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對財產權影響之探討 

在整個都市計畫法當中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富爭議也是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它能提供服務，創造有利舒適的居住環境，滿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

同時也涉及到人民權益及政府財政負擔、公權力行使等多項問題。然而我

國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及爭議持續存在，長久的制度趨向未被完全執

行，而管制行為的長久限制，究竟對人民的財產權影響如何？對此，本研

究擬藉由美國法庭歷年判例所形塑出類似徵收管制理論，來檢驗現行的公

共設施保留地制度。  

第一節 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之變遷 
公共設施用地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二者在法律上並無明確定義，依內政

部七十二年四月七日台內營字第一四三三七九號函釋意旨，都市計畫法所

稱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都市計畫範圍內經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而未經開闢

或使用之土地。是以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都市計畫範圍內經劃設為公共

設施用地而未經依法取得或開闢使用之公私有土地11 。按公共設施保留
地，係經由都市計劃制定程序所劃定12，我國都市計畫法之準據法－都市

計畫法（舊都市計畫法）制定於民國二十八年。民國二十八年公布之都市

計畫法，是時並無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名稱，亦無取得期限之規定，依舊都

市計畫法十九至二七條之規定，市區道路、公園、中小學、體育衛生防空

消防設備、公墓等公共設施之規劃設置原則；然而當時對被劃定為供公共

設施使用之土地並無限制其使用之規定。由言之，舊都市計畫法13對於被

劃定而尚未供為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於法上則無限制其使用之依據。於

是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為政府取得前，其所有權人仍得自由使用該土

                                      
1 1李鴻毅，1995：p421。  
1 2  依現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

分區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且同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亦分

別規定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書中應表公共設施用地。  
1 3陳立夫，1997：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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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縱然其使用有礙於劃定公共設施用地使用之目的，亦無違法之虞。時

至民國三十五年，舊土地法（十九年制定）修正，修正後土地法第九十三

條規定：「依都市計畫法己公布為道路或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得為保留

徵收，並限制其使用。但臨時性質之建築，不在此限」。對於都市計畫區

域內之公共設施用地，終於有限制其使用之法律依據，惟應以保留徵收方

式為之。然「公共設施保留地」一詞，仍未出現，由財產權觀點觀之，由

於政府劃定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標準不明確，且所有權人不能確定何時會被

徵收，因此此時的財產權界限仍極其模糊（洪維延，2001:20）。 

時至民國五十三年前述所言之舊都市計畫法第一次修法，行政部門除

於其所提的修法草案中表示「為顧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利益起見，特規

定依本法徵收之土地，其地價之補償，應按市價14」外，行政部門亦應立

法部門的要求，將公共設施擬用地改稱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且為兼顧土

地所有人之使用權利計15增訂了保留期限，是以修正後之都市計畫法第四

十七條（即現行法五一）明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

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但在興辦公共設施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並增

訂了第四十九條規定：『前條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之期間不得超過五年，

逾期不徵收，視為撤銷。但有特殊情形，經上級政府之核准得延長之，其

延長期間至多五年』，於民國五十三年九月一日奉總統令修正公布，至

此，始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名並首度於都市計畫法中明定使用之限制亦及

增訂了徵收取得期限為五至十年的規定。由於都市計畫法係關於都市土地

使用之特別規範；於是，民國五十三年以後，對於依都市計畫而指定（劃

定）之道路或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即可直接引據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限

制其使用。而無再依土地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為保留徵收之必要。16 

                                      
1 4立法院公報，第三十三會期第十九期：p57。  
1 5立法院審議行政院所送之都市計畫修正草案時，方經立法院聯席審查小組以：「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依法徵收，旨在便利公共設施之設置，法意至善，惟其徵收期限原

草案（行政院原擬修正草案）未予規定，似對土地所有人之土地使用權，有長期凍結

之虞，殊不相宜。  
1 6陳立夫，1997：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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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十二年間，行政院鑑於省、市實施都市計畫各地區，其都市計

畫大部分己於五十三年九月一日前公布，依當時都市計畫法規定，公共設

施用地之保留徵收期限，經延長至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底即將屆滿，據省、

市政府統計，所需徵收補償地價約計新台幣三百億元以上17，實屬無法負

擔。基於事實需要，行政部門遂提出延長保留徵收期限修正案，將期限再

度展延十五年，且補償亦改依公告現值為準。期初曾引起部分增額立法委

員的反對，要求不再延長保留期限，且按市價補償，然後經內政部長保證

不再延期之承諾18，及增列「逾期不徵收，視為撤銷」之規定後，予以修

正通過，將原都市計劃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變更為第五十條：「公共設施

保留地，在民國六十二年本法修正公布前未取得者，應自本法修正公布之

日起十年內取得。但有特殊情形，經上級政府之核准，得延長之；其延長

間至多五年。逾期不徵收，視為撤銷。（第二、三項略）」，於民國六十

二年九月六日公布施行，為減少抗爭，行政院於提出修正案的同時又增列

公共設施用地在取得前應視其使用之情形，依法減免土地賦稅及土地所有

權人並得為臨時建築使用之規定，以兼顧人民權益。  

而在此次修法過後至民國七十七年間，中央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企

圖透過修改其他相關法規及行政命令等方式，能使制度被執行，然而據統

計顯示，省市政府於六十二年九月六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佈起，十三年間

共計取得公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5,651公頃，平均每年取得 453 公頃（張

隆盛，1987:1）且至七十六年底仍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約 36,700公頃尚未

取得。如依上述六十二年修正後條文之規定：「逾期未徵收，視為撤

銷」，則民國六十二年以前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期限即為七十七

年九月六日，然而此一期限內，政府顯然仍無法將全部已指定之公共設施

保留地加以徵收。是以行政院以保留地取得期限為我國特有之規定，且大

                                      
1 7  來璋，1975：p12。  
1 8當時內政部長林金生於聯席審查會中承諾：「此次政府提出之修正案規定為十年，有

特殊情形者，延長五年，在此期限內政府定當妥籌財源如期完成建設，絕不會到期再

請修正延長且將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公告現值逐漸調整為接近鄰近土地的買賣價格承諾

（立法院公報，第六十二卷第六十期，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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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均應由政府籌措財源予以取得，徵諸歐、美、日各國

