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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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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近年來，土地開發或利用有關之計畫常常發生重大爭
議或民眾抗爭事件，過去由技術專家與行政官僚為主
的土地利用模式遭到極大挑戰，喚起各界對民眾意見
與參與的重視

土地開發與利用計畫涉及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基
於民主法治及行政公開之原則，應公開以廣納各方意
見，進行溝通協調，尋求認同與支持。此外亦涉及不
同機關，如何達成共識，徵詢意見或同意

大法官：主管機關核准計畫之程序，未規定由主管機
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
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
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連同已核准之計畫書，
分別送達相關權利人，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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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土地開發
計畫核定
主管機關

土地開發
單位

土地開發
影響之民
眾/機關

強制或協議共同參
與土地開發

依法或同意參與

事實是什麼？

影響是什麼？

計畫是什麼？



聽證是要「聽」什麼？「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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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行政行為有三種

行政
處分

行程法§107，行政機關遇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舉行聽證：（1）法規明文規
定「應」舉行聽證者（2）行政機關
「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

法規
命令

行程法§155，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
「得」依職權舉行聽證。故法規命令
是規定「得」，非強制性。故若不做
聽證亦不影響其效果

行政
計畫

行程法§164，行政計畫有關『一定地
區之土地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設
施之設置』，涉及多數不同利益之人
及多數不同行政機關權限者，確定其
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及聽證程
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

台灣聽證程序與行
政程序之關係

涉及多數不同利益
者與機關，避免爭
議，並提高行政效
率之規範

讓行政處分當事人
得以陳述意見，處
分機關得以釐清事
實，並予以斟酌

廣徵意見，聽取多
數受影響者之意見，
避免爭議，並提高
行政效率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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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應有的聽證程序 條號
舉行預備聽證會

第 58 條
雙方議定聽證程序
雙方事先釐清爭點
雙方事先提出與交換證據
指定熟諳法令主持人
預留期間方便民眾參與 第 55 條
對於事實與法律問題，要求雙方當事人提出證據 第 61 條
雙方言詞辯論

第 62 條邀請專家、證人、當事人
許可當事人發言
有必要時，決定繼續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第 62 條

行政程序法聽證專節規定在行政程序法第54條~第66條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5&FLNO=5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5&FLNO=5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5&FLNO=6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5&FLNO=6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5&FLNO=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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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或依職權決定舉行聽證

指定聽證主持人

聽證期日與場所之決定

聽證之通知 聽證之預先公告

依法規
或於必
要時依
職權

通知當
事人及
已知之
利害關

係人

聽證

聽證期日與場所之變更

預備聽證

繼續聽證

聽證終結

決策

再聽證 作成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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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規名稱 條號 條文內容 聽證客體
性質

法律 公民投票
法

第10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經審核完成符合規定者，審議委
員會應於十日內舉行聽證，確定公民投票案之提
案內容。

公民投票
案提案

法律 行政罰法 第43條 行政機關為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限制或禁止
行為之處分、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之
裁處前，應依受處罰者之申請，舉行聽證。

行政處分

法律 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
條例

第6條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選定重劃區
後，先徵詢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之意見，辦理規
劃，依規劃結果擬訂重劃計畫書、圖，並邀集土
地所有權人及有關人士等舉辦聽證會，修正重劃
計畫書、圖，經徵得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
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半數之同意，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於重劃
區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之適當處所公告三
十日；公告期滿實施之。

擬訂農村
社區土地
重劃計畫
書、圖（
行政計畫
）

我國現行法規共有16部規範聽證程序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D0020050&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A0030210&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D0060007&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D0060007&FLNO=6&K1=%e8%81%bd%e8%a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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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規名稱 條號 條文內容 聽證客體
性質

法律 農村再生
條例

第8條第
16條

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之擬訂，應辦理公開閱覽，必
要時得舉行聽證會。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擬訂前條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應舉辦公聽會。
但經設籍該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範圍內二分之一
以上成年居民要求辦理聽證者，應辦理聽證。

