從上開會議紀錄之記載內容，並

無法據以審查該審議委員會審議系爭土地

徵收案時，已否就前開所列構成徵收之程序

與實質要件，予以審議、判斷。 

在此情形下，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

會第 210 次會議未就系爭徵收案之實體及

形式要件逐一審議、判斷，未審酌是否合於

公益性、必要性，逕自作成「通過」之決議，

顯流於形式而未落實實質審議之功能。且最

高行政法院發回意旨亦指出，從上揭第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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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紀錄以觀，該次審議之徵收案件共

35件，開會時間為 2009年 4月 8日上午 9

時 30分，散會是中午 12時整。平均一件案

件僅有 4分鐘之審查時間，4分鐘之審議時

間其實連基本資料、需地機關主張之事由及

理由皆不足以釐清，遑論「實質討論」及「具

體審酌」本案區段徵收是否具備合法性及合

理性，並權衡徵收所欲達成之公益及原告等

每一筆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之利

益，足證該次會議未盡實質審查之權責。內

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第 210 次會議既

未實質審議系爭徵收案之公益性、必要性及

比例原則，已如前述，系爭徵收程序實有瑕

疵難謂合法。 

 

三三三三、、、、大埔張藥房等四戶逆轉勝的省思大埔張藥房等四戶逆轉勝的省思大埔張藥房等四戶逆轉勝的省思大埔張藥房等四戶逆轉勝的省思－－－－為為為為

政不仁政不仁政不仁政不仁，，，，民意沸騰民意沸騰民意沸騰民意沸騰 

2014年 1月 3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更

一審判決張藥房等 4戶勝訴，內政部長蕭家

淇在第一時間召開記者會表示：8
 

「經查本案歷經 92 年內政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93年至 101年 10次苗栗縣都市計

畫委員會、12次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2

次內政部土地徵收委員會審議通過，採地利

共享、公平分配的區段徵收方式開發，過程

嚴謹且完全依法行事。」 

2014年 1月 28日農曆過年前針對大埔

案上訴與否，內政部終作出最後決定不提上

訴，以化解社會重大分歧，讓相關當事人早

日回歸安定生活秩序，減輕司法負擔。內政

部長蕭家淇字字斟酌的表示：9
 

「法院判決認為大埔案有些程序上不

夠完備，造成社會紛亂，內政部表示歉意。」 

顯然，內政部仍堅持硬坳整個區段徵收

案「過程嚴謹且完全依法行事」，至於勉強

表示歉意是因「法院判決認為大埔案有些程

序上不夠完備，造成社會紛亂」，對於長期

以來，眾所詬病土地徵收之問題癥結，顯

然，毫無檢討反省之意，此看在人民眼裡，

豈只是「為政不仁，民意沸騰」 而已？ 

(一) 面對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內政部除

了「鴨霸」外就是「無能」 

基本上，內政部於核准系爭區段徵收

時，即應就該區段徵收是否具備公益性、必

要性及符合比例原則加以審議始為適法。惟

對此內政部在個案訴訟中甚至判決後始終

辯解：「本案行為時法並無明文規定公共利

益之審議機制及審核評估內容」 

此內政部以「本案行為時法並無明文規

定公共利益之審議機制及審核評估內容」為

由，認為不能以 2012 修法後的機制檢視

2009年核准之案件，況「公共利益」及「必

要性」等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機關

適用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於具體之事實關

係時，依事件之性質，容存有某種判斷餘

地，其所為之判斷係對法律解釋或涵涉所得

之具體化結果，實應予以尊重。10此無疑凸

顯內政部官僚之傲慢外，更顯見，長期以

來，為眾所詬病的浮濫徵收，土地徵收之中

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根本毫不在意有無所謂

的「公益性」與「必要性」，且甚麼是「公

益性」與「必要性」？內政部說了算，只要

核准徵收後，就應該「予以尊重」，這樣的

徵收制度，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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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霸」，那甚麼才是「鴨霸」？甚且，當

