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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暫時性的收尾 

 
我知道除了人民之外，社會終極權力並無一個安全的儲藏所。如果我們認

為人民缺乏充分的智慧執行經過審慎思辨而決定的控制方式，則補救之道

並非是剝奪這些權力，而是加強人民的思辨能力 1。 

 

                         ─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國總統暨建築師) 

 

第一節  結論與建議 

 

6-1-1  結論─民主化與空間規劃 

 
    經過了前面的分析與討論，於此讓我們回到筆者用以展開本研究的提問上，

一方面簡要的回答本文，它方面更綜理之，俾見論述脈絡。 

 
一、就我國都市計畫法所隱含之規劃理論範型，及其修法是否涉及理論範型演替

的問題而言，本研究透過修法時代背景、實務操作和法制內容特性等三方面

之分析，得出我國都市計畫法所隱含之規劃理論範型即係「理性規劃論」，

且於歷次修法過程中，均未有涉及理論內涵變遷之部分，而係 64 法之一脈
相承。此外，正因為理性規劃論所依附的乃係修法當時的威權政體，在台灣

政治社會民主化、自由化的發展過程中，與規劃被課予的正當性、合理性要

求扞格日深，導致規劃抗爭屢見不鮮，遑論與台灣歷史社會發展之扣合。 

 

二、市民主義之揭櫫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在於市民此一新社會主體(取代行政官僚)
的歷史性浮現，惟其所以能被建構成強勢概念，則係緣於戰後台灣政經結構

轉變的歷史時勢脈絡。亦即，在解嚴後台灣政治結構再結構以及社會�社區運
動勃發的歷史脈絡裡，政權正當性愈來愈有賴於人民的草根支持，選舉制度

因而歷史性地成為權威式的權力分配機制，加上台北市長期市長官派所造成

的地方政治(都市發展)與市民意志脫節問題，例如市府對生活環境品質低劣

的視而不見，使其成為陳水扁對於「風潮」的 80 年代之後，廣大住民們對
民主、自由、開放之熱切期盼的一種觀察與回應。 

 
三、地改案除了是陳水扁用以改善社區生活環境之空間營造機制外，更係藉以打

造台北新故鄉之城市認同的政治�空間計畫，惟此一揭櫫賦權性格的創意施 

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轉引自Wates & Knevitt，1987，謝慶達等譯，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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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計畫，在社區及專業者的殷切期許中卻因為配套措施不足、部門間認知差

異以及府會對抗等政治扞格因素之影響，導致推行過程困境處處，不但挫傷

社區的參與熱情，甚且動搖社區與市府間的互信基礎。至若異例之謂者，恐

尚難斷言，不過經由地改案的實施經驗可以發現，一個更具自主性的社區或

社會已漸次成形，特別是社區改造聯盟的創生所透露出的市民社會發展取

向，及其所醞釀出的新社會歷史時勢與條件，不啻是意味著，規劃論述更迭

所植基的新社會主體(市民)正歷史性地浮現。 

 

四、城市是一個意義競逐的所在(黃瑞茂，1998：125)，而地改案表徵的環境自
主權和賦權之價值理念，於某種意義上即係映射出市民社會的城市想像。雖

然在實際運作上往往透露著主政者著眼於其鞏固政權之作用，但它所激起的

環境自主權認知卻是主政者不得不面對的新局勢，亦即剝皮寮個案所挑戰者

非但是地改案本身於賦權特質上的曖昧之處，更指謫著都市計畫缺乏有意義

的公眾參與所衍生的現實矛盾和制度窘境。 

 

