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視角

從土地權利的限制看起

 地用控管與地權分配的分離

 國有規劃權的界限

 地權重分配的可能性與界限

制度設計的基本限制與框架

 憲法基本權利做為公權力使用的界限

 公法基本原理形成的界限與框架



第二視角

 制度特徵與運作的考量

 目的與作用方式

區段徵收制度設計裡內藏的問題

 徵收還是投資開發?

 這是公平的土地工具嗎?

 有無可替代土地工具?



第一視角



憲法做為觀察與分析的基礎(一)

 1. 基本權利的主觀作用與客觀效力

 基本權利的主觀權利作用方式

 基本權利的客觀效力

○ 對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委託

○ 核心部分為公權力不可涉足之禁地

○ 司法解釋、適用法規的基準



憲法做為觀察與分析的基礎(二)

人權的三大類型:生命、自由與財產

人權之所以需要保障，出於其在人類社會
中之牽連與相互影響。因此，每個個人所
享權利相互構成界限，而在此基礎上，人
權或基本權利雖不得架空，依個別權力特
性，卻在一定程度內可以合宜地予以限制。
財產權在這方面最具社會性，也是最典型
可以被限制的一種。



憲法做為觀察與分析的基礎(三)

 2. 財產權保障與相關制度設計

 財產權是核心極小的基本權利

 內容太多樣與不確定性，因此需要立法建構

 立法建構個別財產權內容時的作用，理論上
既然是普遍性規範，等於同時在定義各種財
產權的社會制約(社會義務)。

 既然社會義務是普遍的，那麼其造成之負擔
就必須平等。

 合法的不平等待遇，無論對當事人是福是禍，
都需要合理論證，以成就其正當性。



憲法做為觀察與分析的基礎(四)



憲法做為觀察與分析的基礎(五)

 個別人民與國家機器的對立性結構迄今沒有真
正動搖。

 民主與法治構成這個介面，提供可以和平運作、
調整的制度性平台。

 基於人權建立起來的價值觀:
 當個案中公益與私益衝突的情形，如果不是公益與私
益相較，具有明顯壓倒性的重要性下，仍應優先保障
私益。

 基於每個人地位與權利上之均等，沒有做到少數利益
的保護，也不得以多數決方式影響少數人利益。

 人民主張自己所擁有的人權或基本權利是天經地義，
反而是要求個人犧牲其權利者，必須去論證權利剝奪
或是限制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憲法對財產權保障些甚麼?(一) 

財產權做為人權還是基本權，
重點都不在它能代表的金錢價
值，而是在它是財產上的自由
權!

甚麼樣的財產上自由權? 自由
處分與用益!



憲法對財產權保障些甚麼?(二)

 財產權的社會性與內容不確定性

 私財產權制做為制度性保障對抗國有及公有化

 憲法上的立法委託-具體、各種財產權的內容形
成
 內容形容作用與財產權的限制

 民事私法自治與財產權的保障

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是對資本主義遺
害的抗爭結果-純粹自由市場的問題
與大政府主義問題間尋求平衡的緊
張關係



憲法對財產權保障些甚麼?(三)

存續保障為財產權保障的原生
型態

價值保障的限制
價值的主觀性與相對性

價值保障反映在存續保障受損部分的
補償上，因而對於存續保障具有備位
性



地權與地用的分離

現代地權最重要的核心，個別獨立的司法
上財產權(所有權)。在民法上，公有土地
在與私有土地產權無不同。只是在公權力
機關”內部”，對於公有財產另有規範。其
他方面實際上仍依民法。

相較之下，土地運用的控管或限制卻是混
合公法和私法的，要分別論。



國家對土地的規劃權

土地使用管制是公法性質，屬國家機器的
高權行為

這是典型社會義務

都計的分區與非都的編定是不是社會義務?

強度?有無信賴保護?如何思考?

但是，為了實現空間規劃成果的土地工具
呢?