內政部被逼急了，還上演一場內政部「地政

司」與「營建署」自家人內鬥的醜態。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時已考

量本案開發之公益性及必要性。」11
  

事實上，這樣的對話橋段，早在 2011

年間因應苗栗大埔事件所引發民怨，內政部

召開「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審查會議時

即上演－2011年 4月 16日內政部召開「土

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審查會議，會議一開

始即聚焦在徵收有關公益性與必要性之課

題，不僅何謂公益性與必要性？與會熱烈的

討論外，其中有關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究

竟由誰審核？更引發內政部營建署與地政

司強烈的爭辯，營建署代表表示徵收審核權

理當是徵收主管機關地政司，惟地政司代表

卻認為徵收是否符合公益性與必要性應該

是在區域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區委會)或

都市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都委會)審核時

確定，但此並不為營建署所認同，雙方一陣

激辯。使得有關徵收應考慮之必要性與公益

性，到底是由誰審核？是營建署所掌管之區

委會、都委會、還是地政司所掌管之土地徵

收審議委員會？爰成為歷次土地徵收條例

修正草案審查爭議的焦點(鍾麗娜，2014：

279)。 

2011年 5月 18日進行土地徵收條例修

正草案審查第四次會議時，上開議題依舊為

各主管機關所堅持而僵持不下，為此，主席

(內政部次長)問地政司：「對徵收你們(土地

徵收審議委員會)到底是在審查什麼？是該

不該徵收？還是如何徵收？」 

內政部地政司徵收科科長：「是審查有

關徵收補償費及程序……」 

主席(內政部次長)隨即打斷地政司代

表的回答：「那你們(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根本沒在審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嗎！」 

這也就是說，內政部不僅認為徵收的問

題就是地價補償的問題，更認為土地徵收審

議委員會審查的重點是「如何徵收」而非「該

不該徵收」，審查的目的就是在完成徵收程

序。無怪乎！歷次會議中地政司代表一再堅

持的表示：「現行只要區委會或都委會通過

時附帶徵收或區段徵收，一般來講，我們接

著就是要趕快辦理徵收或區段徵收！」 

一如 2011年 8月 5日慶祝建國百年全

國土地政策規劃及展望系列研討會之「土地

利用政策之規劃及展望」研討會中，內政部

地政司司長針對「機場捷運林口 A7站區周

邊土地開發」案引發的爭議再次重申：「各

需地機關所提送之興辦事業計畫業經行政

院核定(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且土地使用

計畫都委會也已經通過，到地政司就是『依

法行政』執行土地徵收計畫，如果辦理徵收

或區段徵收有問題，應該從源頭去檢討興辦

事業計畫的審核，而不是反過來指責地政司

辦理徵收不當……」。 

顯然，迄今土地徵收之最高主管機關內

政部(地政司)依舊委屈的認為自己是「童養

媳」－只是在事業計畫核定，都市計畫委員

會通過後，去執行土地徵收的單位，即內政

部自我矮化、限縮為土地徵收的執行工具。

這已不僅僅是內政部(地政司)故意誤解都

委會與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之職權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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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已，而是內政部(地政司)自廢武功卸

責，這樣一個土地徵收之最高主管機關內政

部(地政司)，如果不是「無能」，那甚麼才

是「無能」。 

(二) 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自廢武功不僅是

官僚的「懦弱」更是內政部的「無能」 

依法土地徵收委員會審議土地徵收案

件，自應就各該徵收案件之具體情形，核實

審議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前已否確實踐

行協議價購之程序？該土地徵收案件之徵

收範圍是否為其事業所必需？是否就損失

最少之地方為之？興辦事業所造成之損害

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有無顯失均衡？倘未

落實審查上開所舉各項而徒具審議形式，其

審議程序，即難謂適法。此番，最高行政法

院對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的責難，早為各界

所詬病，2012 年行政院研考會委託之「我

國土地徵收制度之評估」，報告中亦明確指

出，我國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的問題，包

括：(一)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可說是一以

「各行政機關代表」為主體所組成之委員

會；(二)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開會

時，委員們皆在急迫情況下將「一件土地徵

收案件」研讀、討論、審議及作出核准或駁

回之決議。另在區段徵收案件，因為前經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受訪者皆指

出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僅能類似橡皮圖

章，未發揮其實質功能。研究報告中之訪談

內容，如(2012：198-199)： 

「我曾聽過土地徵收審議委員說：『都

市計畫都過了，我在這裡反對有用嗎？那我

土地徵收委員會是替你背書囉？』徵審會委

員也很無力，除非是肩膀夠硬，但現在行政

體系上，徵審會不敢這樣做。以現況程序來

看，都委會審議後，徵審會表示反對讓都市

計畫重新檢討、重新公展，整個制度就會亂

掉。」(受訪者 A) 