 
總括的來講，市民主義與地改案或可視為陳水扁於人民權力意識高漲，社區

自主性提高之際，在論述及實際政策的層面對於當時台北市都市社會發展進程所

作之回應，亦即地改案係 90 年代以來社區運動在實質空間規劃上的具體表現。
這也就是說，地改案的創設與推動經過其實是特定社會歷史時勢的具體呈現，而

於此脈絡中創設而出的社改聯盟，一方面代表著歷史發展所蓄積的社會能量，另

一方面亦訴說著社會轉變的訊息，因此對於地改案發展之歷史敘事所欲呈現者即

是新社會歷史時勢與條件的浮現，至若剝皮寮個案則是對比出台灣藍圖式規劃�
簡化了的理性規劃傳統之不適性，以及都市計畫法相關建制之闕陋，因為缺乏有

意義的民眾參與，使得規劃者無法了解人們真正的需求及其規劃所產生的衝擊，

造成規劃內容與社會現實的脫節而無能回應社區。質言之，此間所謂的特定歷史

時勢與條件，指的即是主觀上住民願意參與，且客觀上政權需要而打開參與的管

道，換言之，此乃意味著理性規劃所附儷的官僚專業主義已不復具有往昔的正當

性基礎，相對的卻係市民主義�地改案之屬的另類規劃論述得以現世的背景條件
所在。 

 
但在實踐層次上，我們卻可以發現是項政策的結構性困境，這也就是說地改

案係位處台北市空間政策的末端，在某種程度上亦可歸類為「後期、被動式」的

參與機制，因此往往在無法突破都市計畫的設限下，或喪失提案機會，或止於規

劃卻無從實現，就此而言，即不難看出號稱進步的新市府之保守性，因為主政者

仍將社區應有的環境自主權侷限在最低層次、對市政發展最不具影響性的部分，

不見其持續深化成空間規劃參與制度的改革。爰此，或可指出所謂的「市民主義」

以及強調「由下而上」的地改案，似乎仍停留在威權體制對住民長期壓抑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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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迅 速、立即地獲取政治上之資源而權宜地接枝歐美民主先進國貌似的理論

裝點 2，迥異於歐美市民運動所接生下來的市民社會。惟不可忽略的是，揭櫫「由

下而上」、「社區參與」的地改案，雖然係市府由上而下推而廣之，並有其適用範

疇的侷限性問題，但在踐行參 與 的 過 程 中 �社 區 住 民 和 專業者此 二 行動者同時作

用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特別是由他們組成的社區改造聯盟所凝聚出的反制力

量，在某一程度上亦改寫了由主政者所劃定的遊戲範圍與規則，從而「部分地」

彰顯其作為城市主體於空間規劃�公共政策中應有的作用力，不再是消極、被動
地由主政者賦予其政治宣稱上的想像地位。換句話說，在地改案此一極其有限的

政策空間裡，社區住民於參與的過程中，部分地轉化了地改案原初被設定的溫和

及象徵作用，也逸脫了主政者的操弄本意。職是之故，本研究不欲過度強調政策

本身的動機性批判，而將重點置於實踐的情形及其所照顯出的體制問題，這也就

是本研究何以於提問中將地改案界定為社會試驗的理由所在。 

 
最後，回到本研究題目的大哉問，即台灣空間規劃典範是否遞移？對此，倘

若單從論文的切入點，也就是都市計畫法的面向來看，答案無疑是否定的；不過

如果從 1999年通過的行政程序法所揭櫫的國民主權、民眾參與以及透過程序性
規範來提昇行政決定理性等保障人民權益的民主法治概念來看，理性規劃論所符

應的社會思維或價值觀似乎已有不同，此外，在地改案的脈絡中出現的社區改造

聯盟，它所發揮的左右政策走向的作用，以及類似地改案的施政舉措漸漸地往其

他縣市擴展等情況，事實上都是在訴說著政治社會環境改變的現實。基此，倘若

從「城市規劃思潮是植基於社會主體的歷史性變遷(張景森，1991)」的角度來作
觀察的話，或許我們可以說作為規劃理論範型演替的社會基礎或社會承載體，正

歷史性的浮現，而這也就像營建署都市計畫組組長王銘正所說的，隨著行政程序

法立法完成所創造出的社會氛圍，適為該組刻正研議修訂計畫過程法制所需之歷

史條件，若然，此一修法或能為空間規劃之公眾參與機制開創出新局面，從而回

應本研究對於空間規劃典範遞移之考察。簡言之，本研究雖尚不能作出蓋棺論定

式的指認，但至少可以說典範遞移的發生已經不僅止於徵兆，而可以說是一現在

進行式。 

 