都市計畫法尚欠類似規定為由19，認為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關於公共設施

保留地取得期限之規定應予刪除。是以其送審之修正草案版本即將保留地

期限規定刪除，同時維持公告現值補償，此舉不但引起保留地所有權人進

行多次請願及抗爭，更造成了行政及立法部門間的衝突。最後在立法部門

的妥協下，政府不惜再度失信於民，於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再度修正

本條文之規定，將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期之規定完全廢除，爰目前都市計

畫法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已無取得期限之限制。  

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在立法部門及行政部門的兩者，以保留地所有權

人的權益為代價下，一再妥協修正，然制度至今仍未被完全執行，而此種

未被完全執行的制度究竟對人民產生了何種影響，本研究將作後續深入之

探討。  

 

 

 

 

 

 

 

 

 

 

 

 

 

 

 

                                      
1 9  按美國各州就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向設有合理取得期間之限制，一年期間係合理

的，但三年期間即被法院認定構成類似徵收管制（魏千峰，1999：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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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設施保留地構成類似徵收管制之檢視 

公共設施保留地歷經政治妥協下，刪除了取得期限的條款，亦即政府

自此不需再面對與承受期限屆至的取得壓力，但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長久

趨向未能被完全執行的路徑，長久限制人民財產權的制度究竟係屬人民為

公共利益所應忍受之警察權合理範疇亦或是已逾越了其所應承擔的社會義

務而侵及人民財產權？本研究此一部分擬以美國憲法針對違法財產權侵害

請求補償或使用管制措施無效所賦予各級法院依照法令加以檢驗銓釋之判

例所形成之類似徵收理論20，嘗試從美國判例及文獻中建立構成類似徵收

管制的裁定檢驗準則，並依此對公共設施保留地議題加以檢視，以了解現

行公共設施保留地對土地所有權人在財產權保障與限制影響間尺度之攻

防。  

一、類似徵收管制（regulatory takings）之探討 

類似徵收（taking）行為中所受限制及剝奪的權利是「財產權」，在

美國，針對政府此種行使警察權所採行之方式或使用管制措施是否已違法

侵害財產權，美國憲法賦予人民為保障自身財產權而向法院提起反類徵收

侵害之訴（inverse condemnation）的權利，此種財產權保障與限制攻防

的尺度通常由美國司法機關各級法院依照法令加以檢驗，以貫徹保障私有

財產權，若判決政府違憲侵害人民財產權，則反類徵收侵害之訴勝訴，此

時“類似徵收”（taking）21即成立，政府即須對之加以補償或撤銷管制。

是以藉由各級法院的對各個個案的銓釋，可使憲法之精神能符合時代需要

而能真正落實到人民日常生活中，進而真正地保障到人民的財產權。類似

徵收經由美國最高法院之判例約可分類為”類似徵收之占有”（possessory 

                                      
2 0因美國法類似徵收理論發展較早並十分完備，且我國所採用之土地使用管制制度係承

襲於美國，爰本文係以美國法之類似徵收理論為主。  
2 1國內學者謝哲勝譯為「準徵收」，但本文認為楊明勳（1993）所提出二種說法：1.  

準徵收易誤導此種侵害準用徵收法制的構成要件於法律效果，但其事實上應類推而非

準用。2.以準徵收為名為過度強調此一請求權與徵收法制間的關係。以上兩點值得參

考，是以本文將之譯為「類似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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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s）和”類似徵收管制”（regulatory takings）兩種理論。”類似徵收

之占有”係以實質侵入（physical invasion）與否加以認定的，與本研究

標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管制性質不同，是以不予深入討論，本文僅就類似徵

收管制理論加以論述。  

（一）背景分析 

十九世紀美國憲法實務學派及學界為了更清楚說明聯邦及州立法者

「侵犯」人民權利之基本理由乃產生「警察權」理論，來作為肯定聯邦及

各州立法行為之據。早期警察權行使的目的，係針對人民基本權利之「有

害的使用」（noxious use），雖限及剝奪人民的財產權，造成使用上之

不便或價值上的貶損，也不必給予任何之補償，此是與徵收權（Eminent 

Domain）最大的不同點。其後美國政府的管制行為均以警察權22 作為重

要基礎，分區管制是屬於美國地方政府主要合法管制的例子，而快要滅絕

物種法案則是屬於美國聯邦階層管制的例子。  

自從 1960 年代，土地使用管制在每一個政府層級被擴充包括了新的

公共目的，諸如歷史保存、自然危險減輕以及環境保護。甚而有些公共提

議認為想要達到某些案子的目標就必須阻止土地做如住宅發展、採礦、及

砍伐原木、娛樂及農場的使用，只要管制是源自於政府的警察權去提升公

共健康、安全、道德或福利，它將會被支持。然而當人口持續增加，土地

重要性日益擴充時，新的壓力加大了社會利益與私有權間的緊繃，人民開

始體認到政府所採的管制行為對他們的財產權產生的限制，包括政府過度

干涉的部分，因為當政府以對私有土地之使用管制來達到相同的目的時，

政府很少支付任何金錢；以這個方法，私有土地己因公共目的憑藉一個”

類似徵收的管制”方式在未支付補償的情況下被徵收了。在現行美國，土

地使用法律最受爭論，的包含了什麼樣的公共代理行動（public agency 

action）構成了一個”類似徵收管制”問題，以對無抑制的管制行為設下限

                                      
2 2警察權係指地方政府為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保障人民的安全安

寧，以及人民享受公私社會生活和有利的使用他們的財產（張泰煌，1998a）政府基於

警察權，必須規定個行為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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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以私有財產所有者開始挑戰政府為了不充分或不適當的公共理由，

沒有補償地以土地使用管制方式限制了其對自身財產權行使的權能，而這

樣的限制太過卻形成類似於徵收他們的財產，而此已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五

增補條款23，使得公共管制者與私有財產所有者的戰線飛快地劃出了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類似徵收的案子。  