「在沒有要求公益性、必要性審議的時

候，只針對區段徵收計畫書的審議。區段徵

收是執行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怎麼規劃，區

段徵收就怎麼辦，所以徵審會其實不同意也

不行。」(受訪者 B) 

「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這裡應該是針

對整個案子是否同意徵收做一個最後的判

斷，因此過去在徵審會中會看的是徵收是否

有法源、程序是否完整、是否符合法令，所

以(人民陳述意見)若在前階段已經完成的

話，徵審會這邊就不會再有很大的爭議需要

去花時間處理。有人會質疑徵審會這邊怎麼

這麼快就審結一件案子，其實是因為前面階

段該做的已經都做過了。」(受訪者 D)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幾乎不討論公

共利益，因為徵收，特別是區段徵收，大概

都是比較高層級的決定，譬如說高鐵的場

站、大學開發，那大概都是高層決定，什麼

是公共利益，高層就是公共利益。」(受訪

者 E) 

然上開委員的無奈，實則係內政部的無

能，誠如 2013年 8月 20日內政部土地徵收

審議小組四位委員的公開信「大埔撼政權，

官員還在推」中寫道：12「地政司長推托責

任－鑑於體制外的抗爭不斷，對內政部土地

徵收審議小組的質疑不歇，身為委員無奈於

現行制度之缺陷與法令規範之不足，使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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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徵收案件時受到限制。於是思索如何從現

行體制進行改革亦算是回應社會期待之適

當途徑，便請求地政司長能邀集委員討論現

有體制應予修正之處，以減少恣意核准徵收

而侵害人民財產權益。令人不解的是，竟被

回應說委員是部長聘的，他不能越權找委員

討論，而予以回拒。」 

而委員仗義直言的反擊，更是此番大埔

案逆轉勝之主要關鍵之一，誠如判決書中所

載：「顏愛靜、范姜真媺陳稱該次會議之委

員並未依行為時「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

會組織規程」第 7條之規定至現場勘查，復

未就系爭徵收案是否具有公益性、必要性及

符合比例原則作具體明確之審議。況證人顏

愛靜於 2010年 4月 20日內政部舉辦之「土

地徵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時所

發表之意見，該會議紀錄記載「土地徵收審

議委員會之政策功能為何？目前之運作方

式是否能達到政策目標？應該慎思制度之

改革。以區段徵收案為例，現行運作方式僅

能審議抵價地比例，有關區段徵收之正當性

及必要性，卻無從置喙。」另賴宗裕委員於

102 年 8 月 26 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委員座談會時所發表之意見，該會議紀錄記

載「……如果為實質審查，在不知被徵收土

地所有權人等之看法，也不知實地情況下，

如何能僅憑需用土地人單方意見，即逕以判

斷該徵收案件具有公益性及必要性而予以

核准？」 

曾幾何時，土地徵收之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自我矮化、限縮為土地徵收的執行工

具！此內政部之自廢武功，與其說是內政部

的「無奈」，不如說是他的「無能」，而官僚

的懦弱則更加劇內政部的無能。 

(三) 「死豬價」自欺欺人的協議價購虛應

故事本來就是晃子 

為保障被徵收者的權利，徵收程序明訂

啟動徵收者應進行「協議價購」，此為土地

徵收條例第 11 條所明定，另內政部 2004

年 3月 25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0635號函釋

說明三略以，「……，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

式取得為『徵收前之必要程序』，需用土地

人應體認徵收係取得土地之最後手段而非

優先手段，參與協議之人員，應詳予溝通交

涉，『不得以徒具形式之開會，虛應故事』，

使得因土地徵收而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

產權嚴重侵害之損害減至最輕。又土地徵收

條例第 11條雖規定得以開會方式為之，但

至少開會時之人數、空間、事項等，需用土

地人之承辦人員得為交涉、說服土地所有權

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之程度，如共

同或相類似地價區段之所有權人一起開

會，『若僅通知召集多數或全部被徵收土地

所有權人，並告知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之

法定補償地價，自難謂係合法之協議價購或

以其他方式取得』。……請需用土地人參酌

前開土地徵收條例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之立法精神，積極辦理用地取得，無法

達成協議者，始得申請徵收並應於協議價購

會議紀錄敘明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

以其他方式取得之詳細經過情形。」 

上開內政部耳提面命似乎所謂的「協議

價購」，真有「協議」的樣子。然眾所皆知，

所謂的徵收之前應先行「協議價購」，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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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至今，協議價購從未落實至任何個案，使