 

6-1-2  建議 

 
    基本上，社區環境之類的空間政策議題實是市民學習民主，踐行公民權的最

佳場域，在短短數屆的地改案實施經驗中，諸多社區的熱情投入所反應的正是住

民對生活環境議題的關切，以及對既有法定參與機制形式化的不滿，因為往昔的

作業模式及其背後隱含的理性規劃論觀點，並未正視溝通參與之於規劃實踐的重 

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此一觀點係由黃紹恆老師所提點者，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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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以致於空間規劃在現實世界中遭遇到愈來愈多的挫敗，而這也就是目前營

建署研提都市計畫法有關計畫過程法制修訂之背景，畢竟市民參與的形式化即類

似於集權主義社會中以閱兵來展現忠誠一般(Davidoff，1965：286)，毫無實質意
義可言。準此，設計一套能符應當前民主政治環境需要，並有助於民主深化的參

與機制實係相關建制上的重要思考方向。惟都市計畫法並非原子式的獨立存在，

而係與整體法規建置形成網絡式的規範系統，是以於論及修法建議時，首應慮及

相關法規的互補性，以免疊床架屋，反而陷入治絲益棻之弊。亦即，以規範行政

機關各種行政行為程序為目的之行政程序法 3，能否作為都市計畫過程之補充、

援引？ 

 
就行政法之行政行為類型以觀，都市計畫係屬於行政計畫之屬，惟行政計畫

之種類繁多，法律效果及性質不一 4，所應遵行的程序亦各自不同，單就都市計

畫而言，便可續行細分為具行政處分性質(都市計畫法第 24、27 條)，以及屬法

規命令性質者兩類(都市計畫法第 13、26條)(陳立夫，1997：73)。細釋之，行政

程序法第 164條之「計畫確定程序」並非一體適用於所有類型之行政計畫，而僅
適用於將直接影響人民之權利或利益的特定土地利用，以及將影響地方開發或發

展的公共事業設立公共設施設置，前者如發展特定產業而規劃一定地區土地為該

產業用地，後者如規劃大眾運輸系統或電廠等，故確定計畫程序並不等同於「行

政計畫之程序」(廖義男，1999：27)。這也就是說，尚不得以行政程序法中有關
行政計畫之程序性規定，即「公開及聽證」為當然適用都市計畫之解釋。質言之，

此等程序規範之適用是否及於都市計畫，首應辨明者即係行政程序法第 164條所
謂的行政計畫與都市計畫之異同，基本上，適用計畫確定程序之行政計畫，須同

時具備「計畫之內容係在處理具體事件之專案規劃」、「計畫之措施將影響多數不

同利益之人」、「計畫之事務涉及多數行政機關之職權」等三大要件，至於都市計

畫即非在處理具體事件之專案規劃，而係就一個地區內多數不同事務之整盤規劃

(廖義男，1999：29)，因此，即令認定行政程序法係屬於程序保障規範體系中「最

低限度標準(蔡秀卿，1999：19)」，且其「公開及聽證」比之都市計畫法所定者
有較優厚之規定，仍不得為援引補充之適用。爰此，倘若欲充實都市計畫過程法

制之規定，俾使是項規劃能合乎「正當性」及「合理性」之現實要求，即須於都

市計畫法本身作修定，以下試就修法思考方向提出本研究之些許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按行政程序法第 2條之規定，行政程序法所規範的行政行為計有：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確定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政行為。 

註 4.我國學者往往從不同的角度對行政計畫為不同的分類，有以計畫之內容、拘束力與行政行為

方式為區分者；亦有以計畫之位階、發展步驟、單元或多元事務領域、影響範圍和規劃時程長短

等分類；更有以計畫政治意味之濃淡、計畫內容之廣狹、對國民有無法律上無拘束力作分類者，

由此即不難想見行政計畫種類態樣之不勝枚舉(董保城，200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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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儘早、儘可能的參與 