（二）法庭立場之探討 

在美國財產權保障與限制攻防的尺度通常由法院依照法令加以檢

驗，若判決政府違憲24，便構成”類似徵收” （taking）的效果，而類似徵

收管制理論之所以得以經由上述判例反覆驗證發展，法庭的所持之立場及

看法占有極為重要的因素；約 100 年前在美國憲法被建立時，類似徵收

條款（Takings Clause）是被用來應用於只有當政府為公共目的而實質上

佔用財產時。然而如上所述，管制行為不斷被擴充，政府不只經由明顯權

限取得財產同時也經由強加嚴格的管制使得財產對於土地所有者是無用的

情形下等同取得了財產權。是以法庭決定在第五增補條款之下，當政府為

公眾使用而管制占用了私有土地，財產所有者被賦予”公平補償”的權力。

美國法庭正式承認第一個合法類似徵收管制的個案大約是在 1922 年，由

法官 Holmes解釋 Pennsylvania Coal 案中所述的”當財產被管制到一定程

度，如果管制太過（“go too far”），它將會被認定是一種”類似徵

收”25。至此美國最高法院支持如果政府的管制太過”goes too far” 致使土

地所有者被非法剝奪對他或她土地經濟上可行性，如果對於財產所有者而

言它具有與政府實際上實質占用那土地具有相同的效果，這樣的管制在憲

                                      
2 3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提供，”…nor shal l  pr ivate  proper 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 ion.”  
2 4  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均不得不經過正當的去律程序

而遭受剝奪，人民的財產亦不得被政府不給予公平的補償即徵收為公共使用」；第十

四條增補條款：「無論何州均不得不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即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

或財產；亦不得對州管轄權內之任何人，否認其有權享受法律上之平等保護。」  
2 5  1922 Supreme Court  ,Just 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Pennsylvania Coal 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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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五增補條款下，構成了類似徵收，是以類似徵收的管制條款

（doctrine）由此而生。  

美國憲法所揭示的，禁止為了公眾使用而採類似徵收的方式管制私有

財產而未給予補償，且一般說來禁止政府在沒有正當法律程序下剝奪任何

人的財產（Dick Netzer，1998）。最高法庭支持憲法禁止沒有被補償的”

類似徵收”，因為這樣的設計是被用來禁止政府將一些就所有公平及正義

而言應由所有的公眾來承受的負擔，強迫一些人單獨來承受這樣的公共負

擔26，因為私有個人不應被強迫去忍受提供為其他人們所需要的公共財的

成本。法庭認為如果政府未為類似徵收管制支付成本，不受約束的專業行

政機關的管制將會超過有效的程度，因當其它的方法是可行的時，專業行

政機關仍會過度使用強制的土地使用管制，以達到環境的目標。是以最高

法院做出了一個明確的決定：不論他們環境目標是多好的意向，他們不可

僅僅凍結私有財產的使用，而不對所有者為此給予一個公平的對價

（Mike Sorohan,2001）。法院此舉在於防止為創造公共利益的大量傷

害。美國法庭亦認為強迫專業行政者對於他們對私有財產權所採取類似徵

收的管制行為付費，將會鼓勵他們去調查沒有管制的方法以去達到法令的

目標（Jonathan H. Adler,1996）或對於過度依賴於土地使用管制來達到

法令目標的財政風險多加以注意。因為被強迫去承受這樣管制的成本可以

顯著地改變專業行政機關的行為（Jonathan H. Adler,1996）。  

（三）類似徵收管制的目的 

為了公益而從事之行為和為了規範人們行為而制定之法規，均可能

侵害到人民之權利，而其中最常見者為財產權之侵害。為了公益（即公

共目的）又不得不對財產權作若干限制或干涉，因此造成公共目的和私

人財產權價值之抉擇，所以類似徵收管制的目的，概括言之即在調和二

者之利益，如具體化，則有下列三種： 

1.平等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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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在 Armstrong v.  United States 案中  



平等受法律保護之原則為美國聯邦憲法第五增補條款所明文規

定，也是理論之精髓所在，誠如美國最高法院所強調”第五增補條

款27”乃設計來禁止政府強迫若干人承受公共的負擔，而這些公共

負擔，依公平正義原則，應由公眾全體所負擔。此段話已將此一

原則發揮地淋漓盡致。 

2.有效率使用資源 

政府行使警察權時，因為原則上毋須給付任何費用，因此大多

盡量擴張，法律遂滲透到人民之日常生活中，而原應以徵收為手

段遂成公共利益之目的，如以立法方式（警察權之行使），亦可

達成，則政府為節省其預算開支，無不希望以立法方式為之。然

而立法限制人民財產之權利，對政府而言，因不付任何費用，所

以往往不知節制，但均以公益之名而合法化。如政府必須徵收或

給予公平補償，則政府將慎重衡量。如任令政府免費使用或以法

限制私有之財產權，成本為零，自然不惜任意維持，勢必造成大

多不必要之公設保留地，影響土地資源之有效率使用。 

3.防止經濟活動政治化 

政治人物如可藉由警察權之行使影響人民經濟活動之獲利，

人民自然會將資源投資於政治。如果能使為了公共利益而使某些

人承受之負擔公平地分擔到全體民眾，則人民即不必要為了避免

自己財產權利受損而交結政治人物，投資於政治，影響經濟活

動，因此，類似徵收理論亦可防止經濟活動政治化。28 

（四）補救措施 

                                      
2 7  第五增補條款規定：任何人不得未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被剝奪生命、

自由或財產，私人財產非經公平補償不得加以徵收作公共使用。  
2 8謝哲勝，1996：p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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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類徵收侵害之訴勝訴，判決政府違害侵害人民財產已構成類似徵

收管制後，其管制之法令並非當然無效，而是美國法院通常會判定下列兩

種手段之一要求行政機關履行，以達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目的：  

1.撤銷管制 

路德教會案（1987）即是以撤銷管制作為補償手法之一的案例，

透過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解除，回復土地原先使用強度、密度較高的

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 Brennan，Stewart，Marshall 及 Powell

四人認為不應對永久徵用的土地給予補償而應由政府修正或廢除造成

侵害的法規，以消除類似徵收管制的狀態。  

2.金錢補償 

美國土地使用管制所造成之類似徵收損害以金錢補償為主，而最

高法院所持標準為「地主因管制損失而可補償之利益，以『公平市

價』29為主」。  

（五）類似徵收管制趨勢 

如上所述，以往美國在財產權保障與限制攻防的尺度通常由法院依照

法令加以檢驗認定，是否侵及財產權而構成類似徵收管制；然而法庭檢驗

認定而成立的類似徵收管制是非常罕見的30，但法庭體系是否是認定類似

徵收管制的唯一方式？在 1995 年第 104 期美國國會集會後，有超過 100

個法案重點在於私有財產權，並且有數個提案，如 S.60531,101 and 102 

                                      
2 9所謂「公平市價」並沒有一明確標準，學者 Roddewing R.  J .＆  Duerksen C.J .

