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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政策、土地徵收制度、權力與權力的三個面向 

 

第一節  台灣政治經濟大環境下之土地政策與土地徵收制度 

 
    任何一項政策或制度絕不可能毫無理由地憑空出現，其產生必有其社會背景

與歷史因素，不論是土地政策或是土地徵收制度皆無例外。土地政策，被定義為

「解決土地問題之政策」，並以「土地法」為其基礎
1
，而土地法被（其主管機關

－內政部）認定為「推行土地政策之基本大法」
2
，因此在過去以土地法第五編

「土地徵收」之相關規定，以及於現今以二○○○年二月二日制定公布之「土地

徵收條例」條文為主要內容所架構起來之「土地徵收制度」，相當明顯地，係為

台灣土地政策之一部份。 
 
    既然土地徵收制度為土地政策之一環，在此種「土地政策－土地徵收制度」

之上下層次關連下，若欲探討土地徵收制度之相關問題時，則不能不追本溯源地

去探究台灣之土地政策。然而，台灣之土地政策亦非一個可自外於整體國家政策

之單一政策，其與台灣整體之國家政策必然有其相互關連之處。簡言之，在探討

土地徵收制度之前，實在有必要從「國家政策－土地政策－土地徵收制度」此一

脈絡下來著手，藉由探討台灣政治經濟大環境及時代背景，來探索台灣土地政策

與土地徵收制度之形成原因及相關問題。 
 
    近十多年來，從各種角度出發來分析台灣戰後之國家政策與經濟發展之相關

文獻日益增多，例如：蕭全政即從「新重商主義」之觀點來分析台灣四十年來之

政治經濟發展
3
；陳忠信則將國家政策問題放在台灣之邊陲資本主義發展所形成

之歷史的－結構的脈絡中，從「批判的公共論述（critical public discourse）」觀點
來分析以及討論國家政策、技術官僚規劃、規範性問題等之關係

4
；王振寰則以

權力分析的方式，處理了新國家轉型的政治社會過程，及相關的政商關係、利益

政治、中央－地方關係，和地方政治等制度轉變之問題
5
；而若林正丈則從威權

主義體制之民主化政治社會學觀點，來說明現代台灣政治體制及其變動的架構，

                                                 
1 參閱史尚寬，土地法原論，正中書局，1964 年四版，頁 4。 
2 對於此種說法，陳立夫有不同之見解，其認為「現行土地法是否能稱之為推行土地政策之基本

大法？對此，筆者否定之。…今日，我國土地政策之執行上，土地法所能發揮之作用實為有限。

進一步而言，土地法固然仍為一有效之法律，卻僅徒具形式，實質上係問題重重，毫無尊嚴地

存在於整體法制中。」參閱陳立夫，土地法總點檢，台灣本土法學，第 16期，2000 年 11月，
頁 12以下。 

3 參閱蕭全政，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業強出版社，2001 年 4月初版，頁 39以下。 
4 參閱陳忠信，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論述，業強出版社，1997 年 9月初版，頁 5以下。 
5 參閱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力結構，巨流圖書公司，2001 年 10月初
版，頁 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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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從台灣這個國家與社會的歷史社會學觀點，來探索中國分裂國家之分裂體的

現代台灣，其政治體制與政治共同體所存在的相關問題
6
。在都市及土地政策之

研究方面：張景森從「都市計畫」（planning）本身出發，對台灣的規劃論述作了

社會歷史之分析，其主要觀點認為：在台灣歷史發展過程之中，國家透過規劃的

干預，結構了社會、塑造了空間。國家的政策與規劃的論述，已成為政經發展、

國家、社會與空間中不可或缺之中介要素
7
；陳東升則從都市社會學的角度出發，

由都會發展之空間面向中最具體的部分－住宅與土地的開發來著手，並在分析與

討論房地產的開發及分配中，把這個過程中所牽動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過程一一

凸顯出來，以賦予對都市發展的新瞭解
8
；而李承嘉則以地租理論為研究基礎，

透過對地租發展理論的回顧，提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的新階級－「新地主」

或「新資本家」階層的觀念，作為解釋台灣戰後土地政策的變遷與所遭遇問題的

基礎
9
；徐世榮則是從政治經濟學之理論出發來解釋公共政策與土地政策之制訂

原因，其認為土地政策之制訂乃是來自於我們對於土地問題作了什麼樣的定義，

而此問題之定義其實並非是客觀中立的存在，其包含了許多各方力量運作的可能

性，因此，應嘗試讓不一樣的意識型態也有其論述的空間，而不是僅有一種聲音，

其可能是完善土地政策的基礎
10
。 

 
    基本上，本論文是傾向從馬克思主義出發之政治經濟學觀點來分析台灣戰後

之國家政策、經濟政策、都市與土地政策，亦即從資本主義生產之過程中來處理

空間生產後之形式所隱含之剝削關係。戰後台灣之國家體制，一般來說乃被稱為

「威權主義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所謂「威權主義體制」，係指「與政策
形成有關的主體，只限於經國家認可的少數人或集團，以一般人為對象之積極而

恒常的動員努力，或促使體制正當化之意識型態系統皆付之闕如的政治體制。」

從戰後至一九五○年代之土地改革、社會結構之轉變、國民黨之改造與韓戰之後

東西冷戰結構之形成，直接或間接加強了這個高度一元領導之軍事的－威權主義

的統治體制下之國家機器變得強而有力，更具有相當高度的相對自主性。而其在

稍後被通稱為「內向導向成長時期」（一九五三年至六○年）中，國家機器運用

其強大支配力，對相對自主性不高之經濟領域進行強有力之調整、干預的界入，

以推動資本積累過程，使經濟領域有能力對政治行政系統提供財政輸出，以支應

龐大之軍事國防軍費和行政官僚體系之開支。另一方面，政治行政體系不但不曾

對規範體系提供公共福利服務，相反地，在相當大程度上是以犧牲當時最大數之

                                                 
6 參閱若林正丈，台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新自然主義公司，2004 年 3月二版，頁 29以下。 
7 參閱張景森，臺灣的都市計畫（1895～1988），業強出版社，1996 年 11月初版，頁 4以下。 
8 參閱陳東升，金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北都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巨流圖書公司，2003
年 3月，頁 15、345以下。 

9 參閱李承嘉，台灣戰後（1949～1997）土地政策分析－「平均地權」下的土地改革與土地稅制
變遷－，正揚出版社，1998 年 8月初版，頁 10、209以下。 

10 參閱徐世榮，土地政策的想像－再定義土地問題，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分析－

地政學術之補充論述，正揚出版社，2001 年 11月，頁 I、31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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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及最大產業部門的農業福祉來推動資本積累的。當然，在這個全力推動資本

積累之過程中，技術官僚規劃則始終扮演著關鍵的地位
11
。 

 
    到了一九五○年代之末期，台灣內向導向成長之發展策略開始碰到瓶頸，且

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已產生明顯變化，外在環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的世界分工

秩序正在重新編組，中心國家則藉著空間再部署將產業部門與生產過程（決策、

計畫、研究發展、重複性生產活動）在空間上打散，由不同的區域來擔任不同的

產業部門與生產過程。此時台灣之國家機器開始推動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包括

外匯政策、鼓勵出口措施、放鬆或解除各項管制措施、塑造良好投資環境等等，

以促使台灣經由外向出口導向的成長策略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進行「邊陲

的資本主義發展」（peripher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此一發展計畫，已徹底地
改變了台灣社會的發展面貌