土地工具要考量的問題

 由私法領域所規制之私經濟秩序的構成，是財產權限
制的一種，也代表在公權力不積極介入下，在社會中
私財產權的基本自由範圍，其作用自屬內容形成。

 就公法層面觀之，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管理等無一不
是比私法更進一步、更嚴苛的私財產權限制，但是原
理上仍應屬於內容形成，因其仍具普遍性，且一般限
制強度仍算在社會義務範圍內。

 土地工具端視其限制強度與個案性，其中一者逾越社
會義務時，即應已構成憲法上的徵收。而這樣概念的
徵收其實遠較日常大眾對於徵收概念的理解為廣，也
與特別犧牲之概念難以區隔。

 思索的問題:重劃算特別犧牲嗎?區段徵收?都市更新?



地權重分配的可能性與界限

從前述看，由於憲法對財產權的保障是放
在自由權脈絡下，地權的異動(重分配)著
重在自願性，因此主要透過私法途徑與自
由市場。

公權力直接干預地權的重分配過程，因為
伴隨的非自願性，必須有高度正當性。

因此，地權的重分配，在憲法學理上不允
許以徵收進行。



負擔公平原則

既然社會制約部分對私財產權構成負擔，
即受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之拘束。

但是這卻有一點很容易被遺忘。那就是，
基於生存權的要求，政府必須無條件滿足
人民的基本生活設施。

這點影響到跨區域性或大眾公共使用設施，
大家透過繳稅一起負擔，也一起均享這些
設施的可利用性。

 So far!這部分沒有所謂使用者依照實際使
用量付費的概念。



2.4.憲法上徵收的意義與限制

 甚麼是徵收?其實只要是國家機器為了特定
公益性目的之追求，以強制力，以超越該私
財產權所應承擔社會義務之程度，剝奪私財
產權之私用性或私有性者皆屬之。

 徵收的構成要件與合法條件?
 徵收概念的組成純就邏輯面來看，應侷限在上述
各項

 徵收合法性條件與徵收的限制-
○ 特定徵收目的之鎖定性、
○ 法定性、
○ 必要性
○ 與補償之相當性



2.4.2.土地徵收與憲法上的徵收
概念
 既然徵收本質上也是對私財產權的限制，只
是限制強度上達到超越社會義務的水準。
 相較於古典觀念，現代憲法的徵收觀念不限於所
有權的剝奪，也包含私用性的剝奪。

 古典徵收之所以在憲法上強調，因為這是對私財
產權(所有權)具毀滅性的最極端情形，是憲法上
保障財產權必須刻意規範的地方。

 近代以來法理上限制徵收最重要的三個實體
性原則:
 徵收目的的限制-特定化具體公共利益
 徵收的最後手段化
 徵收的非買賣化



第二視角



 1. 關於徵收的共同性問題

 2.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

 3. 對於區段徵收制度的評論



關於徵收的共同性問題(一)

徵收的認定不僅看土地徵收條例是否規定
特定行政行為名義上是徵收，而是看是否
具備徵收的特徵。

徵收以違背財產權人意願剝奪其財產權為
第一特徵，其次則因為符合個別性、極端
高強度(符合特別犧牲)特徵。符合二者即
可認為是徵收。

補償就徵收是義務，但不是有補償就可以
發動徵收。



關於徵收的共同性問題(二)

釋字400號與440號以後，特別犧牲成為
獨立的補償請求權基礎?

當特別犧牲與徵收分道揚鑣，到底實質徵
收與特別犧牲的差別何在?實務上到底哪
些情形可以被算成特別犧牲?

但反過來想，如果公權力對私財產權所帶
來的限制與干預已逾社會義務程度，無論
這是頂用何種名稱的措施或法規，仍可運
用特別犧牲之原理，檢查其合憲性。



關於徵收的共同性問題(三)

 區段徵收即使算是一種土地開發方式，因為
具有強制剝奪人民不動產財產權之現象，實
質仍具徵收之特性，仍需適用徵收之法理論
斷其合(違)憲性。

 區段徵收實際徵收比其目的所要建設所需土
地更大面積，以供在價值轉換後發回抵充補
償金，如此則到底這算是一個公共利益性目
的夾帶財務性目的的徵收，還是應該各個目
的分別各辦徵收?當然，最關鍵的是，公共
建設的財務所需可以做為徵收原因或目的嗎?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一)