（1989）認為：「公平市場價值通常以現金型態出現，指的是在複雜市場各種情況

下，買賣雙方在理性、對等、資訊流通市場中交易的價格。」  
3 0只有發生在當政府管制是如此妨礙私有財產，致使其使用被非常限制的情況下，而這

樣的妨礙與實質上占有具有相同的效果。因為類似徵收管制主要著重在財產價值之維

護，須衡量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何者孰重，同時財產權的限制程度難有一衡量標準測

量之，較不易成立  。  
3 1  S.605 的目的事業機關是【OSM】（Office  Surface Miningand）及【OWQ】   

（Office of  Water  Qual i ty）有從它的預算支付補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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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R.932,  402考量要求對於減少財產價值的管制行為予以補償33。該

等法案焦點在於財產權獨立於為公共利益的管制；其目的在於藉由保護

憲法上保證財產所有者的權利不被為公共目的在沒有補償的情況下財產被

徵收，以促進效率和公平。並且要求聯邦專業行政機構在發表管制政策及

指導方針前，對處理風險予以評估且對計畫採取之行動作本益分析（Jon 

H Goldstein,1997）。  

正因為財產權同時受法令的保障與限制，因此國家對人民財產權進行

限制時，必須符合憲法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即政府過度行使土地使用管制

的行為，該行為而導致人民土地價值減損程度高於一般警察權所限制的範

圍，此種過度管制之行為應予補償。面對如雨後春筍般的管制，有些管制

是合法的，特別是那些目標在於確保真正的權利。許多目標在於以別人為

代價提供一些市民利益，但是即使這些利益是有正當理由的，他們不應該

以其他個人為代價而被提供，而應由社會全體分擔這項費用（Mike 

Nahan,1996）。是以類似徵收管制任務是去說服政府重新檢視他們許多

的管制，去決定那一個去施以管制，去估計這些類似徵收的成本及去消減

這些管制，在美國己有 18 個州已通過法律要求這樣的檢視。而有 25 州

將類似徵收管制立法描繪於普通法律的原則，清楚地將財產所有者的權利

予以點出，故現行在美國對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的判定，與司法釋義同

時並列的是州及聯邦法侓。  

 

                                      
3 2  HR.9 的目的事業機關是【DOI】（Department of  the Inter ior）及【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Agency）專業行政機關有支付補償的責任。  

3 3該等提案原來主要是針對環境敏感地區保護法案【如全國性法案 Endangered 

Species Act（ESA）and Sect ion 404 of  the Clean Water  Act（CWA）】的限制。其

中有兩個財產權提案 S.605 門檻 33% and H.R.920%門檻，如果專業行政機關行為減

少一塊財產公平的市場價值超過上述門檻，則要求此種對土地所有者類似徵收的管制

支付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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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定檢驗準則之建立 

類似徵收管制理論必須衡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重要性，此種衡量

之本質即是公共利益和加諸財產所有人的負擔（the burden imposed on 

the property owner）之評估；美國自從 1922年第一個由法官 Holmes裁

定 Pennsylvania Coal 案構成類似徵收管制以來，美國最高法院為了判

決，乃基於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34公平補償概念及第十四條增補條款35

正當的法律程序36及平等保護37的精神而採用了好幾個裁定，來檢驗何時

發生一個類似徵收管制。不過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Stevens ,J 在

Nollan V.Califoria Coastal Commission 483 U.S.at866（1987）中曾經

指出：「即使是最聰明的律師，也必須承認，最高法院審理的類似徵收的

適用範圍，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但為能檢視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對土

地所有權人的影響並了解其是否己侵及保留地所有權人的財產權，本文嘗

試從美國各個判例及文獻中，建立一準則，來做為裁定公共設施保留地議

題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侵及財產權而的檢驗標準。  

（一）程序審認－成立其一即駁回不受理 

1.當事人適格  

即對於政府行政決定不服，請求提起類似徵收之訴的當事人必

須是因機關行為而受不法待遇或受不利影響或侵害之人。  

                                      
3 4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均不得不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而

遭受剝奪，人民的財產亦不得被政府不給予公平的補償即徵收為公共使用」  
3 5美國憲法第十四條增補條款：「無論何州均不得不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即剝奪任何人

之生命、自由或財產；亦不得對州管轄權內之任何人，否認其有權享受法律上之平等

保護。」  
3 6  分為程序性正當程序及實質性正當程序，是美國行政法中之正當程序「依法行政」

與「法律合理性」兩種特質。（周家維，2002：p3-22）  
3 7  平等可劃分為「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兩種，前者代表的是個人在法律上相同

的權利，是一種齊頭式平等；後者則可視事物之本質，有合理之差別，是一種內含正

義概念的平等（周家維，2002：p3-7）；其主要在消弭將公共利益而造成的負擔由少

數人承擔的不公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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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機成熟理論38 

依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十四條之正當程序原則，未用盡所有行

政措施進行救濟程序前，不得進行類似徵收訴訟，即接受審認之

行政決定，當事人必須先行完成救濟程序且必須是最終且成熟；

1985 年 Williamson County Regional Pianning Commission 

v.Hamilton Bank 473 U.S.17239案中，因為漢米敦銀行自新法令

公佈後未依規定提出請求特許或變更，若因提出而遭到駁回，方

得向法院提出類似徵收的訴訟，是以最高法院認為補償議題仍不

成熟。  

（二）實質審認  

1.前提審認－兩者皆需成立  

（1）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之存在  

公共利益概念極為抽象，是典型的「不確定法律概念」

40。美國的管制概念由限制有害行為使用延伸至公共使用更進

一步擴展，換言之，公共利益正是在探究管制範圍；管制性法

律是否存在有公共利益通常可從立法理由看出，立法者大多會

在立法理由中明示立法之目的，此目的即是判斷基準。如在

1978 年 Allied Structural Steel co. v. Spannaus 438 U.S.23441

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即不同意立法者之立法目的認為明尼蘇達

州退休金保險法無效，而否定其具有公共利益存在。  

 

                                      
3 8  詳見謝哲勝，1996：P140。  
3 9  案情詳見周家維，2002：p3-13。  
4 0周家維，2002：p3-30。  
4 1案情詳見謝哲勝，1996：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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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影響及於財產所有人土地整體42 