12
。在這種以「邊陲的資本積累」為中心的邊陲資本

主義發展中，經建技術官僚對於台灣經建計畫之規劃，其實只有資本積累的一個

方向，即要如何促進快速的資本積累，而不在乎積累之社會化的問題。也因此，

資本積累的型態必須靠著規模龐大之非正式部門的落後生產方式及都市非正式

部門來提供都市服務，以支撐高度的勞動剩餘榨取，如此才能符合中心國資本之

空間再部署策略的目的。事實上，這種生產之方式是在壓迫性之國家體制權威的

支撐下直接榨取勞動剩餘，間接地剝削勞動力所應該享有之社會安全保障及都市

公共服務，並對生活空間環境作肆無忌憚的破壞。亦即，就都市政策與空間發展

而言，這個以積累掛帥之國家實質上扮演著相當消極之功能，為了降低生產成本

以便外銷產品能夠以低價爭奪國際市場，不論是相關公共建設或其他都市服務，

皆只維持在一個最低的水準
13
。 

 
    到了一九八○年代中期以後，台灣在內部面臨威權體制鬆動，民間社會運動

風起雲湧，在外部面臨資本主義系統的技術－經濟再結構之過程。因此，不論是

政治體制、經濟環境或空間結構都產生重大轉變。首先，以李登輝（總統）為首

的改革派勢力積極與崛起的資本家和地方勢力聯盟，將舊勢力推下了歷史舞台，

造就了新國家。這個新權力聯盟所建構的新國家，在政治體制上對內係開放中央

民意機構選舉，將地方權力帶進中央，符合反對運動的要求和地方派系的利益；

在經濟發展上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民營化、自由化和國際化的策略，符合崛起中的

資本家利益。這個新國家與新權力聯盟，聯手構築了台灣社會的走向
14
。陳東升

即指出：原先國民黨掌控下之國家機器所制定與執行的國家土地政策，基本上是

為服務國家存在的目的，例如透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重分配，改造地主階級

                                                 
11 參閱陳忠信，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論述，業強出版社，1997 年 9月初版，頁 43 - 49。 
12 參閱張景森，臺灣的都市計畫（1895～1988），業強出版社，1996 年 11月初版，頁 61 - 62。 
13 參閱陳忠信，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論述，業強出版社，1997 年 9月初版，頁 52 - 57；張景
森，臺灣的都市計畫（1895～1988），業強出版社，1996 年 11月初版，頁 63。 

14 參閱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力結構，巨流圖書公司，2001 年 10月
初版，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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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同時獲取小農的支持；後來其所執行的都市土地政策、公地放領政策、

工業用地政策及都市計畫政策可以說是在犧牲一般民眾的利益下，當成國家恩庇

侍從集團（地方派系以及財團）的經濟租金，以滿足他們累積龐大財富的需求。

此外，鬆散結合形式的國家結構安排，使「核心部門」與「邊陲部門」有所區隔

而非直接連動，核心部門所作成的政策較重要且得以立即執行，邊陲部門所作成

的政策不但刻意被忽略甚至只能事後配合，例如在土地的規劃使用上，基本上是

配合著經濟發展與工業生產，而「土地相關政策」即是屬於這種「邊陲部門」所

制定的「不具重要性」的政策
15
。李承嘉則更清楚點出：過去台灣推行土地政策

是「單向式」的作為支援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助力，但是社會、政治及經濟

發展的結果卻使得土地政策窒礙難行；且在台灣戰後土地政策變遷後，「新地主

階層」在一九九○年代之初期已經形成，並即顯現出對台灣土地政策的影響力，

換言之，台灣的土地政策已經淪為政治權力者（政黨或行政官僚）與經濟權力者

（新地主階級或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獲取利益的工具
16
。 

 
    夏鑄九與張景森認為：台灣的空間問題是戰後台灣發展模式的代價之一，也
就是說，它深植於邊陲資本主義積累模式和發展掛帥威權國家的政治經濟邏輯之

中
17
。事實上從上述可知，同樣的邏輯亦可套用在戰後台灣的「土地問題」上，

亦即，台灣之「土地問題」是戰後台灣發展模式的代價之一，它深植於邊陲資本

主義積累模式和發展掛帥威權國家的政治經濟邏輯之中。而原本為了解決「土地

問題」所制定出來之「土地政策」，在這種政治經濟大環境下早已經成為「邊陲

部門」所制定的「不具重要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亦已淪為政治權力者（政黨

或行政官僚）與經濟權力者（新地主階級或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來獲取利益的

工具。既然土地政策已淪落至如此下場，那麼作為土地政策之一環的「土地徵收

制度」又是如何呢？這必須從「土地徵收」之定義與內涵來談起，方能正確地為

土地徵收制度在整體土地政策中作出清楚之定位。 
 
    土地徵收之定義為何？中華民國憲法中並未有任何明文規定，即便是過去規

範土地徵收之土地法亦僅於土地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國家因左列公共事業之

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

一、國防設施⋯。」第二百零九條規定：「政府機關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得徵

收私有土地，但應以法律規定者為限。」而現行之土地徵收條例第三條亦僅規定：

「國家因公益需要，興辦下列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

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一、國防事業⋯。」皆未對土地徵收作出正面之定義。 

                                                 
15 參閱陳東升，金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北都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巨流圖書公司，2003

年 3月，頁 349 - 352。 
16 參閱李承嘉，台灣戰後（1949～1997）土地政策分析－「平均地權」下的土地改革與土地稅
制變遷－，正揚出版社，1998 年 8月初版，頁 209以下。 

17 參閱夏鑄九、張景森，台灣地區國土規劃歷史的回顧與檢討，收錄於「國土規劃的挑戰」，財

團法人張榮發基金會國家政策研究資料中心，1990 年 4月 10日，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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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吾人若觀察美、日、德等先進之民主法治國家，將發現各國（公用）

徵收之相關規定大多直接規定在該國之憲法條文中，且與其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

制度與內涵聯結在一起。舉例而言，同為大陸法系國家之德意志聯邦共和國，其

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一、財產權與繼承權應予保障。其內容及其界線，由法

律定之。二、財產權負有義務。其使用應同時有助於公共福祉。三、公用徵收須

為公共福祉之需要，始得為之。公用徵收須以法律或基於法律為之，而該法律需

同時規定補償之種類與範圍。徵收補償之確定，應就公共利益與當事人利益為合

理之衡量。關於徵收補償額度之爭議，由普通法院管轄之
18
。」即為最明顯之例

子。此外，亞洲國家中同為大陸法系國家之日本國，其日本國憲法第二十九條規

定：「一、財產權，不可侵犯。二、財產權之內容，須符合公共福祉，以法律規

定之。三、私有財產於正當補償之下，得為公共使用
19
。」亦為相當顯著之例子。

此外，即便是不同於大陸法系之海洋法系國家，亦有作類似規定者，以美利堅合

眾國為例，其美利堅合眾國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後段規定：「未經正當法律程序，

不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凡私有財產非有適當賠償（按編：應為「補

償」），不得收為公用
20
。」 

 
因此，當再回頭來看中華民國憲法時，其第十五條僅規定：「人民之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在此姑且不論「生存權」及「工作權」在本質上

屬於請求權，「財產權」在本質上屬於自由權，而憲法第十五條條文卻將兩種不

同本質之權利擺在一起之細部問題
21
。單就憲法第十五條之明文規定，根本看不

到任何有關「徵收」（公用徵收）之用語出現，而「公用徵收
22
」作為「土地徵

收」之上位概念
23
，既未受立憲者之青睞，則更遑論居於下位概念之「土地徵收」。

那麼究竟「土地徵收」這個制度從何而來？其憲法上之法源基礎何在？其與憲法

上財產權保障之關係又為何呢？實值稍作探索。 
 
    首先，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五條僅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並未