農村再生
總體計畫
之擬訂（
行政計畫
）

法律 土地徵收
條例

第10條 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
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

徵收（行
政處分）

法律 天然氣事
業法

第32條 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供應用戶之價格計算方式
，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前
項價格計算方式之核定前，應邀集學者專家、消
費者保護等民間團體組成審議會審查，必要時得
依行政程序法辦理聽證會。

價格計算
之核定（
行政處分
）

法律 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

第9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各部會、學者專家、團
體組成委員會，審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電能
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必要時得依行政程序
法舉辦聽證會後公告之。

躉購費率
及其計算
之審定（
行政處分
）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M0110017&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M0110017&FLNO=8&K1=%e8%81%bd%e8%ad%8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M0110017&FLNO=16&K1=%e8%81%bd%e8%ad%89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D0060058&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J0130045&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J0130032&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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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規名稱 條號 條文內容 聽證客體
性質

法律 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

第8條第
17條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或貯存設施之興建，主
管機關應舉行聽證。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或
最終處置設施之興建，主管機關應舉行聽證。

開發行為
之核定（
行政處分
）

法律 低放射性
廢棄物最
終處置設
施場址設
置條例

第10條 縣（市）政府自願於轄區內設置處置設施者，應
經該縣（市）議會及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
通過，並經公告設置計畫及舉行聽證後，於潛在
場址公告之日起四個月內，以書面檢具相關資料
，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開發行為
之核定（
行政處分
）

法律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組織法

第10條 委員會議審議第三條或第九條涉及民眾權益重大
事項之行政命令、行政計畫或行政處分，應適用
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十節聽證程序之規定，召開
聽證會。

命令、行
政計畫或
行政處分

法規
命令

貨品進口
救濟案件
處理辦法

第11條 委員會對貨品進口救濟案件進行調查時，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一、審查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所提
之資料，並得派員實地調查訪問，必要時得要求
另提供相關資料。二、舉行聽證。

行政處分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J0160015&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J0160079&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P0000008&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P0000008&FLNO=10&K1=%e8%81%bd%e8%ad%89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J0090019&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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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規名稱 條號 條文內容 聽證客體
性質

法規
命令

私立國民中
小學校免除
法令限制及
回復適用實
施準則

第9條 學校主管機關為查證之需要，必要時得舉行聽證
或公聽會。

行政處分

法規
命令

國民大會聽
證會實施辦
法

第2條 國民大會或各委員會為審查議案之必要，得經參
加人員五分之一以上提議，出席人員過半數同意
，由各委員會舉行聽證會。

審查議案

行政
法規
命令

國民大會同
意權行使辦
法

第17
條

審查委員會或各分組審查被提名人資格時，如認
為有必要，得經決議擇期舉行聽證會，邀請相關
人士到會陳述意見。

審查被提
名人資格

行政
法規
命令

國民大會修
憲審查委員
會組織規程

第12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或各審查小組審查議案時，如認
為有必要，得經決議擇期舉行聽證會，邀請相關
人員到會陳述意見。

審查議案

法規
命令

臺灣省諮議
會議事規則

第20
條

本會討論之各類 議案，諮議長得視性質先行交付
相關審查小組審查，或舉辦座談、研討、聽證，
其結果應提報大會。

審查議案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H0070030&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70030&FLNO=9&K1=%e8%81%bd%e8%ad%89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A0020023&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A0020023&FLNO=2&K1=%e8%81%bd%e8%ad%89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A0020027&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A0020027&FLNO=17&K1=%e8%81%bd%e8%ad%89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A0010009&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A0010009&FLNO=12&K1=%e8%81%bd%e8%ad%89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D0020048&SelectType=A2&k1=%e8%81%bd%e8%ad%89&k2=&k3=&k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D0020048&FLNO=20&K1=%e8%81%bd%e8%a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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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規章

都市更
新聽證
規定

議會聽
證規定

台北市頒訂「臺北市政府因應司法院釋字第七○九號解釋暫行
作業程序」及「臺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公聽會程序作業要
點」，發布之二行政規則，已訂於102年7月17日生效施行。新
北市政府亦於2013年11月5日訂定「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
聽證程序作業要點」