土地所有者對類似徵收條款亦有誤解，藉由主張管制消滅

了一塊土地一小部分43的全部價值就是類似徵收。但類似徵收

分析並不允許財產被切割成片斷，反而，法庭必須視管制對整

個財產價值的影響。否則財產權人將會藉著土地細分強化土地

所遭受的價值損害，進而提出類似徵收之訴訟44。  

1.案情審認－成立其一即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1）實質增進合法的國家利益  

對於是否實質增進合法的國家利益，美國最高法院於

1987 年 Nollan v. California Coastal Comissiom,483 

U.S.82545案中首度要求政府說明考量允許的情況及提議發展的

影響間是否有充分的關聯性，即允許的情況對於合法州利益是

否有一個”必要的核心”來作分析。並且要求政府說明對以允許

的條件要求奉獻財產與提議發展的影響在本質與程度上是否”大

體上成比例”；是以法庭開始藉由解釋必要的核心及大體上成比

例46來檢視是否產生類似徵收（Charlton H. Carpenter，

1996）。若管制失敗於實質上增進合法國家利益，則管制應被

視為是類似徵收。  

                                      
4 2  即同一擁有者連續土地視為一宗土地的概念。  
4 3  如一塊土地是部分地為溼地所含蓋在內且發展者是被告知建築必須發生在沒有溼地

的財產部分，那麼發展者就不能主張政府徵收了溼地的那一部分。  
4 4  Colet ta  R.R.，1998：p75 
4 5  案情詳見周家維，2002：p3-10 
4 6此即我國法律原則中所指的比例原則其內涵有三：（1）適當性原則－指一個法律的

手段可達到目的。若立法者所規定的「限制條款」無法達到立法目的時，該手段即屬

「不適當」（陳新民，1999）。（2）必要性原則－在所有能夠達成立法的目的中，必

須選擇對人民權利產生最小損害的方法。（3）狹義比例性原則－措施雖然是要達到目

的所「必要」，但不能給人民「過度的負擔」（陳新民，1999）即法律所追求的目的

與對人民所造成的權利損失不成比例（卓佳慧，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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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具有合理經濟使用  

國家縮小土地價值，受損傷的市場性以及在使用上的限制

並不導致類似徵收，除非管制方案否定了所有者對其土地所有

經濟上可實行的使用（Ira Meislik，1998），否定了所有經濟

價值可能被視為是類似徵收。  

（3）投資回收預期  

在 1978 年 Pennsylvania Central v. New York City 438 

U.S.10447案子中，大法官 Brnnan曾說：「法律要確保任何財

產權人之『合理利得』」，是以法庭使用其他因素來討論去決

定類似徵收是否發生，特別是所有者對於財產的要求是否有任

何明顯的「投資報酬期待」為管制所破壞。雖然在該案中法庭

認為中央公司其開發計畫仍未執行，該案並不構成類似徵收，

但此一準則因此案而建立。另在 1998 年 Karam v. State of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308N.J.Super225,705 A.2d 122148案子，認為對河

岸邊土地限制發展的立法是在其被購買之前，且該法之公告是

相當跨大且明示了建築的限制，是以所有權人未有理由去期望

解脫而得任意處理其所有之土地。爰投資回收預期除了土地所

有權人已將足夠資本投入合理計畫外亦牽涉了購買土地的時間

點，是否已經管制49 

 

 

                                      
4 7案情詳見周家維，2002：p3-15。  
4 8案情詳見 Ira  Meis l ik，1998。  
4 9  此一觀念與我國一般法律原則中之「信賴保護」原則相符，其涵義為：人民因合理

信賴政府機關之行為而所作之相對應行為應予保護，如人民之信賴行為因利益受損，

可要求補償或賠償。（周家維，2002:p3-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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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公共設施保留地對財產權之影響 

公共設施保留地，如係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三條所指定者，其性質

係屬行政法規，其因而權利受損之所有權人不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

訟；如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二十七個別變更而指定者，則屬行政

處分50，則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惟現行公共設施保留地待取得問

題，主要是七十九年以前所規劃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屬依都市計畫法

第十三條所指定者，依現行規定無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成為我國

財產權保障上的缺漏之處。且因公共設施保留地為政府行使規劃權及

警察權限制或凍結私有土地之使用並未為實質占用，故其性質應屬類

似徵收管制，本文此一部分擬就公共設施保留地通案之課題加以檢

視，為利通案之審認，在此假定程序審認部分皆符合準則，是以僅就

實質審認準則部分加以檢視。  

（一）前提審認 

1.公共利益之存在  

其審認是肯定的，此從釋字第 336 號解釋認為公共設施保留

地……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一旦開

闢，將可滿足市民日常生活上之需求，是以具有公共利益。  

2.是否影響及於財產所有權人土地整體  

其審認是肯定的，因為係採通案審認，故皆假定是其所被指定

劃設的是財產權人所有一塊土地之全部，是以其公共設施保留地

限制的影響是及於一整塊。  

（二）案情審認 

1.實質增進合法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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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一五六號解釋，都市計畫變更，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1）必要核心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設置乃都市均衡發展所必要，且公共

設施保留地與都市計畫之整體，具有一部與全部之關係，

因此依都市計畫法於尚未徵收前對公共設施保留地限制土

地所有權人可能妨礙徵收目的之使用方式與都市發展間具

有充分的關聯性，即對於合法國家利益存在有一個”必要的

核心”。  

（2）大體上成比例  

政府對公共設施保留地長久限制而不為取得，使得經指

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只得繼續為原來的使用或改為妨礙目

的較輕之使用，若不為取得，則土地所有權人既無法及時

獲得對價，另謀其他發展，又限於都市計畫之整體性而不

能撤銷使用管制，與毗鄰非保留地地主相較，保留地地主

長期不能經濟利用其土地所遭受的損失及所受的不利益將

隨時間之延長而遞增，是以制度長久限制不為取得在本質

與程度上”大體並不成比例”。  

綜上所述，公共設施保留地並未實質上增進合法國家利益，雖然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長期限制對於都市計畫完整性及都市發展是有

充分關聯性具備有”必要的核心”，但長期受限而無取得期限對於

土地所有權人所造成的不利益在本質與程度上”大體上是不成比例

的”。  

2.是否具有合理經濟使用  

國家縮小土地價值，受損傷的市場性以及在使用上的限制並不

導致類似徵收，除非管制方案否定了所有者對其土地所有經濟上可

實行的使用（Ira Meislik，1998）；是以基本上依都市計畫所劃

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雖因受損傷的市場致其土地價值與正常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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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去甚遠並因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一條51規定而受有使用上之限制，