                                                 
18 參閱李建良，損失補償，翁岳生編「行政法」，2000 年 3月二版，頁 1433。 
19 參閱陳立夫，土地利用限制與是否應予損失補償－日本法理論之介紹，人與地雜誌 140期，

1995 年 8月，頁 39。 
20 參閱陳隆志（譯），美利堅合眾國憲法，收錄於許世楷編，世界各國憲法選集，前衛出版社，

1995 年 6月，頁 29-30。 
21 參閱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益徵收之概念，收錄於氏著，憲法基本權利之基本

理論（上），元照出版公司，1996 年 6月五版，頁 338-340。 
22 公用徵收，係指為提供特定公共事業使用之目的，而強制取得特定之財產權。參閱金子宏、

新堂幸司、平井宜雄（編集），法律学小辞典，有斐閣，2002 年第 3版，頁 356。 
23 公用徵收，既然是以強制取得公共事業不可或缺之物件或權利為目的之制度，則基於公權力

之發動來取得替代性低之財物則顯得無法避免，於此目的下，基於公共事業之目的不可或缺

且替代性低之土地，則成為公用徵收制度下最一般（常見）之取得對象。因此「土地徵收」

乃成為「公用徵收」之基本型態。參閱原田尚彥，「収用の意義および性格」，收錄於中川善

之助、兼子一（監修），土地収用‧稅金，青林書院，1971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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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公用徵收（徵收）之相關概念，但若翻遍整部憲法，將可發現憲法第一百零

八條第一項第十四款規定：「公用徵收，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省縣執行

之。」然而，該處提及之「公用徵收」既無定義或要件之規定，亦未處理其與財

產權保障之關係，且被置於第十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之中，可見其意義僅在

於劃定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及事項，規定「公用徵收」為中央之立法權限，中央得

自行執行，或交由省縣執行之。若肯認上述民主法治國家之憲法中，財產權保障

之理念及制度，和徵收之關係密不可分，而中華民國憲法卻在規定人民財產權保

障時，隻字片語並未提及徵收之要件（許可性），因此徵收（公用徵收）可以稱

為是中華民國憲法內之一個「遺漏的制度
24
」。既然徵收（公用徵收）制度為中

華民國憲法所遺漏，則徵收制度究竟從何而來？難不成是從天而降嗎？原來是中

華民國之（舊）土地法係公布於一九三○年，其中第五編第二百零八條以下，已

有專章規定「土地徵收」之要件，而中華民國憲法不論制定（一九四六年十二月

二十五日）、公布（一九四七年一月一日）及實施（一九四七年十二月二十五日）

之時間皆在（舊）土地法公布及實施之後，因此，陳新民認為：這種立憲者對徵

收制度、概念及要件保持「沈默」的態度，可以推論出立憲者於立憲時已將當時

存在之徵收概念及制度，視為憲法保障財產權之「當然要件」
25
；換言之，立憲

者在憲法內（第一百零八條）採用「公用徵收」之字語，諒係「承認」此已在土

地法內確定且當時已在實施之徵收制度，故徵收制度雖係中華民國實證憲法內之

一個「遺漏的制度」，但其卻為一個「先於憲法存在之制度」，殆無疑問
26
。 

 
    儘管學者參酌當時舊「土地法」已存在「土地徵收」專章規定之歷史資料，

並透過憲法釋義學之方式來解釋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與第一百零八條第一

項第十四款「公用徵收」之關係，認為立憲者於立憲時已將當時存在之徵收概念

及制度，視為憲法保障財產權之當然要件。然而，這畢竟僅為學說上之見解（即

便是多數見解），司法實務上究竟如何看待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與徵收（公

用徵收）制度之關係，將有助於吾人瞭解土地徵收之定義與內涵。首先，憲法第

一百七十三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

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與命令之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

之解散事項。」可知依據憲法規定，憲法之解釋係由司法院大法官所掌理，其所

為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力，各機關處理有關事項，應依解釋

                                                 
24 參閱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益徵收之概念，收錄於氏著，憲法基本權利之基本

理論（上），元照出版公司，1996 年 6月五版，頁 345。 
25 學者蘇永欽亦持類似見解，認為事實上先於憲法而制定之土地法早已有土地徵收之專章規

定，故可說至少土地徵收是屬於制憲者預設了解一部份之制度。參閱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

與大法官解釋，憲政時代，第四十二卷第三期，1998 年 12月，頁 59。 
26 參閱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益徵收之概念，收錄於氏著，憲法基本權利之基本

理論（上），元照出版公司，1996 年 6月五版，頁 346。 



 13

意旨為之
27
。因此，在現行憲法條文及增修條文中皆未對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及

徵收（公用徵收）制度之關係作出規定時，則司法院大法官基於具有解釋憲法之

權利，對憲法上財產權保障與徵收制度之關係所作出之大法官解釋，不但具有等

同於憲法之法律效力，亦能為財產權保障與徵收（公用徵收）制度刻畫出較清楚

之輪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自一九四九年一月六日作出釋字第一號解釋以來，至二○

○五年六月十日作出釋字第五百九十九號解釋為止，已作出了將近六百個大法官

解釋，其中有關於土地徵收之解釋固然不少，但在解釋文或解釋理由書中直接闡

述憲法財產權保障與土地徵收之關係者，僅有釋字第二三六、四○○、四○九、

四二五、四四○、五一六、五三四號等解釋，而上述各個解釋之中又以釋字第二

三六號解釋對憲法財產權保障與土地徵收間之關係所作之闡述最為典型（或可稱

為原型），其解釋理由書中提到：「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十五條定有

明文。惟基於憲法第二十三條、第一百零八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及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一項前段規定之意旨，國家為公用之需要，得依法徵收人民之土地。」這段大

法官解釋理由書之文字雖然簡短，卻一語道破地將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基本權利之限制）、第一百零八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公用徵

收）及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土地政策）連結起來，架構出財產權保

障與公用徵收在憲法上之關係，也使得「公用徵收」取得憲法上之法源依據。至

於「土地徵收」之定義呢？大法官第四二五號解釋之解釋理由書中則提到：「土

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

予以剝奪之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律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

期間內給予合理之補償，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大法官明確地對「土

地徵收」作出定義，間接彌補了過去土地法（土地徵收編）以及現行之土地徵收

條例中未對「土地徵收」作出定義之缺憾。 
 
    基於司法院大法官所作出之憲法解釋具有等同於憲法之法律效力，因此，本

論文所採用之「土地徵收之定義」，係以司法院大法官第四二五號解釋為準，亦

即如解釋文所述：「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

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至於「土地徵收之內涵」，依據司法院

大法官第四二五號解釋之解釋理由書中所述：「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

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規定此項徵收

及其程序之法律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理之補償，方符

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此外，基於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對於土地徵收之發