臺北市、高雄市、臺中市、臺南市議會亦有聽證實施辦法。本
計畫比較後，高雄市、臺中市、臺南市議會之聽證實施辦法大
致相同，而臺北市於民國101年8月31日修正發布的「臺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對於聽證程序有較
更詳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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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聽證制度源自於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及第14條：
「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及財產。」
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此概念源自於英國法「自然正義法
則（rules of nature justice）」

聽證（hearing），是自然正義法則具體內涵之一：「兩造兼
聽」（both sides shall be heard）。1723年英國法院判決劍
橋大學不能未聽取當事人之辯解而撤銷學位

因行政程序法僅是一共通性之規定，故聯邦或各州於個別領域
之行政法規會就其所需求之行政程序另為特別規定，尤其可見
於環境管制或經濟管制之領域，例如凈水法（Clean Water
Act）即屬之

1946年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APA）將聽證具體形諸為文字。
各州法規亦有規定，例如紐約州於紐約州政府組織法（New
York State Public Authority Law）第1263.9段對於聽證會之
公告（notice）即有詳細規定

其他國家聽證程序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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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為 說明

正式

程序

formal

規則訂定

rulemaking

如法律有明文要求者，亦適用於規則訂定時，此時乃

是正式的規則訂定（formal rulemaking）

行政裁決

adjudicaion

1. 有完整且獨立之行政法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制度、口頭陳述意見之機會、交互

詰問證人之機制、事實或證據之調查以及應依據

聽證紀錄作成決定等程序

2. 聽證程序以個案事實調查為主要目的，如法院聽

審，稱為審訊型聽證（trial-type hearing）、裁

決性聽證（adjudicatory hearing）或正式聽證

（formal hearing）

非正式

程序

informal

規則訂定

rulemaking

藉由聽取意見以求取社會公益可能之最大公約數，故

亦無所謂依據聽證紀錄作成決定之要求者，此稱為辯

明型聽證或非正式聽證（informal hearing）

行政裁決

adjudicaion

運用最廣泛者係非正式的行政裁決，其遠比正式的行

政裁決運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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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訂定之
聽證程序

於聯邦政府公報為一般性之通知。但受規範之人如經記明並個別
送達，或已依法實際通知者，不在此限。通知事項：（1）公開程
序之時間、地點（2）依據之法定權限（3）條文或主題及爭點

使利害關係人得提供書面資料、提出有關看法進行辯論。行政機關
考慮其所提供之資料後，應於所訂定規定中，簡要說明行政命令各
項規定之根據及其目的

法律可以規定須經正式聽證始得作成者。所稱依法律規定須舉行聽
證，是正式聽證程序，須以聽證紀錄為準作成決定

1990年後，規則訂定爭訟不斷且欠缺效率，國會遂制定「協商式規
則訂定法（Negotiated Rulemaking Act ）」，規定機關得於通知
（notice）及評論（comment）開始前，由機關組成小組會議與
受規則影響之人對話，再開始通知及評論程序。此非強制規定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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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機關依據法律規定之要求舉行聽證後，必須基於聽證紀錄作
成行政裁決之各種行政事件。舉行聽證時，對於應受通知之人，應
告知：聽證時間、地點、性質、法律依據及管轄、涉及之事實及法
律問題

如係基於私人之申請，參與程序之他造當事人，對於事實或法律
問題有爭議，應即時提出；其他之聽證，行政機關得依法要求提
出答辯

賦予當事人審訊型聽證（trial-type hearing）之權，原則上僅限
於針對一方當事人之裁決有爭議時為之，裁決乃在於解決人、事、
時、地、物及其動機意圖為何等問題之爭議，如同審判中陪審團
之職能。事實上無爭議或得以由書面資料解決之爭議，毋須舉行
證據調查之聽證

行政裁決之
聽證程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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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
主持人