就短期而言，若其有取得計畫及預算資金來源並不因此而被視為是

類似徵收。但現今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已久而無取得計畫，縱令所

有權人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但其長久的限制己令其財產權長時

間處於無法為正常及充分之不合理經濟使用的狀態。  

綜上所述，長時間的管制方案已令公共設施保留地處於不合

理經濟使用狀態，因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後無取得計畫，長久以

來的限制已令其財產權長時間無法為正常及充分合理的經濟使用。  

3.投資回收預期  

大法官 Brennan 曾說：「法律要確保任何財產權人之『合理

利得』」。無論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持有人在投資購買52土地時，

其原始取得動機為何，其土地已因都市計畫劃設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而使用受限，但在取得期限尚未刪除前，土地所有權人仍能期待政

府於取得期限到期前，支付對價徵收取得其土地，使其得以另謀發

展。但現今無取得期限、計畫及長久的限制，加以該等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取得日期為修正都市計畫法之前，這已使得所有者對於財產

的要求，有明顯的「投資報酬期待」為管制所破壞。  

綜上所述，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管制已破壞所有權人投資回收

預期，因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時間乃為都市計畫法修正之前，

於取得期限刪除前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對政府徵收取得存有期

待。  

（三）檢視結果 

綜合上述準則之檢驗，現今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雖具必要

的核心但在本質及程度上大體上並不成比例，是以無法實質增進合

                                      
5 1  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一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

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5 2  係指於七十七年以前都市計畫法修正將取得期限刪除前購買取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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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家利益；另因無取得計畫，長久以來的限制已令其財產權長時

間無法為正常及充分合理的經濟使用，且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時

間乃為都市計畫法修正之前，於取得期限刪除前公共設施保留地所

有權人對政府徵收取得存有合理、合法之期待，是以現行公共設施

保留地制度已構成類似徵收管制，侵及人民之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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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分析 

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乃依個案情況而加以認定，是以本文此一部份

以人民所提出的陳情案件，除選擇其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面積較大及自原

有土地切割之狹小個案，並選擇除劃設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外與本案

無利害關係的第三團體或事件介入個案時，看其對財產權的影響，依個案

之案情內容加以審認並分析；為能區別各個案情屬性，本文擬以車站站站

區53及鐵路沿線土地、新建工程地區加以區隔：  

一、 車站站區 

（一）案例一 

1.案情  

陳情人洪○○及陳○○於民國九十一年間具文向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

局請求立即徵收渠等所有之台中縣沙鹿鎮沙鹿段沙鹿小段 191-xx 地號等

九筆土地約五公頃，上述土地於民國六十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發布後即劃

定其都市計畫為鐵路用地，至今一直仍未見鐵路局有徵收計畫，使其土地

利用受限，鐵路局函復該局站區內原管有之土地已足以使用，擬不辦理徵

收，請陳情人逕洽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惟地方主管機關仍未加以

變更。  

2.檢視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1）程序審認：洪君及陳君二人皆為該土地之所有權人是以當事人適

格，其已先向鐵路局請求徵收未果並要求地方政府變更

都市計畫惟未獲處理，是以本案時機已成熟。  

（2）實質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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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現行鐵路局係以上下行路線之進站號誌機為界。  



a.前提審認－屬鐵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乃為都市計畫之完整性

是以其具有公共利益之存在，本案九筆土地皆係完整

區塊，是以本案劃設影響及於財產所有人土地整體  

b.案情審認－屬鐵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設置乃都市發展及交

通大眾運輸成長所必要，具有充分的關聯性，對於合

法國家利益存在有一個”必要的核心”。但本案自六十

年劃定後自今已近三十年仍無取得或處理計畫，使其

只得繼續為原來的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與毗鄰非保留地地主相較，其土地所遭受的損失及所

受的不利益與其應負擔之社會義務在本質與程度上”大

體並不成比例”。且其長久的限制己令其財產權長時

間處於無法為正常及充分之不合理經濟使用的狀態。

本案陳情人持有土地期間自都市計畫發布至今，原可

期待政府於民國七十七年取得期限屆至前支付對價徵

收取得，但現今無取得計畫又未加以變更，這已使得

所有者對於財產的要求，有明顯的「投資報酬期待」

為管制所破壞。  

（3）檢視結果 

綜上所述，本案鐵路用地之劃設，雖具必要的核心但因近三十年長

時間未為徵收取得，使其在本質及程度上大體上並不成比例，是以無法

實質增進合法國家利益；另因無取得計畫，長久以來的限制已令其財產

權長時間無法為正常及充分合理的經濟使用，且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

時間乃為都市計畫法修正之前，於取得期限刪除前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

權人對政府徵收取得存有合理、合法之期待，本案劃設近三十年屬鐵路

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未有取得計畫而限制使用實已侵及人民財產權，

本案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3.分析  

本案經訪問鐵路局台中工務段產業人員表示，本案之劃設係依交通部

運研所所規劃台中港發展計畫內容所劃定的，因鐵路局本身所管有之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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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已足供業務上使用，是以並無經費也無需要加以徵收私有土地。此即

顯示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劃設取得配套措施不完善及無強制性，致使當計

畫改變或劃設與需求間存在有落差時，人民的財產權往往理所當然地長期

成為此一制度代價下的 牲品。  

 

（二）案例二 
1.案情  

陳情人黃○○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間以電子信箱分向鐵路局及嘉義縣

政府陳情稱渠所有之嘉義縣水上鄉 53x-2、53x、538-x、539-x 地號係位

於水上車站旁，於民國六十二年間即已劃為廣場用地，陳情人於七十七年

間曾向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函詢有無徵收計畫，經鐵路局發文陳情人及

地方政府表示對該地並無需使用且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為地方政府，請

其逕洽地方政府依權責辦理變更。陳情人當時認定地方政府將會依此即變

更其所有之土地使用分區，未料於民國八十八年間渠土地鄰近之所有權人

皆改建住宅，渠擬跟進時方發現其所有之土地至今仍為廣場用地，是以再

度陳情向縣政府請求徵收或變更渠所有之土地，該地經縣政府表示無需使

用惟該地區現正通盤檢討中，不宜擅自變更為由，否決其所請。  

2.檢視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1）程序審認：黃君為該土地之所有權人是以當事人適格，其已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請求徵收未果並要求地方政府變