動皆加以相當嚴格之限制，亦即，土地徵收必須具備下列三個要件：第一，土地

徵收之事業主體及內容必須證明具有嚴密之「公共性」（公共利益）存在；第二，

土地徵收權之發動必須基於「法律」根據，且應依法律所定程序為之；第三，對

                                                 
27 參閱司法院大法官第一百八十五號解釋文。 



 14

於被徵收人因土地徵收所喪失之財產權價值，須依市場價格給予「完全補償」
28
。

若再適度參酌美、日、德等先進民主法治國家之憲法相關規定，則本論文認為：

「土地徵收之內涵」應可歸納成下列三點：一、土地徵收必須具備嚴密之「公共

利益」。二、土地徵收必須依據「法律」及「法律所定程序」。三、土地徵收必須

依據市價給予「完全補償」。當然，就重要性而言，「公共利益」之具備毋寧是土

地徵收最首先也最重要之要件，若不具備公共利益，則土地徵收即無從開始，其

後之「土地徵收程序」與「土地徵收補償」亦無從進行。 
 
    從上述土地徵收之定義與內涵觀之，事實上可以清楚地發現，土地徵收制度

具有相當程度之被動性、手段性與工具性，亦即國家只能在有公共事業之需要，

且該公共事業被認定為具備嚴密之公共利益時，方能運用土地徵收制度來徵收人

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土地徵收制度之此種性格，若放到「土地政策－土地法

－土地徵收制度」之上下層次關係來看，其實是更加地表露無遺。史尚寬指出：

「土地法，狹義的，則謂為實現一定土地政策所為關於土地分配，利用及改良之

法律規定及其附帶規定之全體。…何謂土地政策。約言之，可稱為解決土地問題
之政策。土地政策對於土地法，與以基礎

29
。」焦祖涵更清楚地點出：「狹義之

土地法，指實現一定土地政策，關於土地分配、利用及改良之法律
30
。」換言之，

土地法係為實現一定土地政策而制定之法律，故土地法本身實已具備相當高程度

之手段性與工具性，但說穿了，「土地法」終究僅是一個概念上之法律名稱，其

實際上係如何來「實現一定土地政策」，仍須回到土地法中所規定之各編（總則、

地籍、土地使用、土地稅與土地徵收）內容來決定。因此，若單就「土地法」中

所規定之土地徵收制度而言，土地徵收制度方為實現一定土地政策之實質手段與

運用工具，土地徵收制度之被動性、手段性與工具性性格在此清楚呈現。 
 
    此時，當焦點再度移回到「國家政策－土地政策－土地徵收制度」這個上下

層次脈絡中，我們將可清楚地歸納出下列幾個現象：台灣的「土地問題」是戰後

台灣發展模式的代價之一，它深植於邊陲資本主義積累模式和發展掛帥威權國家

的政治經濟邏輯之中。而原本為了解決「土地問題」所制定出來之「土地政策」，

在這種政治經濟大環境下早已成為「邊陲部門」所制定之「不具重要性」的政策；

另一方面，亦已淪為政治權力者（政黨或行政官僚）與經濟權力者（新地主階級

或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獲取利益的工具。而作為土地政策之一環的「土地徵收

制度」，由於在相當程度上僅為實現土地政策之實質手段與運用工具，故本身極

具被動性、手段性與工具性。因此，本文認為：對國家或權力者而言，土地徵收

制度或許只不過是邊陲性土地政策下的一個手段性、工具性之制度罷了！ 

                                                 
28 參閱成田頼明，公用収用の法理とその新しい動向，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と法，弘文堂，

1989 年 6月，頁 255。 
29 參閱史尚寬，土地法原論，正中書局，1964 年 7月四版，頁 4。 
30 參閱焦祖涵，土地法釋論，三民書局，1991 年增訂七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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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權力與權力的三個面向 

 
    在學術領域中，「權力」一直是個吸引眾多研究者之研究課題，因為在實際

政府之政策形成過程中，權力扮演著重要而關鍵性的角色，甚至可以說政策形成

其實就是權力運作與互動的過程
31
。而既然權力如此重要且吸引人，那當然我們

首先要問：權力是什麼？「權力」的原文是 power，其乃被認為是多義的且最具
爭論的概念之一，德國之社會學家韋伯認為：「權力，為排除他人之抵抗，貫徹

自己的意思之全部可能性。」這種對於權力之定義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
32
。更

簡單來說，所謂「權力」，係指人們要求別人聽從其命令之能力，即使是在抗拒

之情況下。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之中，權力關係無所不在，小至家庭內部、朋友

之間，大至總統與選民、公司內部之老闆和員工、政府官員與一般人民之間，都

充滿著權力關係；而政治更是有關於權力之概念，它涉及人們如何獲取、使用和

失去權力之過程與機制
33
。 

 
    然而，權力本身並不會自行運作，而是擁有權力之人或團體運作該權力，方

使權力成為名符其實的「權力」。因此，若欲瞭解權力之運作方式，則透過權力

三個面向之論述及剖析，對於我們深入理解權力運作之型式將會有很大的助益。

此外，「權力的三個面向」本身並非一個單一且完整之理論。權力的第一個面向

係由多元論者道爾（Robert A.Dahl）所提出之單面向看法，可以稱之為多元主義
（Pluralism）；權力的第二個面向係由巴克拉克（Peter Bachrach）與巴拉茲（Morton 
S.Baratz）對於多元主義之批評而提出之雙面向看法；而權力的第三個面向係為

盧克斯（Steven Lucks）與葛蘭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之批判觀點。以下
為權力的三個面向之詳細論述： 
 
一、權力的第一個面向 
 
權力的第一個面向被稱為多元主義，而對於多元主義權力觀點倡導最力者為

美國政治學者道爾（Robert A.Dahl），其曾經以新港（New Haven）為例，以多元

主義模式解釋美國民主政治之特質，認為公共政策乃是民主多元社會中各種不同

利益與觀念自由競爭的產物，權力是廣泛地分佈於該社會所有成員當中，並成為

公共政策過程的主要動力
34
。道爾對於權力之定義，係為「A的權力勝過於 B，

                                                 
31 參閱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 年 3月，頁 187。 
32 參閱宮島喬（編集），岩波小辞典－社会学，岩波書店，2003 年 10月，頁 63。 
33 參閱王振寰，權力與政治體系，收錄於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巨流圖書

有限公司，2003 年 9月二版，頁 394-395。 
34 參閱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 年 3月，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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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有能力要 B去做 B本來不願意去做的事情。
35
」這意味權力是一種「控制

行為」，這種權力概念亦與拉斯威爾（Lasswell）所說的：「權力是何人用何法、

於何時、取得何物」（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其意義是相同的36
。然而，

道爾的學生波士比（Nelson Polsby）則認為對於權力之研究必須著重於「誰參與

了？誰得到了？誰失敗了？誰在決策過程中獲勝了？」因此，多元主義權力觀點

對於權力之定義主要是著重於可見之行為－做（doing）及參與（participating）
部分，其最大特色在於：第一、它是一種掌權者對於服從者所表現出來的「控制」

行為；第二、這種控制行為是一種可以觀察的積極行動
37
。 

 
    然而，在上述多元主義權力觀點之下，對於那看不見之政治結構及意識型態

方面之考量就會被忽視，因為在權力的第一個面向裡，係假設市民是（一）處於

一個公開的體系；（二）當他們有所不滿或內心充滿了悲情及不幸時，可以起而

行動；（三）他們已可以透過一些領袖們來表達他們的意見。因此，在這種假設

情形之下，「不參與」或者「不行動」皆不被認定為是政治問題，甚至政治上之

不行動可以被解釋成對於現行政治運作過程充滿著認同，亦表示現行體制是相當

良好的。更進一步之引伸，其認為不行動者必須自己來承擔不參與的責任，因為

這些不行動者之教育、文化或社會化程度皆不深，使他們與主流社會脫節，無法

來進行參與社會活動，而這種論述就是所謂的「譴責犧牲者（blame the victim）」。
但是，這種對於權力的第一面向中「不行動」或「不參與」之解釋是相當不恰當