得被徵收者往往需要走上抗爭一途。亦即，

協議價購程序依然只是形式，政府在這階段

的作為並非和土地所有權人一對一的談價

錢，而是把「所有所有權人都叫來開會」，

且直接以「徵收補償價額」(即公告現值加

成)做為底價，問所有權人們同不同意這個

價格出售，若不同意就辦理徵收。儘管內政

部強調土地徵收條例並無明定其項目及計

價標準，但當協議價額(底價)早已經確定，

土地所有權人想要多一塊錢都不行，就是那

個「死豬價」，而縱使地主想少一塊錢，政

府都嫌麻煩下，那還有什麼好談或可協議

的？誠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發言人王茂修

在說明判決時指出，協議價購要有實質的協

議，「不是告知你說，這是公告、這是土地

徵收條例，也不是照本宣科講一遍，看你接

不接受，二選一就算完成程序。」13
 

再觀司法實務亦累積案例，14認為「徒

具形式」之「協議程序」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協議程序既經法律明訂為土地徵收行政

程序之一環，該需用土地人所踐行之協議價

購程序至少應達到法律規定『協議價購或其

他方式取得』事業用地目的之最基本要求，

不得徒以形式上開會協議，而無實質之意義

與內容，始與正當法律程序無違。……所以

協議價購之價額不應與法定補償地價相

同，而應儘量與徵收前協議時之市價相符。」

而縱使如此，內政部仍自我感覺良好，在個

案中，仍辯白：「……本區協議價購補償金

額均依據參加人(縣府)97 年公告土地現值

來計算，足證本案在協議價購時，原告等所

有權人與參加人對協議價格有所討論及說

明，已就價購之金額提出主張及協議，本案

係雙方對於協議價購之條件各自有所堅

持，以致協議無法成立之原因，究與未踐行

實質協議價購程序有別，原告據此稱該協議

價購流於形式，無實質內容與意義，與正當

法律程序有違等情，並無足採。」15
 

顯然，針對土地徵收「協議價購」機制，

內政部始終認為，有邀請土地所有權人來協

議就算數，至於協議的過程(是否一對一本

於契約自由方式協議)、內容(價格是否有調

整的空間)，那無關緊要，反正協議價購不

成，就是徵收，如此傲慢，全然未站在土地

被徵收者的立場，予以多一分包容體諒，這

豈是政府為政之道？ 

(四) 地方政府挾持「經濟發展」以掩飾其

「為政不仁」的醜態 

2013 年間苗栗縣長劉政鴻趁著大埔居

民北上陳情，派出 600警力，在「豺狼治縣，

會有報應」抗議聲中，火速拆除了大埔 4

戶。事後縣長劉政鴻還表示，這是「天賜良

機」。而張藥房老闆張森文也在同年中秋甚

至帶著遺憾鬱卒而終。而今大埔拆遷戶告內

政部違法徵收，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宣判政

府對張藥房等四戶強徵房地違法。苗栗縣長

劉政鴻沒道歉卻回應說，16「台灣就是島

國，這項判決結果，對政府拼經濟的影響太

嚴重，我為國家擔心。」 

縣長此番「拼經濟」的雄心大志，可是

用心良苦，然查本案都市計畫之名稱為「擴

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

計畫案」，目的係為因應新竹科學園區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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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未來之用地需求及周邊整體發展，對此

