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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辦市地重劃程序中權利救濟途徑問題之探討 

第一節 前言 

    基於人民基本權利保障之理由，於人民權利受行政侵害時，應藉由訴

願權與行政訴訟權之運作，確保人民基本權利之圓滿實現112。訴願法第一條

第一項亦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不當，

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因此，人民針對侵害其權利或利益之違法或不當之行政處分，原則

上得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而公辦市地重劃事業係由一連串之行政行為所構成，其中，部分行為

屬於事實行為，如重劃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之調查或重劃工程之施工等，

其並未使人民權利產生變動，即無前述訴願法規定之適用，亦不發生權利

救濟之問題。惟仍有部分行政行為之作成將對土地所有權人產生權利或利

益上之變動效力，如主管機關對重劃區域內作成禁止或限制之處分、地上

改良物之拆遷補償或重劃土地分配結果之確定等行為，從而有權利救濟程

序之適用。其中，本文認為公辦市地重劃程序中涉及權利救濟途徑之問題

者，主要有兩個問題。其一，重劃區域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對公辦市地重劃

計畫不服時是否得提起行政救濟。其二，重劃分配結果公告後，土地所有

權人得否依訴願法第一條之規定直接提起訴願。 

    首先，有關重劃區域內之權利人對市地重劃計畫不服時，得否提起訴

願，則牽涉市地重劃計畫決定之性質，是否屬於行政處分。若市地重劃計

畫之決定具有行政處分之性質時，權利人始得提起訴願、撤銷訴訟，或者

得提起行政處分無效確認訴訟。於是，有必要從學理上釐清公辦市地重劃

計畫是否具有行政處分之性質。然而，我國學說與實務上對此問題僅有少

數之論述。故本文擬整理既有論述之基礎，進一步分析公辦市地重劃計畫

決定之法律性質。 

    其次，依據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從而有例外之情形113。由本條文之但書規定可知，訴願法為行政救

濟制度之普通法地位，若遇有其他法律之特別規定時，即適用該特別規定

                                                 
112 陳慈陽「訴願法修正後相關問題之探討」收錄於台灣行政法學會編『行政命令、行政

處罰及行政爭訟之比較研究』（瀚蘆圖書出版，2001）第 385 頁。 
113 李震山「論訴願之先行程序」收錄於台灣行政法學會編『行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

（五南出版，2000）第 8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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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至於如何適用其他特別規定，大致上有：法律明文規定得不經訴願直接

行政訴訟、或規定提起訴願前，須完成一定聲明不服程序、或聲明異議後

若有不服，不須再經訴願而得直接提起行政訴訟者以及明文規定將聲明異

議與訴願可任意選擇者115。於此數種情形下，權利救濟程序間之關係因法律

明文規定而確立。然而，當法律僅對聲明異議程序有所規範，而未明文規

定聲明異議之程序與訴願程序之關係時，則其間究應視為何種關係，則具

有解釋上的空間。 

    公辦市地重劃分配成果之公告，係屬於行政機關基於市地重劃相關法

律規定，確定參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交換分合之結果，並予以公告

之行為。按分配結果之公告，參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原土地所有權將轉

移至所獲得分配之土地上；而未獲得分配土地者，其原土地所有權則歸於

消滅。因此，重劃分配結果之公告，將使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利發生變動，

其性質應屬行政處分之公告。則人民若因重劃分配處分之違法或不當而受

有損害時，應得對之提起訴願。 

    然而，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後，土地所有權人之救濟程序，按平均

地權條第六十條之二規定，主管機關於辦理重劃分配完畢後應將分配結果

公告三十日，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公告結果得於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

書面提出異議。則此項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之關係為何。觀諸該條之規定

與授權子法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內容，僅規定土地所有權

人提出異議之時間限制以及行政機關處理異議方式。至於提起異議與訴願

程序間之關係則未予規定。因此，究竟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規定之

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間之關係，亦存在解釋之空間。即土地所有權人之異

議是提起訴願前須完成之先行程序，或者是得取代訴願而成為行政訴訟之

先行程序，亦或是土地所有權人於行政救濟程序中可選擇之任意程序，其

認定上不無思考之空間。 

    聲明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間存在何種關係，決定土地所有權人應如何

提起行政救濟。例如市地重劃分配結果公告後，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

間內提起異議時，可否於訴願救濟期間內直接提起訴願以救濟其權利之侵

害116，此將直接關係土地所有權人得否續行救濟程序，而保障其權利之圓

                                                 
114 宋健弘『訴訟權之研究—以行政救濟制度為中心』（政大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第 266 頁。 
115 宋健弘，前揭論文（註 114），第 266~268 頁。李震山，前揭文（註 113），第 852~854