的，尤其是對於那些權力已被剝奪者而言，更是不適當。正由於多元主義之權力

觀點未能在結構面上來考慮行動者之權力相對狀態，促使巴克拉克與巴拉茲提出

了權力的第二個面向之見解
38
。 

 
二、權力的第二個面向 
 
    道爾的多元主義權力觀點之理論首先被謝史耐德（Schattschneider）所批評，
他認為：政治活動中最重要的課題是衝突管理，所有的政體、組織或領導者都是

負責處理衝突的管理者，為了鞏固政體、組織或領導的地位，任何一個組織都會

盡量利用衝突機會，犧牲其他團體之利益，以達到化解衝突、鞏固地位之目的。

換言之，在民主社會中，普遍而多元之政治參與並非是必然的，有些團體之力量

較大，會積極參與政策過程，並以有利於自己之立場來影響政策方向，政治力量

較小之團體則被排除於議程之外，形成了「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之
現象。由此可知，民主社會其實是價值、利益與信仰相互衝突的政治遊戲，政府

                                                 
35 參閱猪口孝等（編集），政治学事典，弘文堂，2004 年 11月初版，頁 309。 
36 參閱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 年 3月，頁 187。 
37 參閱徐世榮，權力的掌控與新社會運動的崛起，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學分析－

地政學術之補充論述，作者自版，2001 年 11月，頁 34。 
38 參閱徐世榮，權力的掌控與新社會運動的崛起，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學分析－

地政學術之補充論述，作者自版，2001 年 11月，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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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在於管理這些衝突。因此，這裡所談及之偏差動員，即為權力的第二面向

之淵源
39
。 

 
    依據謝氏之見解，所謂「偏差動員」係指犧牲他人、圖利自己之支配性價值、

信仰與建制過程。從這個定義中可得知，偏差動員不僅是一種支配性之價值信仰

體系，而且更是一種權力關係之重新運作與遊戲規則之重新建立，目的在於犧牲

他人之利益，方能為自己爭取到最大政治利益之過程。就一般而言，偏差動員之

所以能發生作用，主要有下列幾個因素
40
： 

 
（一）武力使用： 

 
在若干強人政治之非洲國家，為了壓制反對聲音，經常以政府武力壓制反對

勢力之組成。若以台灣而言，台灣早期的威權時代，以戒嚴法壓制當時之反對運

動，不准籌設政黨、實施報禁，盡量壓制反對聲音，美麗島事件就是典型以武力

壓制反對言論之時代悲劇。 
 
（二）政體特性： 
 
    一個國家政治體制亦會影響偏差動員之現象。在一個民主政體國家中，每個
政黨或團體都有相同參與公共政策之權力，政府機關組織如果出現了偏差動員之

現象，被壓制的團體自然產生反制的力量，如投書、示威遊行、遊說國會議員，

甚至參與選舉，以求改變偏差動員之現象。但若是在專制政體國家，則這種偏差

動員現象即很難避免。例如，中國雖然號稱「共產黨領導下之多元政黨制」，但

其實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其係決定中國所有政策及人事之唯一執政黨，偏差動員

極為明顯。 
 
（三）政治文化 
 
    民主多元之政治文化強調「容忍異己」之重要性，故偏差動員較能夠避免。

但在講求一致性、權威性之傳統政治文化中，「異己」可能會被認為是破壞社會

秩序與國家安全之違法行為，必須加以制止，故偏差動員很難避免。 
 
    巴克拉克（Peter Bachrach）與巴拉茲（Morton S.Baratz）延續了謝式之偏差

動員理論，對於權力之定義有進一步解釋，他們認為道爾對於權力所下之定義，

僅為權力之第一面向；但權力還有第二面向，亦即「權力並非僅出現於參與者在

決策過程中之行動，更表現在特定參與者及特定事件被排除於決策過程之中」。

                                                 
39 參閱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 年 3月，頁 188。  
40 參閱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 年 3月，頁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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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拉克及巴拉茲指出，政治組織一如其他組織一般，會發展出一種偏差動員，

其對於某些事件會顯得特別喜愛，然而對於某些事件會特別給予排斥並壓抑它。

於是，那些受喜愛之議題即被允許進入政治圈中，另一些受到排斥之議題則無法

受到允許而進入。也因為如此，當某些議題因受到排斥及壓抑而無法進入政治圈

時，則自然地，相關此議題之許多行動者即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因此，對於

政治之研究不能僅著重在「誰參與了？誰得到了？誰失敗了？誰在決策過程中獲

勝了？」更必須要瞭解在此過程中「誰被用什麼方法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
41
。 

 
    基於上述觀察，巴克拉克與巴拉茲認為政治之研究必須包含那些對於行動之

阻礙，也必須考量那些造成某些人冤屈無法轉化為行動之結構與制度上之障礙。

因為權力經常不只企圖去控制那些可觀察、可看見之行為與決策能力，其更企圖

去控制那些無法觀察、看不見之行為。正如擁有權力之團體能夠事先透過議題之

設定（agenda setting），來排除那些權力之弱勢者，將其排除於政策之決策過程

之外。而政策制定者既然擁有排除「不利議題」於政策議程外之權力，其當然即

非多元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權力
42
！試舉台灣本身之例子，則解嚴前之動員戡亂

時期，許多關於民主改革之言論基本上是被加以抑制的，當時執政之中國國民黨

憑藉著立法院內之絕對多數，將反對人士所提出之許多政治改革議題排除在外，

因此在立法院之國會殿堂上是無法看到「廢除萬年國會」、「廢除刑法一百條」或

「推動總統直選」等議題或相關訴求，致使許多民主前輩只得運用「體制外」之

抗爭方式來爭取民主自由，以求突破當時統治菁英所掌控之結構與制度。 
 
三、權力的第三個面向 
 
    巴克拉克與巴拉茲所提出之「權力的第二個面向」，對權力之觀察已經相當

具有挑戰性與衝擊性，但其後克林森（Crenson）對於權力的第二面向提出批判，

而盧克斯（Steven Lucks）更是提出「權力的第三面向」來作為回應，使得政治

學上對於「權力」之觀察與論述又往前推進一步。 
 
    首先，克林森（Crenson）研究美國印第安那州（Indiana）的兩個城市，即

東芝加哥市（East Chicago）與蓋里市（Gary）後發現，這兩個城市之空氣污染

情形相當嚴重，但東芝加哥市採取積極對策來解決，但蓋里市則根本就沒有採取

任何行動。然而，為何蓋里市沒有採取任何防制空氣污染之政策行動呢？原來是

當地有一家政商權力甚大之美國鋼鐵公司（USA Steel Co.），全盤地操縱政客或

                                                 
41 參閱徐世榮，權力的掌控與新社會運動的崛起，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學分析－

地政學術之補充論述，作者自版，2001 年 11月，頁 35。 
42 參閱徐世榮，權力的掌控與新社會運動的崛起，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學分析－

地政學術之補充論述，作者自版，2001 年 11月，頁 35-36；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
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 年 3月，頁 190；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的基礎理

論，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2 年 10月再版，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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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官員，不讓他們將防制空氣污染之議題排入立法議程。因此，除了在較容易