 使用時機與方式:土徵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
建設者。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衛生、
交通之需要或促進土地之合理使用實 施更新
者。三、都市土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
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者。
四、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建設者。 五、農村
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生之需要
或配合農業發展之規劃實施更新者。六、
其他依法得為區段徵收者。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二)

從上面各種區徵時機來看，都是面狀建設
開發，且不限於特定公共設施。符合特定
範圍內土地全部收取後，重新整理、建設
再釋出特徵。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三)

土徵39條第1項:區段徵收土地時，應依第
三十條規定補償其地價。除地價補償得經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
之抵價地折算抵付外，其餘各項補償費依
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規定補償之。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四)

土徵40條第1項:實施區段徵收時，原土地
所有權人不願領取現金補償者，應於徵收
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
面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
發給抵價地。

表示區徵在補償部分，維持原型以地價補
償處理，只是可以申請以抵價地取代。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五)

抵價地是依照核定而來，因此申請發給抵
價地而未獲核給者，發給補償金。土徵
41條第2項: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經
核定不發給抵價地者，應於核定之次日起
十五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抵價地與補償金計算基準不同，抵價地是
依照改算後權利價值，補償金卻還是依照
徵收當期地價，相當改算前價值。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六)

 土徵44條第1項:

 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經規劃整理後，除依第四十三條規
定配回原管理機關及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配售外，其處理
方式如下：一、抵價地發交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其
應領回抵價地之面積，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按其應領地價補償費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比率計算
其應領之權利價值，並以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單位地價折算
之。二、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
停車場、體育場所及國民學校用地，無償登記為當地直轄
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有。三、前款以外之公
共設施用地，得由主管機關依財務計畫需要，於徵收計畫
書載明有償或無償撥供需地機關或讓售供公營事業機構使
用。四、國民住宅用地、安置原住戶或經行政院專案核准
所需土地得以讓售。五、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得予標售、
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七)

土徵44條第2項: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領回面積不足最小建築
單位面積者，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
合併，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規定期間屆
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原徵收地價補償費
發給現金補償。



區段徵收的制度特徵(八)

土徵46條第1項: (找補系統)

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面積與
實際領回抵價地之面積有所增減時，依
下列規定處理：一、實際領回抵價地之
面積超過應領之面積者，就其超過部分按
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繳納差額地價。二、
實際領回抵價地之面積小於應領之面積者，
就其不足部分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發
給差額地價。



區徵制度本質的爭議

是投資開發還是徵收?

問題是，這種爭議有意義嗎?

直指國家財政需求可否做為徵收原因的禁
忌性課題



區徵的系統性缺點

特徵一與二:必要性不足，且有公益性疑
慮。

特徵三與四:仍然是強制取得與補償的架
構，本質仍是徵收。

特徵六:能有配餘地用以標售等，表示起
碼這部分欠缺公益性、必要性。

特徵八:最小面積限制加上以改算後權利
價值，很容易變成原所有權人無力負擔。
使迫遷現象進一步強化。



區段徵收的公平性問題

特徵五:抵價地與補償金價值基準不一，
但土地都已投入開發，則此已有違平等原
則。

特徵六:因為區內公設實際由所有徵收人
分攤與貢獻，若是鄰里性設施也就罷了，
若是區域級或國家級設施，亦違負擔公平
原則。

特徵七:如果以投資來看，人家也確實有
參與，只是發回少，畢竟有貢獻度在，怎
可以用改算前標準計價?



區段徵收的比例原則問題

全區性更新或新開發(如新市鎮)
 即便全區不一起整理，難以建設。還是涉及
基礎公共設施應該國家無條件負擔，以及何
以不採重劃的論理困境。

以特定公設為中心的擴張開發
 公益性與必要性都難以符合徵收合法性要求

 該公設的土地與建設成本負擔變成區徵範圍
內所有權人的特別負擔

二者都根本性地存在更低傷害性土地工具，
如重劃



最後的問題(代結語)

秉諸良心，抵價地式區段徵收制度設計、
徵收的觀念、官方執行徵收的心態，真的
經得起人權保障價值觀下的評判嗎?難道，
這不是威權主義、團體主義陰魂不散地再
次現身對市民社會大肆咆哮嗎?這樣的實
定法不是只具法之形，卻沒有法正義實質
內涵嗎?



謝謝大家的聆聽與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