頁，對於訴願程序之例外，亦有類似之分類。 
116 依訴願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行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次日起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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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蓋救濟途徑之保障，為確保人民於權利受到損害之時，得以有效的進

入救濟程序，以尋求法律途徑上保障。因此，法律對於救濟程序之規定，

實應明確化，以減少紊亂。因此，於法律未明文規定之時，更因透過法律

解釋或者修法之過程彌補之，以免產生人民權利保障之漏洞。 

 

 

 

 

 

 

 

 

 

 

 

 

 

 

 

 

 

 

                                                                                                                                   
為之；而利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則自知悉起算三十日內為之，但自行政處分達到或公告

期滿後已逾三年者，不得提起。然而依上述平均地權條例規定之聲明異議期限則為公告期

間內，以重劃分配結果而言，其公告期間為三十日。因此，若逾公告期間未提出異議，仍

有可能處於訴願之救濟期間內，此時應如何解釋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間之關係，即至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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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辦市地重劃計畫決定之法律性質 

    市地重劃主管機關於選定重劃地區後，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重劃計畫

書。即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擬具重劃地區及其

範圍、法律依據、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益、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

及土地所有權人總數、重劃地區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

積、重劃範圍內公、私有與未登記土地總面積、預估公共設施用地及費用

負擔、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概算、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

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財務計畫、預定重劃工作進度表及重劃區範圍都

市計畫地籍套繪圖等事項，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並於公告期滿三十日

後，按核定公告結果實施之。亦即，就市地重劃地區之範圍、負擔減輕原

則、財務計畫及預定工作進度等事項，於重劃計畫決定後，市地重劃主管

機關即應按照計畫內容進行重劃程序，則此重劃計畫之決定，其法律性質

是否屬於行政處分，本文擬透過整理既有學說與實務見解之論述，以提出

見解。 

一、我國學說與實務見解 

    對於公辦市地重劃計畫之決定，其法律性質是否屬於行政處分，學者

廖義男先生認為，土地重劃之效果，係重劃區內土地，應折價抵付公共設

施用地及實施重劃之各項費用後，其餘各土地仍依各宗土地地價數額比例

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應分配土地之ㄧ部或全部因為達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不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現金補償之。因此，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市地

重劃計畫書之行為，係在作成確定計畫之裁決，並直接發生土地所有權得、

喪、變更之法律效果117。又確定計畫之裁決係對依具體計畫作成單一之總決

定，其對象皆為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且使受計畫影響之人形成依確定之

計畫內容決定之法律關係，亦即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因此，其法律性

質，乃是一種行政處分118。 

    呂曼蓉於整理國內學說見解及日本學說與實務上有關市地重劃計畫法

律性質之正反見解後，認為公辦市地重劃計畫應具有行政處分之性質，並

進而論述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不服後之救濟問題119。 

    學者吳光明先生則指出，土地重劃情形之ㄧ為都市計畫，因此其性質

                                                 
117 見廖義男「論行政計畫之確定程序」註釋第 28 之內容，收錄於氏著『公共建設與行政

法理』（三民書局，1994）第 16 頁。 
118 廖義男，前揭文（註 117），第 17 頁。 
119 呂曼蓉，前揭論文（註 10），第 62~66 頁及第 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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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都市計畫為相同之解釋。而都市計畫之法律性質又不可一概而論，似

認為應分別視重劃計畫之內容判定是否屬於行政處分，而不可一概解釋為

非行政處分而封鎖人民之行政訴訟途徑120。 

    學者陳明燦先生復認為市地重劃之實施係以都市計畫之存在為前提，

而市地重劃之實施即為實現都市計畫之意象，故兩者息息相關，應先討論

都市計畫之法律性質。則都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內容皆為具體之規範，必將

對土地所有權人形成新的法律地位，以利市地重劃之實施。又依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可知，重劃區內之土地利用將受到限制，因此應