觀察之政治權力領域外，有時候會出現其他較不易觀察之掌控權力者，例如上述

研究中之美國鋼鐵公司，這些污染工業之公司由於組織權力龐大，幾乎掌握該市

之經濟發展、財政稅收與就業機會，即便其位於政治權力核心之外，但只要是他

們不喜歡之議題，他們仍有使之無法行動或癱瘓之能力。基於上述研究，克林森

認為權力的三個面向應分別是：第一、權力的第一面向是「控制行為」；第二、

權力的第二個面向是「抑制行為」；第三、權力的第三個面向是「命令不行動之

行為」，這種行動未必是刻意去控制或壓制，只是不去採取任何行動，任其問題

繼續存在惡化而已
43
。 

 
    盧克斯（Steven Lucks）延續克林森之觀點，主張某掌權者 A對於 B所行使

之權力有三種：第一面向是 A直接對 B發號司令，加以控制，這是多元論者之

主張；第二面向是 A透過各種手段設法讓 B所關心之議題無法進入政策議程，
這是偏差動員運作下之結果；第三面向則是 A設法影響、形成或決定 B之想法
與價值觀念，使 B能完全接受 A之統治44

。換言之，盧克斯認為權力及其運作

其實是深植於制度、結構與意識型態之範疇中。盧克斯對於權力關係所下定義：

「A對於 B擁有權力，因為 A可以影響 B，而這種影響其實是與 B之利益相衝

突的。」而這樣之定義其中還包含了三層意義：第一、A對於 B擁有權力，是

因為 A可以透過意識型態之掌控來影響及形塑 B之需要，使 B於不知不覺當中

接受了 A之主張，並聽從 A之指使，也使得 A得以在 B之作為當中獲利；第二、

在這種權力行使之下，A與 B之間將無法觀察出有任何衝突，且政治利益也被

隱藏於意識型態之說服中。換言之，A與 B之間的利益原來是互相衝突的，但

是透過意識型態之形塑，B的利益不僅被犧牲，而且這種利益間之衝突也被隱藏

起來；第三、這種權力之行使已經超越多元主義對於權力之論述，權力其實是與

意識型態及由其所建構出來之政治制度與結構有很大之關連。因此，無權力者對

於政府決策之影響將可能相當地有限，因為政治領域根本是受限於制度、結構與

意識型態之運作，亦唯有直接挑戰這些制度、結構與意識型態，並對其進行改革，

才有可能改變彼此間之權力關係
45
。 

 
    建基於盧克斯對於權力之見解，加文塔（Gaventa）加以應用引伸，將擁有
權力者與缺乏權力者連結起來，並將兩者之關係視為累積之效果，即 B之缺乏
權力乃是來自於 A之擁有權力，及其不斷運作後之結果。例如在決策領域之中，

A與 B原本擁有公平之競爭機會，但由於資源之缺乏，使得 B在競爭中落敗，

久而久之 B 不願意再挑戰 A，因為他預期擁有龐大資源之 A將會再一次地獲勝

                                                 
43 參閱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 年 3月，頁 192。 
44 參閱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 年 3月，頁 193。 
45 參閱徐世榮，權力的掌控與新社會運動的崛起，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學分析－

地政學術之補充論述，作者自版，2001 年 11月，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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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的第一個面向）。這樣之結果，使得 A有更多之機會來製造制度上之障礙，

來阻隔 B於未來之參與（權力的第二個面向）。又因 B長期地被排除於決策之外，
加深了 B缺乏權力之感受，使得權力之菁英有能力得透過建構制度與意識型態，

來正當化及合法化他們擁有權力之地位，並盡可能地使得現況不為改變（權力的

第三個面向）
46
。 

 
    簡言之，權力的第三個面向指出：擁有權力者可能會利用意識型態之霸權

（ideological hegemony），建構有利於統治者之社會意義，形塑民眾之價值觀，

使民眾接受掌權者統治權力之正當性。然而，難道上述之 B此後只能一直處於
缺乏權力之地位嗎？雖然處於權力的第三個面向中之 B很難與 A 來作對抗，但

仍非毫無希望。首先，B必須有能力來認知是何種意識型態及文化建構在引導著

他的行為，且這些行為事實上是違背他本身之利益。B必須認知到此種意識型態

宰制之存在，並且努力地將其除去，方有能力跳脫權力的第三面向而回復到權力

的第二面向，與 A進行另一層次之對抗。其次，當 B回到權力的第二面向，其

面對著原本制度上不公平參與之設計，必須努力除去 A在「偏差動員」之下所
設定之參與排他性，讓自己能夠進入權力運作之制度中。唯有達成這一點，方有

所謂公平競爭可言，亦即真正回復到權力的第一面向
47
。 

 
 
 
 
 
 
 
 
 
 
 
 
 
 
 

                                                 
46 參閱徐世榮，權力的掌控與新社會運動的崛起，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學分析－

地政學術之補充論述，作者自版，2001 年 11月，頁 36-37；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
政治經濟的基礎理論，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2 年 10月再版，頁 64-65；猪口孝等（編集），
政治学事典，弘文堂，2004 年 11月初版，頁 309-310。 

47 參閱徐世榮，權力的掌控與新社會運動的崛起，收錄於氏著，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學分析－

地政學術之補充論述，作者自版，2001 年 11月，頁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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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解構土地徵收制度之權力與權力的三個面向 

 
    土地徵收制度、權力與權力的三個面向，此二者之間究竟有什麼關係呢？若

改用較學術性之問法應為：「現行土地徵收制度之產出過程當中，究竟隱含何種

權力與權力的三個面向之運作呢？」若欲解答這個問題，則必須將土地徵收制度

之產出過程，放在台灣政治經濟大環境下「國家政策－土地政策－土地徵收制度」

這個上下層次脈絡中來討論，方有可能浮現出較為清晰之輪廓與答案。 
 
    正如同本論文在第二章第一節中所提到的，不論台灣戰後之威權統治時期或

是一九八○年代中期開始之後威權時期，中國國民黨所領導之國家機器，就某個

程度上而言，一直是一個相當高度一元領導之軍事的－威權主義的統治機器，換

言之，這個國家機器握有相當龐大之權力來統治整個台灣社會。而當此國家機器

與其經建技術官僚致力將台灣納入以「邊陲的資本積累」為中心的邊陲資本主義

發展時，則整個國家就僅有「資本積累」這個政策目標，至於其他下位之政策，

包括都市與土地政策，亦僅能在服務上述政策目標下展開及進行。因此，所謂的

「土地政策」在這種政治經濟大環境下早已淪為「邊陲部門」所制定的「不具重

要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亦已淪為政治權力者（政黨或行政官僚）與經濟權力

者（新地主階級或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獲取利益的工具。而現行土地徵收制度

（土地徵收條例）正是在這種政經背景下所產出之手段性、工具性制度。然而，

即便中國國民黨所領導之國家機器，對於當時整個台灣社會具有極為龐大之統治

權力，其亦不敢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地任意通過這些用來服務「資本積累」此一

目標之各項政策或法案，而必須事先準備一套冠冕堂皇的政策說明或立法理由來

包裝其政治目的以及欺瞞台灣人民，使得在不知不覺中已被洗腦的台灣人民更加

容易被宰制。而這種洗腦及宰制之最高手段，即是透過該國家機器所擁有之龐大

統治權力來完成的。 
 
    首先，雖然「土地徵收」之定義為「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
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