 
    由於本研究肯認正當性及合理性係空間規劃的理性基礎所在，而溝通參與則

是構築此一理性基礎之所繫，因 此 如 何 於 制 度 上 �有 意 義 的「 公眾 參 與」建立據

點即屬必要。之所以如此，乃係緣於都市計畫法的歷次修法結果，似有朝「行政

效率」單方傾斜的趨勢，即於持續未對規劃階段與違反程序規範之法效性作規

定，以及計畫核定程序規範粗疏等情形下，卻一味的簡化審議、核定程序，甚至

設下審決期限等，若此，恐將不利於溝通參與之落實，從而有害行政民主。申言

之，都市計畫之決定涉及多數不同之利益與權利，且就其資源配置之作用以觀，

更負有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意義，其間有關事實的認定、價值的沉澱、權益的衡

平等，在在須要各方審慎地斟酌，是以基於價值衡平的觀點而言，前述立法趨勢

似有未妥，亦即明顯偏重行政效率，而有未能充分考慮平衡人民權益之缺失。爰

此，倘若能增列諸如「都市計畫過程之進行應以儘早、儘可能的公眾參與為原則」

之類的價值標舉，或能適切表達都市計畫兼容各種價值的應有內涵，此即類似行

政程序法第一條立法目的中，同時標舉「保障人民權益」及「提高行政效能」此

二目標之意。 

 

於行政法理論上，行政計畫程序的主軸可概分為計畫草擬(構想)、計畫擬定

(選定)、計畫公開、計畫確定以及計畫實施與變更等五大階段(林明鏘，1996b：

55)，若以前述儘早、儘可能的公眾參與原則觀之，所謂的「儘早」乃指應於計
畫研提之始，即計畫目標構想階段便讓人民知悉計畫發生之事實，簡言之，計畫

參與係以「行政機關將擬定某一都市計畫」此一資訊之公開為發軔。至於「儘可

能」之意，即係指於前揭五大階段均應設有人民得以介入參與計畫之程序性規

定，縱令各該階段有其不同的屬性，亦僅得為參與機制的差異設計，尚不得全面

排除該等程序參與之機會。事實上，截自 2000 年為止，就台灣都市計畫的發布

情形來看，所含括的人口數已逼近總人口的 80%，而其計畫人口飽和度則僅有

70%，加上近年來人口成長趨緩之勢明顯，在在說明現有的都市計畫於形式上已

能滿足現實的需求，就此以觀，我國需要的恐怕不再是像量產的 70 年代那般追
求「量」的增長，而係重新檢討「質」的進展，也唯有在此基本認知底下，公眾

參與的精神及價值才有真正落實的可能。 

 
二、有意義的資訊、多元的參與管道 

 
    於肯定公眾參與的價值，確立都市計畫過程儘早、儘可能參與的原則後，接

下來須建制者即是參與方法的部分，其間復可區分為資訊與管道等範疇，惟二者

之間存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亦即參與肇始於資訊的獲得，而對它的知悉與理解則

係參與的基礎、前提所在，以之方能展開配置於計畫過程中各階段的參與模式。

進一步而言，對於計畫資訊之要求並不僅止於形式化的公開，更將及於「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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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亦即行政部門負有公開並協助理解資訊的作為義務，尤其是計畫目標、相