將市地重劃解釋為具有行政處分之法律性質121，並認同廖義男先生之見解，

認為上級機關核定市地重劃書之行為，屬於行政處分122。 

    於實務上，行政法院亦不乏肯認市地重劃計畫決定為行政處分，並就

重劃計畫處分之合法性進行實體之審查者，如最高行政法院九四年判字第

一○五六號判決即在探討市地重劃計畫公告後未依法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時，對重劃計畫處分之效力有何影響。相關判決尚有行政法院七七年判字

第一九○八號判決、行政法院八六年判字二七二八號判決、最高行政法院

八九年判字一四○七號判決及最高行政法院九三年判字第一九三四號判決

等。惟該等判決中，皆未論述何以重劃計畫決定之性質屬於行政處分。 

二、日本學說與實務之見解 

    於日本土地區劃整理事業中，其興辦事業者亦需擬定土地區劃整理事

業計畫並送經有權機關核准並公告後，始得依計畫內容辦理區劃整理事

業。而於日本實務及學說上亦曾爭論土地區劃整理計畫決定之法律性質。

實務上較具代表性之判決為最高裁昭和四十一年二月二十三日判決。判決

中指出，土地區劃整理事業計畫與對特定個人作成之具體性處分間具有顯

著之差異，就事業計畫本身而言，對利害關係者權利產生的變動並未具體

的被確定，即該事業計畫只不過具有該土地區劃整理事業之藍圖之性質。

且伴隨著事業計畫公告而產生之限制效力，僅係為使事業計畫順利舉行之

必要，由法律特別賦予伴隨著公告而發生之效果，並非作為事業計畫之決

定或公告之效果而直接產生。況且主張土地區劃整理事業侵害其權利者，

得於事業興辦者基於區劃整理計畫所作成之換地處分、建築物遷移等具體

                                                 
120 吳光明「土地重劃當事人權利之法律救濟途徑之研究」『中興法學』第 29 期，第 152

頁。 
121 陳明燦「市地重劃實施過程中法律救濟問題之研究」收錄於氏著『財產權保障、土地

使用限制與損失補償』（翰蘆圖書出版，2001）第 165 頁。 
122 陳明燦，前揭文（註 121）第 1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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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處分時，再請求撤銷或確認區劃整理計畫無效即可，非謂無法於事業

計畫決定階段提起救濟即對為對利害關係者權利保障有所欠缺123。因此，本

判決否定土地區劃整理事業計畫決定具有行政處分之效力，而學說上亦有

支持判決之論點者。 

    惟於學說中，部分學者並不認同判決之理由。其認為，藉由事業計畫

決定之公告，不僅使得興辦事業者取得區劃整理之施行權，且區劃施行地

區內土地相關權利人即必須參與區劃整理，而使宅地之權利發生變動可能

性。此外對於施行地區內之宅地利用權者，亦現實地限制其地形變更或建

築物增建、新建或改建之權能。雖然該限制非事業計畫決定自體所產生之

效力，而是基於法律規定而發生，然而於暫時換地處分之場合，其效力也

是基於法律規定而產生，卻被認定為行政處分。且若於後續之處分作成後，

相關權利人始得就事業計畫內容提起爭訟者，由於其時間相差甚久整理工

程已經著手進行，則無異增加行政過程中無謂之混亂。又後續處分之作成

與計畫決定之時間差距甚久，若使相關權利人對於違法事由袖手旁觀，則

不符公共福祉並有為權利保障之宗旨。因此，應肯認重劃計畫之決定具有

行政處分之性質124。 

三、本文分析與見解 

    針對市地重劃計畫決定之法律效力，綜合前述國內學說，多認為上級

主管機關核定市地重劃計畫書之行為，係在作成確定計畫之裁決，並直接

發生土地所有權得、喪、變更之法律效果。因此，多將市地重劃計畫決定

之行為解釋為其法律性質應屬於行政處分。至於，日本學說與實務對於重

劃計畫決定行為之法律性質則存有歧異。亦即有見解認為重劃計畫僅屬於

重劃事業之藍圖性質，而尚未確定使土地權利關係人之權利產生任何得喪

變更效果；且重劃計畫公告後對土地權利關係人之使用上限制，係依據法

律所賦予之限制效力，非屬計畫公告本身所產生之效果，因此，主張重劃

計畫決定不具行政處分之效力。惟學界部分見解則認為，重劃計畫核定公

告之效果，除了確定實行者之事業施行權及使土地權利發生變動之可能性

外，更直接限制了土地之使用與移轉，其應屬行政處分。 

                                                 
123 判決內容詳見藤田宙靖「土地区画整理事業計画と抗告訴訟」『別冊ジュリスト 土地

收用判例百選－区画整理、都市計画』（有斐閣，1968）第 96 頁，以及下出義明，前揭書

（註 12），第 232~233 頁。 
124 下出義明，前揭書（註 12），第 233~234 頁。山下竜一亦採相同見解，詳見山下竜一「抗

告訴訟の対象（2）---土地区画整理事業計画」『別冊ジュリスト』第 151 期，第 400~4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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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重劃計畫之法律效果，本文認為日本之實務與學說見解應有值得