更都市計畫未獲受理，是以本案時機已成熟。  

（2）實質審認： 

a.前提審認－屬廣場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乃為車站地區交通動線

空間之必要是以其具有公共利益之存在，本案四筆土

地皆係所有權人所有之完整區塊，是以本案劃設影響

及於財產所有人土地整體  

b.案情審認－屬廣場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設置乃為車站地區站

前交通疏導所必要，具有充分的關聯性，對於合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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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存在有一個”必要的核心”。但本案自六十二年

劃定後自今已近三十年仍無取得或處理計畫，長久所

受到利用上的限制，與毗鄰非保留地地主相較，其土

地所遭受的損失及所受的不利益與其應負擔之社會義

務在本質與程度上”大體並不成比例”。且長久的限制

己令其財產權長時間處於無法為正常及充分之不合理

經濟使用的狀態。本案陳情人持有土地期間自都市計

畫發布至今，期間曾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徵收及變

更之表示，原可期待政府於民國七十七年取得期限屆

至前支付對價徵收取得或加以變更使其得以另謀發

展，但本案至今未有需求又未加以變更，這已使得所

有者對於財產的要求，有明顯的「投資報酬期待」為

管制所破壞。  

（3）檢視結果  

綜上所述，本案廣場用地之劃設，雖具必要的核心但因近三十年長

時間未為徵收取得且現無需求，使其所受的限制在本質及程度上大體上

並不成比例，是以無法實質增進合法國家利益；另因無取得計畫，長久

以來的限制已令其財產權長時間無法為正常及充分合理的經濟使用，且

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時間乃為都市計畫法修正之前，於取得期限刪除

前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對政府徵收取得存有合理、合法之期待，本

案劃設近三十年屬廣場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無需使用且未變更其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而長期限制土地所有權人之使用實已侵及人民財產權，本

案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3.分析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係為各級地方政府，而本案土地取得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正是地方政府，陳情人雖二度向相關單位陳請予以徵收或變更，但

至今乃未為徵收或變更而陳情人不知救濟管道亦不知該如何處理只得等待

政府主動處理；此顯示了地方政府在都市計畫的議題上，掌握了主導的力

量，但因中央對地方執行的高監督成本及訊息不對稱，使得都市計畫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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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制衡上無法發揮應有功能，對於地方政府應辦理檢討變更而未辦理

者，現行並無強制性或機制可促使地方政府正視及謹慎面對處理公共設施

保留地如此事關人民財產權的議題，致使地方政府有草率處理此類事件的

傾向，那麼可以想見的，人民財產權可得之保障就微乎其微了。  

 
二、 鐵路沿線土地 

（一）案例一 
1.案情  

陳情人徐○○女士於民國八十八年月具文向鐵路局陳情稱渠於八十六

年間曾行文鐵路局徵收於民國六十三年土地使用分區即為「 路用地」渠

所有之楊梅鎮二重溪段 6-x、-x2 地號土地，經鐵路局函復目前無使用計

畫，請逕洽桃園縣政府申請變更其他分區，惟徐君向桃園縣政府申辦時該

府以鐵路局主旨用語不明為由，未受理渠所請並函請鐵路局全面評估位楊

梅都市計畫內之台一線縱貫鐵路寬度若干方屬適當，其間縣府與鐵路局公

文往來，縣府以都市計畫鐵路沿線係整齊規劃無法零星變更為由要求鐵路

局全面評估，而鐵路局則以用地因站內及站外需求不同運轉條件不同為由

認為無法以固定數字答覆，是以建請縣府針對個案方式辦理。徐君於是邀

請立法委員鄭○○出面協調本案，在民意代表的見證下方獲致本案由楊梅

鎮公所以個案變更方式之法定程序為之結論。  

2.檢視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1）程序審認：徐君為該土地之所有權人是以當事人適格，其已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鐵路局請求徵收及向地方政府要求變更都

市計畫未獲受理，但由立法委員出面，本案已由楊梅鎮

公所以個案變更方式處理中，是以本案時機尚未成熟，

不予受理。  

（2）實質審認：程序審認不予受理，即無實質審認必要。 

（3）檢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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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本案鐵路用地，前雖未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鐵路局及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縣市政府的妥為處理，但經陳情人邀立法委員出面協調而獲致

以專案變更方式處理，是以本案尚未作成具體的行政處分，未符時機成

熟理論，因此不予受理。  

3.分析  

從本案的案情內容可知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在公

共設施保留地問題上本位的立場及相互對立的角色，正因為這樣的本位與

對立，而未從保障人民財產權的角度來處理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本研究

認為是導致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長期受到限制而未取得的主要因素；而這

樣的本位與對立，在現行的民眾對救濟體係的不了解及尋求最快、最低的

時間成本解決方式情況下，向民意代表的請託的競租行為，理所當然地成

為當前人民最習以為常的也最常用的處置方式，使得人民的財產權必須在

耗費競租行為這樣的社會成本下方可得到之保障。  

（二）案例二 
1.案情  

高○○君等八人於民國八十七年間具文陳請鐵路局將於民國七十三年

為台中縣后里車站拓寬案而逕為分割之渠等所有之台中縣后里鄉圳寮段

1xx-42等 8 筆為鐵路用地之土地重新合併回其舊有地號，因該工程已完

工，顯見前述土地無使用之必要，且被分割後之土地面積狹小，使用相當

不便。 路局函復陳情人，稱該地業己完成雙軌無增軌計畫，請其逕洽地

方政府辦理。地方政府則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中，本案俟日後再議，而未

正面回應陳情人。  

2.檢視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1）程序審認：高君等人為該土地之所有權人是以當事人適格，其已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鐵路局請求表示得到結果並已要求地

方政府變更都市計畫並恢復合併惟未獲正面回應，是以

本案時機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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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質審認： 

a.前提審認－屬鐵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乃為擴建大眾交通運輸

工具所必要是以其具有公共利益之存在，本案八筆土

地係各所有權人所有土地之部分區塊，是以本案劃設

未影響及於財產所有人土地整體。  

（3）檢視結果  

類似徵收分析並不允許財產被切割成片斷，反而必須視管制對整個

財產價值的影響。以免財產權人將會藉著土地細分強化土地所遭受的價

值，提出類似徵收之訴訟。本案土地係所有權所有土地之一部分劃設為

鐵路用地並逕為分割，其另一部分之所有土地仍可自由使用是以本案未

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3.分析  

從本案例子中可再度看出國家將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財產權取得權利界

定給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卻未有機制促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履行其應盡