關調查所得的事實、替選方案及其可預見的成效與衝擊等部份，而不再是單純的

公開展覽。至於建構多元的參與管道則係用以回應行政計畫的流動性、演進性本

質(林明鏘，1996b：32)，也就是說依計畫階段以及各該階段對計畫形成之作用
的不同，例如計畫單位的資訊傳遞、人民意見構想的輸出、各方意見的溝通對話

等，分別設計不同的參與管道、模式；惟須特別聲明者，所謂依計畫階段之不同

而為不同參與管道之設計者，並非指各該階段僅得有單一的參與機制，因為不同

的參與模式所能達臻的效果亦有所差異而有互補之作用，是以應秉持著儘可能參

與的原則而為彈性之擘劃。例如，眾所週知的說明會、公聽會和聽證會三者之間

便有前述的互補功能，具體而言，說明會乃行政部門傳遞訊息或解釋資訊的方

式，屬單方面告知之性質，而可歸類為資訊公開之一環；公聽會係向相對人、利

害關係人或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甚至一般大眾在內的多數人廣泛蒐集意見，

以資參考的制度，也就是各方意見輸入之管道(蔡茂寅，1999：95)；聽證會則是
對相對人或利害關係所提供之陳述相關事實、主張或提出證據之機會，由於它是

以言詞方式為之，甚至可以提供參與者交叉訊問的機會，對於各種主張之呈現、

證據之提出、事實之發現具有重要意義，從而有助於行政決定之公正性、合理性

及可信賴性，且其瑕疵之法效性及於該行政決定，可說是最重要的行政程序(蔡

茂寅，1999：93、94)。就此以觀，其功能作用既然不同，且均對計畫結果之形
成各有裨益，實不應如現行法般僅作單一列舉。 

 
三、賦權機制 

 
    一般而言，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決定時，通常享有某一程度的「行政裁量」

或「判斷餘地」，特別是行政計畫的擬定與實施，尤具有高度利益衡量的色彩，

因此存在有司法權尊重行政權專業判斷(即法院不介入)之傳統理論與實務狀況

(林明鏘，1997：20~23)，復以我國實務上將一般都市計畫之擬定發布(都市計畫

法第 13條)與定期通盤檢討(都市計畫法第 26條)，定性為法規命令或自治規章(釋

字第 148、156號解釋)，於現行法中並不適用行政爭訟手段尋求救濟，以致於無
形中造就了計畫單位「形成自由」的擴大，稍有不慎即易流於恣意、專斷。爰此，

透過前述的民主參與程序設計以抑制該等流弊自有其現實上的必要性，況且該等

作為更有提高都市計畫(行政決定)的「可接受度」，進而強化其「可執行性」之

正面作用(李建良，1999：46)，職 是 之 故 ， �求 該 等 興 利 除 弊功能之 發 揮， 如 何

確保參與程序有意義的落實即屬不得不思考者。 

 
    對此，可能的相應之道即是課予行政機關作為義務，並賦予人民相對權力，

以衡平行政權的優勢地位。詳言之，一般公眾參與都市計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

希望其意見構想能成為計畫內容之一部，而計畫單位亦藉此調和公益與私益，因

此對於人民所提意見之處理便具關鍵性，也就是說，當計畫單位於收受人民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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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後，應為妥適之分析處置，並說明其參採與否之理由所在，以昭公信，特別

是在計畫確定階段，更須予以答覆，避免參與之意旨形同俱文。惟以此反觀現行

法制，卻未對程序規定違反之法效性設有規 定 ， �確 保 程 序 規 定之實 效性，在 一

定範圍內，程序瑕疵之違法性應予以承認，只是其瑕疵態樣與違法性之關係，則

須視嚴重性或對事務判斷之影響性而定(蔡秀卿，1999：32；林明鏘，1997：128)。
亦即，當計畫單位未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相關參與程序之規定時，其程序性瑕疵應

視為違法，乃撤銷計畫甚或無效宣告之要件，透過此等作為義務以確保公眾參與

的實效性。進一步而言，計畫之決定往往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是以即令計畫單位

如實履行應有之程序規定，惟如何處理眾多而分歧的意見與利益，以及如何面對

突發之情事變更所造成的計畫不適性卻仍非易事，於此，為能彰顯國民主權之民

主自決精神，並能同時免除前揭事後救濟於變更既成事實所可能衍生的巨大成本

耗費之考量下，乃有賦予人民相對權力之議，亦即賦予人民部分參與程序之「發

動權」和「決定權」之指。揆諸都市計畫法第 26、27 條之規定，人民或團體並
無計畫變更請求權，倘若因情事變更致使計畫與現實發展不符，或其實施將有害

公益時人民應有請求行政部門作為之權利，此時，如果計畫單位之決定仍不為人

民所接受，或因相關意見衝突無法調和導致難以決定，便應將該等最後之決斷權

回歸人民，至於計畫單位則負執行之務，畢竟民主國家統治權之行使須以民意為

依歸，統治的正當性應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因此對於決策參與權的賦予應值得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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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方向初擬 