參酌之處，惟兩國於市地重劃制度上仍存有差異，致可能會影響其法律性

質之判別標準。此即兩國於重劃計畫決定後，對重劃土地使用上產生限制

效力之部份，於制度設計上存有差異，應先敘明。 

    前述日本學說認為，區劃整理計畫公告後，將對土地權利產生限制。

此限制之法律依據為土地區劃整理法第七十六條第一項：「自事業計畫決定

公告之日起，至換地處分公告之日之期間內，於區劃整理施行地區內，從

事對土地區劃整理事業之施行有產生妨礙之虞之地形變更、建築物或其他

工作物之新建、增建、改建之行為，或者依政令所規定之不易移動物件之

設置、堆積等行為者，必須得到建設大臣或知事之許可。」即此土地使用

上之限制效力，於區劃整理事業計畫公告後隨即發生效力。 

    而我國對於市地重劃地區內土地之移轉或使用上之限制，係依據平均

地權條例第五十九條之規定，即於重劃地區選定後，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限

制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以及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

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等事項。亦即，此項限制之效力與重劃計畫之公告

無涉，係由主管機關於必要之時，另以行政處分作成之限制，此與日本土

地區劃整理事業中限制效力之發生大為不同。因此，於參酌日本之相關見

解時，應特別注意此項差異所產生在解釋上應予區隔之部分。 

    又前述學說見解，有認為於討論市地重劃之法律性質時，應與都市計

畫之法律性質相聯結。然而，市地重劃之實施或應以已發布都市計畫地區

為前提。惟其原因在於市地重劃為整體性、計畫性地實現都市地區發展之

開發行為，因此，宜以都市計畫存在為前提，並遵循計畫之內容，以免市

地重劃實施之結果，反倒妨礙都市之發展。不過，市地重劃與都市計畫兩

者之間或有關聯性，然終究為兩種獨立之行為。因此，於探討市地重劃計

畫決定之法律性質是否屬於行政處分之時，應討論的是該行為是否符合行

政處分之要件，而非由都市計畫之性質來認定市地重劃計畫決定行為之法

律性質。因此，本文不贊同將兩者之性質連結而認定。 

    本文認為，於探討市地重劃計畫決定之法律性質是否屬於行政處分

時，問題在於其是否符合行政處分之要件。按行政處分係指行政機關就公

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

方行政行為，又該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但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

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亦適用行政處分之相關規定。依市地重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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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定，係主管機關對於市地重劃事業之實施，確定施行範圍、擬定施行