48
」但在事實上，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

憲法基於人權保障及財產權保障之精神，不可能毫無限制地賦予國家得徵收人民

（土地）財產權之權力。所以，國家徵收人民財產權之權力即被若干要件所限縮，

其中最重要之三大要件係為：一、土地徵收必須具備嚴密之「公共利益」。二、

土地徵收必須依據「法律」及「法律所定程序」。三、土地徵收必須依據市價給

予「完全補償」。在此三大要件之前提下，「公共利益」、「法定程序」與「財產權

保障」等法律用語正好成為國家機器在產出土地徵收條例時所欲刻意扭曲之意識

型態與價值觀。吾人可以清楚地看到，不論後來立法通過之土地徵收條例實際上

是否真的能夠「增進公共利益」或「保障私人財產」，但在土地徵收條例第一條

                                                 
48 參照大法官釋字第四二五號解釋文及解釋理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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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中仍明文規定：「為實施土地徵收，促進土地利用，增進公共利益，保障

私人財產，特制定本條例。」對於握有相當龐大權力來統治整個台灣社會之國家

機器而言，要建構出這種對於統治者有利的被扭曲之意識型態與價值觀，並不是

什麼太過困難的事；再加上過去長期以來，台灣人民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之肅殺

氣氛中，早已養成對公共事務之習慣性冷漠及沈默地接受，對於高舉著「財產權

保障」、「公共利益」、「客觀中立」等大旗之意識型態與價值觀經常是毫無反省地

就全盤接受。因此，握有龐大權力之國家機器得以順利地利用這種被扭曲之意識

型態霸權，建構有利於統治者之土地徵收制度，形塑出土地徵收制度確實是為了

人民及公共利益而存在之形象，使得民眾接受國家發動徵收權力之正當性。這種

透過意識型態霸權來操控土地徵收制度之產出過程，係屬於「權力的第三個面向」

之運作範疇。 
 
    其次，國家機器既然順利地透過權力的第三個面向之運作而建構出現行土地

徵收制度中之意識型態霸權－財產權保障、公共利益、客觀中立，則接下來當然

必須進一步地鞏固這些意識型態霸權不會受到太多的干擾與挑戰，而最好的方法

就是透過事前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之機會，將可能干擾或挑戰該意識型態

霸權之特定參與者或特定事件排除於決策過程之外，並且儘可能地將相關決策權

保留在國家機器自己的手中。吾人可清楚地看到，在現行土地徵收條例中「究竟

是何者用何種程序來決定土地徵收所應具備之嚴密公共利益？」關於這個問題在

土地徵收條例中是隱晦不明的，因為土地徵收條例並未明文規定「哪個機關應該

審查土地徵收應具備之嚴密公共利益」但我們仍可在土地徵收條例第十條第一項

中找到些許的蛛絲馬跡，該條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時，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從該條文之規定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具有許可興辦事業

計畫之權，亦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具有許可興辦事業計畫中土地徵收所應具備

之嚴密公共利益之權。再者，關於「何者用何種土地徵收程序來核准土地徵收之

案件？」此問題在土地徵收條例中則是顯而易見，土地徵收條例第十四條規定：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第十五條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應設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土地徵收案件；其組織規程，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因此，形式上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具有核准土地徵收案件之權，

但在實質上乃是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所設立之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來審議

（核准）土地徵收案件；至於連土地所有權人（被徵收人）陳述意見之機會都被

排除在外的土地徵收程序之步驟及內容，則是規定在土地徵收條例之第十三條至

第二十一條。從上述可知，國家機器不但順利建構出土地徵收制度中之意識型態

霸權，並且已透過偏差動員之運作將有利於自己在未來操控土地徵收制度之規定

放進該條例中，且將可能會干擾或挑戰其意識型態霸權之相關參與者以及事件，

排除在土地徵收程序之外。這種透過偏差動員之運作來設定議程並操控土地徵收

制度之程序與內容，係屬於「權力的第二個面向」之運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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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國家機器既然在現行土地徵收制度中建構出意識型態霸權，並進一步

地透過偏差動員之運作，用議程設定來排除可能會干擾或挑戰其意識型態霸權之

相關參與者與事件於土地徵收程序之外，則最後且相當重要的一個步驟，即是將

這些已被刻意透過偏差動員之運作所研擬出來土地徵收條例（草案）送至立法院

完成三讀程序並經總統公布成為正式法律條文。然而，吾人皆瞭解，在二十世紀

以來，隨著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由自由法治國家邁向社會法治國家之同時，伴隨著

國家機能不斷地擴大，在實質內涵上亦多樣化及複雜化，使得國會（立法權）之

地位與角色明顯地越來越低下，不論在法案之作成及審議上係由行政（權）扮演

主導之角色，抑或委任立法數量之增加。而且行政活動之任務飛躍地增大，造成

行政權越來越優越及肥大化，亦使權力集中於行政權，原本只是法之執行機關之

行政（權），事實上在國家基本政策形成及決定上已經變成極為重要之角色，即

國會（立法院）在法律（自為）提案功能上之急速衰退，而「行政國家」現象之

出現相當顯著
49
，實為世界各國皆然

50
。而台灣亦不可避免地出現「行政國家」

之現象，行政院在法案之作成及審議上扮演著主導之角色，由立法委員主動提出

法律案之機能大為減退，因此，絕大部分之提案均來自行政院
51
。這點若從土地

徵收條例之立法過程中亦可得到印證，現行土地徵收條例之主要內容、架構及大

多數法律條文皆是以行政院所提出之土地徵收條例草案（行政院案）為藍本通過

立法三讀程序
52
。事實上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並不令人意外，因為土地徵收條例經

立法院三讀通過、總統公布之時間點是在西元二○○○年二月二日，而當時候的

執政黨是已經執政長達五十五年之久的中國國民黨，於立法院中擁有過半委員的

第一大黨亦為中國國民黨，在行政權與立法權皆由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大權在握之

情況下，由中國國民黨掌控之「立法院」來審議並通過一個由中國國民黨組成之

「行政院」所提出之土地徵收條例，何來困難之處？！綜上所述，中國國民黨所

掌控之國家機器不但建構出土地徵收制度中之意識型態霸權，並透過偏差動員之

運作將有利於自己操控土地徵收制度之內容放進該條例中，且將可能干擾或挑戰

其意識型態霸權之相關參與者與事件，排除在土地徵收程序之外，最後，並透過

其掌控之行政權與立法權聯手將這部深具手段性、工具性之土地徵收條例來付諸

實現。而這種透過赤裸裸之權力合作（而非制衡）來審理、議決及制定土地徵收

條例之過程，正屬於「權力的第一個面向」之運作範疇。在下面二章（第三章與

第四章）中，本論文選擇二個在一般公共政策之決策過程中，或在土地徵收制度

之產出與運作中，皆經常會被握有權力之國家機器或行政機關所運用的意識型態

之迷思來進行深入探討，也就是「公共利益」之迷思與「客觀中立」之迷思。 

                                                 
49 參閱芦部信喜，憲法（新版 補訂版），岩波書店，1999 年 9月，頁 257；上村貞美，権力分

立，收錄於小嶋和司編，憲法の争点（新版），有斐閣，1985 年，頁 151。 
50 參閱李鴻禧，議會民主主義之虛像與實像，收錄於氏著，憲法與人權，元照出版公司，1999

年 12月初版，頁 92-93。 
51 參閱羅傳賢，立法程序與技術，五南圖書公司，2002 年 7月三版，頁 587。 
52 參閱立法院公報，第八十九卷第六期，院會記錄，2000 年 1月 19日，頁 15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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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解構土地徵收制度之二個輔助觀點 