之義務支付對價取得或主動為放棄權利的表示，而本研究認為這正是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長期趨向未被完全執行路徑的原因之一。另外從

本案亦可得出並非所有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情況均構成類似徵收管制，仍

要視各案情況而定；從本案陳情人的訴求約略可推知，當公共設施保留地

係分割自其毗鄰原有土地時，基於合併後整體利益較大，陳情人多半會請

求除變更分區外，并請求將土地重新回復合併。  

 
三、 新建工程地區 

（一）案例一 
1.案情  

○○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曾於民國七十七年間具文要求鐵路局徵收自民

國七十二年即劃為鐵路用地的台中縣烏日鄉朥胥段朥胥小段 202-1xx、

202-1x1 地號，惟鐵路局函復該路線用地，該局己足供使用，是以該公共

設施保留地目前並無使用計畫，請陳情人逕洽地方政府辦理變更；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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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以該地尚有重大建設，俟檢討後再行納入考量。八十八年間高速鐵路工

程需區段徵收○○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台中縣烏日鄉朥胥段朥胥小段

2xx 地號土地，而該公司發現毗連土地乃為上述為鐵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至今仍未徵收取得，是以其分向鐵路局及地方政府陳情將前述鐵路用

地之範圍由五十公尺寬度縮小為二十五公尺寬並納入高鐵區段徵收範圍內

辦理。本案即由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地方政府納入「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並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2.檢視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1）程序審認：○○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為該土地之所有權人是

以當事人適格，其已向地方政府要求變更都市計畫並己

由地方政府納入通盤檢討並報內政部，是以本案時機尚

未成熟，不予受理。  

（2）實質審認：程序審認不予受理，即無實質審認必要。 

（3）檢視結果 

本案陳情人之訴求並非請求徵收而係要求變更鐵路用地而納入高鐵

區段徵收範圍內，且本案已獲都市計畫主管機關縣市政府陳報內政部處

理，是以本案縣市政府尚未作成具體的回應，未符時機成熟理論，因此

不予受理。  

3.分析  

本案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鐵路局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需用與否的考

量，因其為獨立計算盈虧之事業單位，皆以現行業務承載量為主要角度，

而非都市計畫的完整性，而這樣的思考角度與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是不一致的，而這樣衝突的存在加以無主動變更的誘因，則保留地所有權

人所能受到財產權保障的程度，只得視自己自力救濟功力而定。而這樣的

情況，使得大多數民眾面對重大工程用地徵收時，便以夾帶條件的方式來

對重大工程的用地問題加以抗爭，而需地機關及配合辦理的地方政府迫於

工程延宕的時間壓力，大多為能圓滿解決重大工程興建期程問題，會對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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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條件個案積極協調解決及處理，造成民眾以扭曲的方式來達到保障自身

財產權的非正統作為，徒增抗爭的社會成本。  

（二）案例二 
1.案情  

汐止市公所為辦理該市八米計畫道路需用張王○○女士所有之台北縣

汐止市智興段 31x 地號，但張王君要求汐止市公所一併徵收 326-x 地號

畸形地，但經汐止市公所表示該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鐵路用地，應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辦理徵收，是以陳情人張王君於民

國九十一年間向鐵路局陳情稱渠所有位台北縣汐止市智興段 32x 地號於

民國八十一年編定為鐵路用地，民國八十八年間逕為分割為 32x-1、326-

x兩筆土地，其中 32x-1 己於八十八年間徵收，而 326-x 成為畸形地，請

求鐵路局將其徵收，鐵路局經衡酌業務情況，函復陳情人因該地己無業務

需求，擬不辦理徵收，是以陳情人尋求立法委員陳○○出面協調汐止市公

所及鐵路局，會中結論因該地狹小不整，以個案變更分區由汐止市公所取

得有其困難且無實益，為維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並助工程順利推動，仍請鐵

路局編列下年度預算辦理徵收。  

2.檢視是否構成”類似徵收管制” 

（1）程序審認：張王君為該土地之所有權人是以當事人適格，其已向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鐵路局請求徵收，並己獲得編列下年度

預算徵收承諾，是以本案時機未成熟。  

（2）實質審認：程序審認不予受理，即無實質審認必要。 

（3）檢視結果 

藉由施工單位汐止鎮公所及立法委員的出面協調，鐵路局已做出了

編列下年度徵收的承諾，是以本案未加以受理。  

3.分析  

鐵路局係屬獨立計算盈虧之事業單位，該局用地取得之考量多以現行

業務及管有用地範圍加以研判有無需求，大多為目前無使用計畫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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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立法委員及地方政府壓力下，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用地面積狹小

補償金額不大之下，該局仍可為徵收預算之編列，這故然為土地所有權人

之福，此亦顯出現行規定中，對於面積極為畸零狹小的保留地並無一處理

規範，使這樣的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的財產權未獲保障，是以以浪費

社會成本的競租活動處理的方式則必然成為所有權人最習慣且最直接採用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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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公共設施保留地在取得期限議題上，歷經民國五十三年增訂十年期

限、六十二年展延十五年的修正，時至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都

市計畫法第五十條已刪除了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期限的條款。公共設施保

留地在面臨有取得期限條款限制時，制度即無法趨向被完全執行，時至民

國七十七年取得期限業之刪除，制度執行的法令壓力解除，政府自此不需

再面對及承受期限屆至的取得壓力，但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長久劃設限

制使用而不為取得，究竟係屬人民為公期利益所應忍受之警察權合理範疇

亦或是已逾越了其所應承擔的社會義務而己侵及人民財產權？本研究藉由

美國法庭歷年判例所形塑出類似徵收管制理論，嘗試從美國判例及文獻中

建立構成類似徵收管制的裁定檢驗準則來對現行公共設施保留地制度加以

檢驗。從本研究此章節之檢視加以對個案分析，公共設施保留地依通案審

認可知，現行制度並無法實質增進合法國家利益且已使得公共設施保留地

所有權人長時間無法為正常及充分合理的經濟使用並阻卻了其投資回收預

期己構成類似徵收管制影響人民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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