人選由下列之人選擇：（1）行政機關首長（2）機關組
成成員之一人或數人（3）行政法法官一人或數人。「行
政法法官」係特種公務員，其能獨立、公正地主持聽證、
採擇證據、並建議裁決，不受各該任用機關首長左右。目
前大部分是由行政法法官擔任。

初步
決定

行政機關決定將聽證調查交由行政法法官時，得同時決定是
否亦授權該行政法法官依其調查所得證據作成初步決定；或
僅授權該行政法法官完成調查證據之正式紀錄以作為行政機
關自行作成決定之基礎。

通常行政機關係將作成初步決定之權限一併授予行政法法官。
行政法法官作成之初步決定或建議，須包括：基於案卷記錄
中所呈現之事實、法律、及裁量等基礎，所作成之事實認定、
終局決定及其理由

美國聽證程
序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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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大眾運輸署（MTA）聽證（hearing），與MTA業務相
關且涉及人民權益之大眾運輸相關政策，例如公車班次減少、
公車行駛路線改變、票價改變等事項，在政策或決定作成前均
會舉行聽證。關於舉行聽證前之對外告知，州法對此均有明文
規定，例如紐約州政府組織法

紐約州
大眾運
輸署

當涉及土地之開發、利用時－例如興建旅館、停車場、工業區
變更為商業區等，市政府於作成行政裁決前，均會交由當地之
社區委員會衡量是否舉行聽證

社區委
員會

紐約州
眾議會

紐約州眾議會之能源委員會爲坐落於該州西賈斯特郡布坎南鎮
之「印地安觀點能源中心（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
擁有之2座核子反應爐關閉問題，原預定於12月8日上午舉行
公開聽證會，爲調查IPEC可能關閉案對於紐約州經濟與電力
系統之衝擊，並且確認IPEC所提供之取代動力之替代性

聽證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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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都市計畫
行政聽證制度

紐約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審議流程作業」（Uniform Land
Use Review Procedure，U.L.U.R.P）所規範之都市計畫行政聽
證，以「非正式聽證」為主，以避免耗費行政機關人力、財力

紐約市另設公共辯護組織（NYC Public Advocate），可協助
民眾在都市計畫案擬定、變更過程中，適時協調及監督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接受民眾異議。紐約市公共辯護組織在對民眾一再
異議的都市計畫案件提出複審（review）或接受民眾聲請調查
時，得針對既有事實要求舉辦「正式聽證」，以制衡行政機關
之都市計畫規劃權力，避免行政失誤

非正式
聽證

正式
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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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程序之證人有陳述證言之義務、鑑定人亦有為鑑定之義務，無
法定理由而拒絕陳述或為鑑定時，行政機關得向有管轄權之行政法
院請求訊問之；而當事人在訊問證人或鑑定人以及勘驗時，有在場
權，並得提出相關問題。最後的行政決定，行政機關也必須要斟酌
全部程序之結果。

德國於權利保障正式程序，仿效司法審判程序，透過言詞辯論與證
據、證人的提出並進行交互詰問，調查證據並發現事實。行政處分
作成之程序，原則上採取不要式，但在法律另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
則應遵循法定正式程序。正式程序的進行，原則上以不公開的言詞
辯論方式為之，行政機關必須於舉行期日前通知當事人參加聽證

其他國家聽證程序
-德國

德國法認為行政機關是代表公益者，故無行政法法官，僅在設有委
員會的聽證程序，得請求有迴避事由之委員迴避，以維護聽證及行
政決定之公正性

權利保
障正式
程序

行政機
關代表
公益

聽證辯
論與行
政決定

行政處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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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程序之參與及進行，使計畫集思廣益，確保最終確定之計
畫內容合理妥善，以達到預定之目標。公眾參與有助於作成改
善決定的資訊基礎，一可提高接受計畫確定裁決的意願，加速
計畫的進行，二可避免複雜程序所產生實體法上的錯誤

在計畫裁決前所舉行的聽證，必須使擬訂計畫之機關、計畫事
務涉及其權限之其他機關、權利或利益受計畫影響之人、其他
對計畫表示意見或提出異議之人，得針對擬定之計畫相互討論、
溝通並協調，確保確定之計畫內容能使利害關係人信服