 
除了上述解構土地徵收制度之權力與權力的三個面向外，本論文欲提出另外

二個輔助觀點來解構土地徵收制度，藉由多元化之觀察角度，一同來架構本論文

日後分析土地徵收制度之研究基調。首先，在過去對於土地徵收制度探討較多之

文獻，多半出自於法學研究者之手，這些法學研究者中有不少是從國外（尤其是

從德國及日本）學成歸國，自然對各國之土地徵收制度有相當深刻之研究；即便

是台灣本土產出之法學研究者，也大都會自發性地去研究各國之土地徵收制度。

因此，在探討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時，法學研究者經常是從比較法學的觀點，就

某外國之土地徵收制度來與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作比較研究，而由於法學研究者

所熟悉之外國土地徵收制度，多半是法治（較為）先進國家之土地徵收制度，也

因此或多或少經常可以看到「某國之土地徵收制度作○○規定（附加論者亦贊同

之理由），而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卻無○○規定，或者是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在

□□規定極為簡陋，因此，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在□□部分應該加以新制定或是

修改」之研究結果
53
。換言之，法學研究者在從事台灣土地徵收制度之研究，若

是從比較法學之觀點切入，則其將會呈現「法學式WWW」之思考模式，第一個
W是What another country’s is（外國之土地徵收制度為○○），第二個W是What 
Taiwan’s is（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為□□），第三個W是What Taiwan’s should be 
improved（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應該改進為○○）。當然，對於台灣這樣的一個

法治國家後進國而言，從比較法學研究之觀點切入，確實能為台灣土地徵收制度

帶來許多重大之啟發及革新，這點絕對是無庸置疑。筆者提到法學研究者「法學

式WWW」之思考模式，絕無任何不敬之意，因為，即便是作者本身亦會從比較

法學之觀點來探討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
54
。筆者只是藉由觀察「法學式WWW」

之思考模式的機會，來啟發本論文提出解構台灣土地徵收制度之二個輔助觀點，

一為「觀察式WWW」之思考模式；二為「阻力最小的路」之研究觀點。 
 
    所謂「觀察式WWW」之思考模式，第一個W為What Taiwan’s is（台灣之
土地徵收制度為○○），第二個W為Why Taiwan’s is this，not that（為何台灣之
土地徵收制度是○○，而非□□），第三個W為Who has more power to influence 
Taiwan’s？（誰具有較多權力得以影響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觀察式WWW」
之思考模式與「法學式WWW」之思考模式最大之不同點，在於「法學式WWW」
對於什麼是「較佳的」土地徵收制度有較清楚之看法與定見，對於台灣土地徵收

                                                 
53 學者葉俊榮認為，本國學術研究者往往理所當然地將所熟悉之「他國」法律體系或法學理論，

直接或間接套用在我國，或仰賴語言熟悉度的比較優勢，以此等外來法理的引介，作為學術

研究的主要內涵等情形，是台灣法律殖民主義的幾個特色之一。參閱葉俊榮，行政法案例分

析與研究方法，三民書局，1999 年 3月，頁 4-5。 
54 參閱周信燉，對台灣耕者有其田政策之若干疑問－從憲法財產權保障之觀點出發，土地問題

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三期，2003 年 9月，頁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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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為何呈現現今這個模樣，相對上比較不關心，其關心之焦點在於制度中哪些

部分與較佳的土地徵收制度有所不同，並設法使這些部分獲得較多之改善。至於

「觀察式WWW」對於什麼是「較佳的」土地徵收制度相對上不是那樣清楚，但

對於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為何」會呈現現今這個模樣感到興趣，更進一步地，

對於「誰」具有較多權力得以影響台灣土地徵收制度則顯現出興趣盎然。簡言之，

「法學式WWW」藉由較佳之土地徵收制度來檢討台灣現今之土地徵收制度，並

期許「未來」台灣之土地徵收制度會漸入佳境；「觀察式WWW」則是藉由觀察
台灣現行土地徵收制度來分析其之所以會如此形成之原因，並試圖找出「誰」在

台灣土地徵收制度形成過程中具有較多權力。事實上，「觀察式WWW」之思考
模式與「法學式WWW」之思考模式亦存在著共同點，即二種思考模式對於台灣
土地徵收制度皆存有一定正面之期待，期待該制度能夠在增進公共利益之同時，

亦能保障私人之財產權，只不過是在觀察角度及切入時點上有所不同而已。 
 
    而第二個輔助觀點是「阻力最小的路」，這原本是社會學家 Allan G . Johnson
所提出之概念，其認為社會體系會影響我們作為參與者的想法、感受或行為，靠

著就是鋪陳出這些「阻力最小的路」。因此，任何人遇到相同情形或場合，原則

上最容易的選擇（雖然這種選擇未必輕鬆），就是依據體系所鋪陳出之阻力最小

的路而行動，亦可稱為「從眾」。但這不表示我們就是會一直從眾，只有當從眾

比不從眾阻力更小的時候，我們就會如此做。所以，社會體系跟人以一種互動的

方式牽連，人使得社會體系發生，社會體系鋪陳阻力最小的路，決定了人們參與

體系的方式，兩者缺一不可
55
。本論文所以要提到「阻力最小的路」這個概念，

主要乃是欲借用「阻力最小的路」這樣的概念，來說明整體土地徵收制度設計之

良窳、土地徵收程序之繁簡、補償項目之多寡及補償價格之高低等眾多因素，皆

會影響到當需用土地人需要一塊私人土地時，其是否會輕易地啟動土地徵收程序

來取得該私人土地，抑或選擇透過民事上之自由買賣來取得該私人土地。 
 
當國家機器（包括行政院及立法院）係秉持著土地徵收應為需用土地人取得

私人土地之「最後手段」，而非「最佳手段」或「唯一手段」之基本理念時，則

土地徵收制度將趨向程序較嚴謹、補償項目眾多、補償價格等同市價（甚至高過

市價）、實質審查嚴格等方向來設計，促使需用土地人在需要一塊私人土地時，

必然優先選擇透過私人間不斷地協商來達成民事上之買賣契約，因為在透過土地

徵收制度較嚴謹之設計，已大幅增加需用土地人申請土地徵收時之阻力，也使得

透過私人間合意達成民事上之買賣契約成為「阻力最小的路」。相反地，當國家

機器係秉持土地徵收應為需用土地人取得私人土地之「最佳手段」，而非「最後

手段」之基本想法時，則土地徵收制度將趨向程序較簡便、補償項目有限、補償

價格遠低於市價、實質審查簡略（甚至省略）等方向來設計，促使需用土地人在

                                                 
55 參閱 Allan G . Johnson著，The Forest and the Trees，見樹又見林（中譯本），成令方、林鶴玲、

吳嘉苓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 年 10月第二版，頁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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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塊私人土地時，必然會優先選擇透過申請土地徵收來取得私人土地，因為

土地徵收制度之簡便設計，已經為需用土地人鋪設出一條「阻力最小的路」，而

這條路就是：當你（妳）需要一塊私人土地時，想都別想，立刻申請土地徵收，

因為整個制度正在幫著我們呢！ 
 
    透過「觀察式WWW」之思考模式及「阻力最小的路」之研究觀點，吾人

得以平心靜氣地來瞭解：現行土地徵收制度為何？為何如此規定？是誰擁有較大

之決策權力？而擁有權力者究竟是要將土地徵收制度鋪設成需用土地人在取得

私人土地時之「阻力最小的路」？亦或是「阻力最大的路」？等基本問題，並且

藉助「權力的三個面向」之深入探討，來架構本論文之核心內容－「公共利益」

之迷思與「客觀中立」之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