國科會業於 2013年 7月 25日即發出聲明，

澄清指出：「該地雖鄰近竹科管理局所轄竹

南科學園區，但並非竹南科學園區範圍，亦

非竹科管理局所開發，實為縣府之開發計

畫，與科學園區無涉，本會亦無將大埔納為

竹南科學園區擴廠之規劃。」基此，國科會

既無將區段徵收範圍(面積 136公頃)納為竹

南科學園區擴廠之規劃，則與縣府提出之徵

收計畫書所載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原因

「為因應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未來用地

需求及周邊地區整體發展」之用地需求目的

不符，足證本案都市計畫之擬定顯非擴大新

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即無此

必要性。況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高達 76.46

％為「特定農業區」及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

業用地，17顯然，縣府為所謂的「拼經濟」，

不僅不惜偽造文書假藉科學園區之名，且其

土地之徵收係以犧牲屬於特定農業區之優

良農地為代價，為「開發」而「開發」，以

成就地方各自的利得。 

事實上，在山城苗栗，18
 2005年 12月

新上任的縣長劉政鴻，在首次縣長施政報告

中，即指出苗栗縣經濟規模小，產業發展深

受侷限，亟需適度放寬農地使用限制及釋

出，以促進土地有效利用，打造工商科技園

區。19這使得開發！再開發！成了苗栗縣長

推動苗栗進步的動力。一個平原苗栗，已有

十個開發的工業區，仍積極推動後龍、竹

南、中平等等開發案，一堆土地開發案，充

斥苗栗各地，中央廣設科學園區作為國家的

重大建設，地方就搭配工業區、特定區等，

來共創經濟利益。正因縣府，著手積極推動

所謂的科技園區，使得原本安居鄉村的苗栗

農民，輪番北上搶救家園，從後龍灣寶、竹

南大埔到銅鑼中平等地，各地農民放下鋤

頭，走上街頭，從與世無爭，學會到長期抗

爭，甚至從田園農民，變成土地專家，捍衛

自己的權益而奮戰。其中後龍科技園區與中

平工業區開發案，皆在當地農民保護農地，

掀開縣府偽造事實的鐵證下，內政部區委會

審議結果核以「不同意開發」在案，成為公

民力量展現落實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最佳

典範(鍾麗娜，2014：310)。然這些鐵的事

實，縣府迄今仍未覺悟，誠如內政部次長蕭

家淇所言：20「在高層有方向後，他再到苗

栗縣府溝通，轉達高層『不上訴』意向，但

苗栗縣政府自認依法行政，表示『沒辦法接

受』；最後在了解行政院已同意內政部方案

後，表示願尊重內政部的方案。」 

何謂「沒辦法接受」？如此強勢的政客

官僚，這如果不是「傲慢」、「自大」，甚麼

才是「傲慢」、「自大」？甚且一縣之長還滿

口「拼經濟」，企圖以「經濟發展」掩飾其

為開發而開發，成就財團「圈地」、「養地」

的醜態，豈是為政之道。 

 

四四四四、、、、代結論代結論代結論代結論－－－－終結終結終結終結 2013年度代表字年度代表字年度代表字年度代表字「「「「假假假假」」」」 

2013年度代表字「假」，已讓台灣民眾

徹底失去信心，2014年政府還要繼續「假」

下去嘛？ 

綜觀本案，當縣府假藉「竹科竹南基地」

飽和為由進行區段徵收的謊言，被國科會發

出新聞稿直接戳破後，面對司法判決，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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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再硬坳－「過程嚴謹且完全依法行事」；

而當本案政府高層決定「不上訴」後，苗栗

縣政府還自認依法行政，表示「沒辦法接

受」。此政府官僚不僅沒有認錯的勇氣，還

以假亂真硬坳。顯然，「假」的問題，不僅

僅是人民的疑惑，更是民心的徹底崩潰，只

是，時光荏苒送走 2013年的「假」後，2014

年政府還要繼續「假」下去嘛？ 

在台灣，長期以來，政府一直把「拼經

濟」掛在嘴邊，以為政府的作為攸關經濟大

局，惟振興經濟的最重要行動，絕非在於政

府的大建設、大夢想，更非值此世界糧食短

缺，各國重視糧食自給自足下，猶假藉「拼

經濟」之名，以犧牲屬特定農業區之優良農

田為代價，成就財團「圈地」、「養地」土地

開發利得。大埔徵收案折騰多時，民眾抗爭

不斷，至少有兩位被徵收戶憂憤而亡，所消

耗的社會成本龐大。除了極少數地皮的炒手

外，官、民都是輸家。一有為的政府現在能

做的也是應該做的應是痛定思痛，真心面對

為眾所詬病土地徵收之問題癥結所在，終結

2013年度代表字「假」，挽救台灣失去的民

心，端賴政府是否有認錯的勇氣，「真」的

痛定思痛。 

 

註註註註    解解解解 

 