聽證之功能在於彙整、溝通及協調各種有關行政計畫之不同意
見，並就此聽證結果提出報告，而不對計畫本身做判斷

主持人應力謀不同意見及利益間的調和，就聽證時各有關機關
之意見、當事人間達成之協議以及未解決之爭議，連同其對聽
證結果之意見做成聽證報告書，送交確定計畫之裁決機關

計畫確定程序

立法
目的

溝通
協調

聽證
報告

意見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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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確定程序階段 關鍵事項
前置階段 確認後續經計畫確定程序的計畫與相關前置階段之計畫

是否相符
準備階段 進入正式計畫確定程序前，應準備計畫證據資料，與將

參與程序的機關、權益受影響的土地所有權人或營業者，
一併納入協商。首先應考量擬提出之計畫對環境可能產
生之影響的評估

計畫確定階段 依德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計畫確定程序可分為五
個步驟，包含：
(一)擬定計畫之提出；
(二)擬定計畫之公開；
(三)聽證之預告；
(四)聽證之舉行；
(五)確定計畫之裁決
經由聽證及裁決等2項程序進行，由兩個不同機關-聽證
機關及確定計畫機關-主導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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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
證
程
序
開
始

計畫主
體

計畫主體將計畫提交於計畫確定機關。聽證機關負責邀集受影響機
關的參與，並進行意見的表達，促使受該計畫影響之鄉鎮公開展示
計畫

利害關
係人

以與當事人計畫相關之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為核心，提供正確及充分
之資訊。聽證主持機關得於聽證期日前，先取得相關鑑定，並要求
提出鑑定書，該鑑定意見應與計畫一併展覽，或以其他方式，於討
論期日前，讓參與人均有機會閱覽

2.
相
關
機
關
之
立
場

(1)通知 主管機關單方面所為之觀念通知，僅止於提供資訊之功能
(2)共同
決定

主管機關之許可，須以其他機關亦為許可之意思表示存在為前提。
若其他機關認為應駁回許可之申請時，則許可機關受其駁回之意思
表示所拘束。其他機關共同決定，可彌補其因程序集中而喪失之審
查權，更可促進許可程序迅速進行

(3)協力 A.聽證(Anhoerung）及陳述意見（Stellungnahme）
給予其他機關就程序之進行、標的、具有重要性之事實及可能之決
定內容表達意見之機會。藉由彼此雙向之溝通，進一步釐清他機關
權限受影響之範圍，有助於主管機關作成合法且適當之決定
B.協議
主管機關應同時力求與其他機關之意見達成一致性，無法拘束其他
機關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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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異議
提出

受該計畫影響之鄉鎮應於收受計畫後3 週內，公開展示，任何因該計
畫致權益受影響者，得於公展期滿後2 週內提出異議。異議期限經過
後，所有欠缺私權名義之異議均不再受理，即對遲誤提出之異議，具
有實質的排除效果（Präklusion）。此基於法律規定，於期間經過後，
即不得再行使權利之法律效果，稱之為「權利排除」

4.
聽證
程序
之進
行

▲聽證機關應持中立態度，協調利害關係，達成共識
▲收集計畫權衡所需資料，以明計畫的相關事實及利害關係，並賦予
權益受影響者法定聽證權，形成最佳的裁決基礎。



土地開發或利用計畫聽證之
個案與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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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
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即為此目的
而制定，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尊嚴之適足居住環境之意義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第一項）外，並作為限制財產權與
居住自由之法律依據。

都市更新之實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實質環境及居民權利等因素之考
量，本質上係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事務，故縱使基於事實上需要
及引入民間活力之政策考量，而以法律規定人民在一定條件下得申請自行
辦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

立法目的

地方政府之權責

102年4月26日大法官解釋第709號針對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計畫之審核
程序規定是否違憲作出解釋。大法官對於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3項前段
（該條於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將原第3項分列為第3項、第4項）規定，
認為要符合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有以下需改善之處：