 
    誠如徐世榮老師所說的，論文沒有完成的一天，研究永遠有其不足之處。基

本上，規劃理論思潮係植基於社會主體的歷史性變遷，也就是說，規劃理論乃係

特定社會歷史時勢的具體反映，而公眾參與之類的計畫過程規定，則是與政治體

制密切相關，因此，改革計畫過程的根本，應在政治體制的改革或調整(中華民

國都市計畫學會，1994：58)，職是之故，倘若欲針對空間規劃典範遞移及其衍
生的公眾參與法制之議題作研究，即應對台灣整體政經社文之變遷有進一步考

察、探究，以下試就幾個可能的切入點(面向)作一初步的說明： 

 
一、考察範圍的擴展 

 
    本研究囿於相關的限制，僅以台北市作為研究考察之對象，但台灣並非台北

市一隅可以代表，是以擴展考察的地理範圍，增加對其他縣市空間規劃實踐經驗

之探討，將有助於論述焦點所在的典範遞移之釐清，特別是都市計畫以外的另類

空間實踐模式，其「異例」之特質尤具研究價值。具體而言，於台北市首創地區

環境改造計畫暨其附隨之社區規劃師制度後，目前的新竹市、苗栗縣、南投縣、

台南市、高雄市等縣市均已有類似的政策實施中，倘若以個案的觀點視之，它們

各自的實踐經驗除了係累積研究分析的必要基礎，更提供了比較研究的可能，而

�增 加 論 證 力 不 可 或 缺之部 分。  

 
二、相關法制的研析 

 
    不同於前述地理範圍的擴展，此一面向乃係有關環境自主權之認知深化者，

亦即行政程序法施行後對行政機關及人民所帶來的觀念認知影響。雖然在論述上

我們可以說，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與施行，意味著國家行政體制的轉換，台灣的行

政將轉向民主化、參與化、公開化及周延化，不單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有所促

進，亦對整體國家社會的威權轉型有進一步安定、深化之作用(黃錦堂，1999)。
惟實際的發展狀況卻不一定是如此平順，不過既然行政程序法已經成為現行法，

並普遍地規約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那麼亦為行政行為之一型的都市計畫(行政

計畫)，勢將因此於某種程度上反應前揭取向，只是它施行未久(始自 2001 年元

旦)，且其內容並未直接對都市計畫作規定，是以短時間內尚難窺見顯著的變革，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可提供一個觀察計畫單位行政性格轉變與否的轉折比

較，甚且間接說明社會大眾對於相關轉變的認知態度。進一步而言，倘若文中所

提及的計畫過程法制修訂得以順利通過，反應於實務中的規劃態樣則又是另一個

值得關注的焦點。質言之，透過對相關法制變革所可能造成的規劃範型演替之觀

察，我們將可以較為明確的指認該等價值觀是否已被肯認，甚至內化成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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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模式，從而確定所謂的典範遞移之發生與成型。 

 
三、全球性不景氣下的技術官僚霸權復辟？ 

 
    理論上，規劃思潮是緊密地與時代的政治經濟結構相連，明顯受到來自於資

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國家發展模式變遷所伴隨的政治經濟再結構、都市發展

問題及政策等外在社經力量之影響(周志龍，1997b：180)。因此，相對於前述的
發展方向，近年來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是否會強化傳統的效率價值觀，進而扭轉

或延緩文中所作的趨勢觀察當係另一個值得探討的部分。也就是說，在國人習慣

於早年高度經濟成長的經驗下，面對近來的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擴大、經濟成

長率低迷等不景氣狀況，是否會化約式的轉入傳統保守主義的主張，從而置換了

對於民主、正義等價值觀的追求，影響所及，甚至會倒退為專家治理、科技統治

等「失權」境地。 

 
    簡單一句話，這本論文只是個論述的開端，不論在深度、廣度及精細度上均

值得再予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