1.「大埔 4戶勝訴 內政部：全案公益性並未

被否定」，2014年 1月 3日，中廣新聞網。 

2.蕭家淇則舉例，目前在都市計劃委員

會、土地徵收委員會中審議的區段徵收

案，包括板橋浮洲 103 公頃、台中烏日

110 公頃、台南市中國城星鑽 11 公頃、

高雄大社 97公頃、桃園捷運 120公頃、

中壢運動公園 72公頃、新竹知識經濟旗

艦園區 437公頃、廬山溫泉福興農場 55

公頃，其中以桃園航空城 3200多公頃，

面積最廣。 

3.參見「李鴻源－大埔案再上訴只會無窮

盡對立」，聯合報，2014年 1月 5日。 

4.參見「大埔案內政部不上訴」，2014年 1

月 29 日，聯合報 A2 版；自由時報 A1

版；中國時報 A1版。 

5.內政部「初審意見」內容記載：「一、本

案縣府為開發新社區並配合高速鐵路苗

栗車站特定區用地取得需要，擬以區段徵

收方式進行整體規劃及開發，其都市計畫

前經本部都委會2007年12月11日第672

次、2008年 4月 1日第 679次及 2008年

8 月 26 日第 689 次大會審議通過，其細

部計畫業經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2008

年 6月 26日第 204次會議通過，本案區

段徵收範圍並報經本部 2008 年 10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51102 號函核定

在案。二、本區抵價地比例之訂定……。

三、縣府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

定，於 2008年 12月 25、26二日與土地

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並召開

區段徵收說明會完竣」等情。 

6.配合 2012 年 1 月 4 日土地徵收條例修

正，原「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改為「土

地徵收審議小組」，2012 年 1 月 6 日內

政部臺內地字第 1000250475 號函訂定

發布「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設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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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於 2012 年 3 月 3 日內政部台內

地字第 1010108960號令廢止「內政部土

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7.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係由15位委員所組

成，於 2009年 4月 8日第 210次會議時，

共有 12位委員出席，其中 6位學者專家

全部出席，其餘 6 人為機關代表，經出

席委員決議通過。 

8.「大埔 4戶勝訴 內政部：全案公益性並未

被否定」，2014年 1月 3日，中廣新聞網。 

9.參見「大埔案內政部不上訴」，2014年 1

月 29 日，聯合報 A2 版；自由時報 A1

版；中國時報 A1版。 

10.內政部認為，至 101 年土地徵收條例等

相關法令修正後始有於都市計畫審議通

過前向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徵收公益

性及必要性之程序，及訂定評估報告格

式之規定，不能以修法後的機制檢視 98

年核准之案件。(參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更一字第 47號判決)。 

11.內政部表示，查本案特定區計畫歷經內

政部都委會成立專案小組進行 3 次會議

審查獲致具體建議意見後，再經提送內

政部都委會第 672次、第 679次、第 687

次及第 689 次會議討論後始予審定。且

本案於專案小組第 1 次審查時，即就本

案擴大都市計畫之必要性提出多項具體

審查意見，並分別請參加人查明補充說

明相關事項，可知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階段已就本案開發範圍之必要性充分討

論及審查，並經綜合考量相關法規規

範、民眾意見、開發之公益性後，始決

定開發範圍及規劃內容(參見臺中高等行

政法院 101年度訴更一字第 47號判決)。 

12.內政部土徵審議小組四位委員的公開信「大

埔撼政權官員還在推」，2013年08月20日，

http://www.wretch.cc/blog/wang23832245/101

9403 

13.參見「大埔拆遷違法 內政部『不上訴』」，

2014年 1月 4日，中國時報，A1版。 

14.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6 

4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1709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

第 383號、96年度判字第 2039號判決。 

15.參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

字第 47號判決。 

16.參見「大埔敗訴 劉政鴻抱怨：怎拼經

濟」，蘋果日報，2014年 01月 06日。 

17.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供農業使用之面積

多達 80.52％；農地重劃區之土地占區段

徵收土地之76.46％，面積合計103.3公頃。 

18.舊名「貓裏」的苗栗，係從平埔族道卡

斯族「貓裏社〈一稱麻里社〉(Pali)」音

譯(閩南語)而來，原意是指「平原」或「平

坦地形」。 

19.參見第 16 屆第 1 次定期會縣長施政報告

「柒、促進土地利用，開發工商科技園區」。 

20.參見「大埔案內政部不上訴－內政部不

能違法發照」，2014 年 1 月 29 日，聯合

報 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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