都市更新聽證個案
與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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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
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
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

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能確實
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
立共識，以提高其接受度，本條例除應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
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
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
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
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

相應之法定程序

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本
條例並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
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
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

應踐行之聽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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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聽証作業補充規定



30

1.表達不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撤銷同意書
2.加速審議時程
3.建築規劃設計：結構、車道出入口、公設
比、1樓店舖面積縮小、住宅單元大小… 
4.財務計畫：工程造價太高、風險管理費質
疑、 共同負擔偏高
5.選屋條件：選配條件受限、超額選配疑義
6.更新前後估價：估價條件疑義、土地價值
低估、平均單價偏低
7.實施者資本額太低、執行資力質疑
8.信託機制：是否以地主土地融資
9.計畫內容、資訊未獲
10.實施者沒誠意、溝通不足

聽證程序
陳述意見

1.聽證後，聽證記錄提送委員會
2.委員會針對該個案進行討論、協調、溝通
3.經當事人討論後，委員會確定記錄、或修
正通過

聽證做成
聽證記錄

審議委員
會個案討
論並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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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程序之發動方式

聽證程序是否每一個個案都要舉辦？抑或是有「爭議」或
是「必要時」才舉辦聽證會？若是每個個案都要舉辦聽證
會，可能造成程序延宕；若是有「爭議」或是「必要時」
才舉辦，則如何判斷有「爭議」或是「必要時」？

聽證程序是要由主管機關依職權發動，或是由當事人或是
利害關係人申請？對於利害關係人應如何加以界定？申請
詰問或言詞辯論之對象是否限於當事人？或是可以擴及其
他其他對於計畫有實質影響之人

1

2

1



32

2 聽證程序之通知對象與資料

應合法通知與送達之對象有哪些？如計畫內各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
請求權人？或是可以包含其他利害關係人？

所謂利害關係人，行政程序法第23條：「因程序之進行將影
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行政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
請，通知其參加為當事人。」行政程序法第55條：「行政機
關舉行聽證前，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並通知當事人及其
他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則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的影響範圍
如何介定

主管機關應將該計畫相關資訊分別送達，聽證程序應送達之
資料應包含哪些內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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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聽證程序之法律效果

行程法第108條：「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時，除依第四十三
條之規定外，並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錄作成
處分者，從其規定。前項行政處分應以書面為之，並通知當事人。」

若未能完成上述事項，聽證程序成為有瑕疵之程序，主管機關依據有瑕
疵之聽證程序所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其效力應屬於無效之行政
處分抑或是得撤銷之行政處分？若計畫依行程法第108條規定以法規明
定應依聽證紀錄作成處分者，其結果如何

大法官認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必須先完成以下之事項：
（1）踐行聽證程序
（2）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
（3）斟酌全部聽證紀錄
（4）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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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聽證個案
與其議題

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
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

土地徵收條
例第10條第
3項

土地徵收條例第十條第三項有關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時
，計畫範圍內（即徵收範圍內）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應屬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之利
害關係人，依法應通知其參加聽證。

內授中辦地
字26651641號

本條例第十條第三項所稱特定農業區，指特定農業區農牧
用地；所稱爭議，指建設計畫於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後
，經需用土地人以書面通知計畫範圍內之特定農業區農牧
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列入徵收，而土地所有權人對
其所有之農牧用地列入徵收計畫範圍之必要性提出異議時
，經興辦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詳實說明後，仍有
異議者。前項異議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於收到通知後一個月
內，以書面向需用土地人或興辦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出，屆期未提出，視為無異議。聽證之舉行應由興
辦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報送徵收計畫予中央主
管機關審查前辦理之。

土地徵收條
例施行細則
第 1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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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計畫之執
行與用地取得方式採
區段徵收，其計畫區
段徵收面積3,155公頃
，其中交通部辦理區
段徵收面積1,481公頃
；桃園市政府辦理區
段徵收面積1,674公頃

區段徵收地區依需用土地人分別以交通部及桃園市政府為開發主體，桃園
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範圍，亦稱「蛋黃區」的需地機關為交通部，包
含機場園區擴建範圍：擴充第三跑道用地、機場擴充用地、自由貿易港專
用區及周邊地區以及海軍基地與其周邊地區，其面積計約1,48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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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需地機關主辦聽證的設計，常招致「球員兼裁判」的批
評。若認為聽證是徵收處分之正當法律程序的一環，其聽
證之主辦機關應為內政部。若認為是徵收計畫裁決程序，
其需地機關可能是聽證主辦單位

聽證主辦
單位

具類司法程序性質，自應比擬司法審理程序。從整體上看為
「直接審理原則」，聽證程序主持人至少其中一人是由處分
機關成員擔任，以實質確保處分機關係基於直接聽審所得之
心證，而非單憑書面聽證結果作成偏頗之決定

聽證
主持人

聽證是否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所舉辦之徵收前置程序
，是否屬作成徵收處分之正當法律程序的一環，或是計畫確
認裁決程序？

土地徵收
聽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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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達2萬人的利害關係人，劃分為贊成徵收與反對徵收兩方
，各選出15名代表。看似對等的正反兩方。預備聽證的爭點
都由反對方提出，贊成方卻都在幫官方推行航空城計畫，感
覺起來像是「二打一」

聽證
當事人

同時異地舉辦聽證程序，兩地區爭點事實上具有邏輯上先後
之順序。例如，機場園區之爭點一為「政府興闢桃園機場第
三跑道及自由貿易港區有無必要?」及附近地區之爭點一為
「如桃園國際機場擴建及第三跑道與自由 貿易港區興闢，是
否必然衍生桃園機場週邊地區航空關聯性產業用地之需求」

舉辦場次
時間分配

以一個已經通過都市計畫案後所進行的土地徵收為例，土地
徵收審議小組在舉行聽證後，會因聽證而駁回土地徵收嗎？
如果真的駁回土地徵收，已經通過的都市計畫會如何繼續？
是否會修正檢討？

聽證後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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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聽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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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39 號

主管機關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程序，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
議、將重劃計畫相關資訊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
權人，及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
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連同
已核准之市地重劃計畫，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內各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
人等，均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核定成
立籌備
會

籌備會
權責

核定擬
辦重劃
範圍

核准實
施重劃
計畫

發起人申請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未就發起人於擬辦重劃範圍內所有土
地面積之總和應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總面積比率為規定；於以土地所有
權人七人以上為發起人時，復未就該人數與所有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
權人總數之比率為規定，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不符

由籌備會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為重劃計畫書之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等，均屬重劃會之職權，卻交由籌備會為之，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

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之程序，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
議、於核定前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及分別送達核定處分於重
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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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與自辦重劃之聽證機關，是否皆為內政部？聽證主辦
單位

公辦與自辦重劃聽證是否屬作成核定計畫行政處分之正當法
律程序的一環，或是計畫確認裁決程序？

市地重劃
聽證定性

所有的土地權力關係人皆為聽證當事人，於自辦重劃之情形
，開發商又扮演何種角色？

聽證
當事人

聽證若是以爭議問題為主，則共同負擔、分配設計、估價等
應為聽證之議題。但是，公共設施之負擔是否可以討論？都
市計畫對於細部計畫之分區管制、建築強度、使用限制、公
共設施之位置等可否作為議題？

聽證議題
的討論

已經通過都市計畫案後之市地重劃，會否因聽證而駁回重劃
計畫？已經通過的都市計畫會如何繼續？是否會修正檢討？

聽證後
效力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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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是行政機關之「聽」與「證」。站在人
民的立場，人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聽證？

每一種土地開發或利用，其聽證的種類是否
一樣？還是應該有所區隔？

我們應該思考，對於土地開發與利用之計畫，
是否應明確導入聽證程序，成為行政計畫裁
決程序？

對於行政處分下陳述意見性質之聽證，政府
或委員應該仔細思辨，並且逐一確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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