原則、各項實行進度、財務計畫等之單方行政行為，雖然受此行為影響之

相對人數各不相同，卻為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因此，問題之關鍵在於，

重劃計畫決定是否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力。 

    所謂行政處分之對外效力係指行政機關以該公權力決定，對行政主體

外之人之權利與義務關係發生規制作用，從而產生創設、變更或消滅各該

法律關係之效果者125。又法律效果之直接性，係指判斷行政機關之行為是否

具有直接規制效果，即以該行為是否產生法律地位之變動為斷，而此法律

結果不論為確認性的或形成性的在所不問126。 

    前述我國學說見解多認為市地重劃計畫之確定具有直接發生土地所有

權得、喪、變更之法律效果，惟其論理中並未論述何以重劃計畫確定會發

生土地所有權之得、喪、變更。於此，對於市地重劃計畫之決定是否對外

直接發生法律效力，本文擬先由市地重劃計畫書記載之內容加以討論。 

    按市地重劃計畫書之內容127，其中多為重劃區域內土地所有權屬之現況

確認，以及預估或概算重劃實行中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比率及分配比率，

或擬定重劃之財務計畫或施工進度表。其中重劃地區與範圍與土地權屬狀

態之記載，僅係表明實行重劃地區及範圍以及有關之權利現況。又與參與

重劃土地權利人之權利關係最為密切之重劃負擔比例以及負擔減輕原則，

亦僅為概算或預估之結果。其實際對重劃土地進行分配者而產生權利得喪

變更效果者，仍為後續重劃地價評估及分配土地程序等程序。因此，由重

劃計畫書之內容而言，似乎並未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所有權產生得、喪、

變更之效果。 

    然而，從另一個面向而言，公辦市地重劃計畫經核定並公告後，雖然

不如前述日本區劃整理計畫隨即發生土地使用上之限制效力，卻仍具有強

制重劃計畫書記載之土地所有權人參與重劃進行之強制效力。按市地重劃

                                                 
125 李惠宗，前揭書（註 106），第 263 頁。 
126 李惠宗，前揭書（註 106），第 267 頁。 
127 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十四條規定，重劃計畫書應記載之事項有：（1）重劃地區及其

範圍（2）法律依據（3）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益（4）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

地所有權人總數（5）重劃地區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6）重劃範圍

內公、私有與未登記土地總面積（7）預估公共設施用地及費用負擔比率（8）土地所有權

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概算（9）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10）

財務計畫（11）預定重劃工作進度表及重劃區範圍都市計畫地籍套繪圖。（12）如為依據

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七條申請優先實施重劃或有超額負擔之情形者，重劃計畫書應記載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辦理情形及處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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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係基於都市開發之公益性考量，而由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抵付開發

利益之都市開發手段，於是參與市地重劃應係土地權利人所應忍受之社會

義務。因此，市地重劃計畫經核定並公告之後，主管機關即取得依計畫內

容實施重劃事業之權限，並得強制土地所有權人參與重劃事業進行。即主

管機關於實施市地重劃之過程中，得要求土地所有權人，配合重劃計畫記

載內容，提供未建築土地抵充公共設施用地與重劃相關費用之負擔，或配

合重劃工程之進行拆遷地上物。 

    換言之，對於公辦市地重劃計畫區域內之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即因市

地重劃計畫之確定，而被強制參與後續之市地重劃程序。而土地所有權人

被強制參與市地重劃之結果，即於重劃分配土地之時，需提供未建築土地

抵付公共設施用地與開發成本。則此重劃計畫確定後發生之強制土地所有

權人參與重劃實施之效力，應可視為直接對人民之權利與義務關係發生規

制之作用，從而產生創設、變更或消滅各該法律關係之效果。即公辦市地

重劃計畫之確定具有直接使土地權利人之權利地位發生變動之效力，而符

合行政處分要件中之法效性要件。於是，公辦市地重劃計畫之確定應具有

行政處分之性質。 

    附帶一提，因為公辦市地重劃計畫決定之性質為行政處分，則土地相

關權利人對於重劃計畫決定之內容不服時，應得依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訴

願。因此，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六條第三項：「於重劃計畫書公告期間內，

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土

地總面積半數者，表示反對時，主管機關應予調處，並參酌反對理由，修

定市地重劃計畫書，重行報請核定，並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施，土地所有

權人不得再提異議。」之規定，基於憲法第十六條規定，人民訴願權保障

之觀點，此項規定應無限制少數土地所有權人或其他相關權利人提起訴願

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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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劃分配結果之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之關係 

    依據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二條規定：「市地重劃後，重行分配與原土地

所有權人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其原有之土地。」因此，

市地重劃分配成果之公告，將確定土地交換分合之結果，使原土地權利人

之權利發生得、喪、變更之效力。即市地重劃程序中土地分配之行為，為

主管機關依據市地重劃相關法令規定，對重劃區域內特定之土地所有權人

所作成之，使其權利發生變動之單方行政行為，其性質應屬行政處分。 

    對於重劃分配行政處分不服者，原應得依據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訴願。

然而，按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規定：「主管機關於辦理重劃分配完畢

後，應將分配結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對於

重劃之分配結果得於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異議；未提出異議

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前項異議，由主管機關調處之；調處

不成應報請上級機關裁決之。」另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復

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提出之異議案件，得先予查處。其經查

處結果如仍有異議者，或未經查處之異議案件，應予調處；調處不成者，

由主管機關擬具處理意見，連同調處紀錄函報上級主管機關裁決之。」其

中對於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間之關係並未清楚界定。於是，當民眾對重劃

分配結果不服時，若未履行此等規定提起異議程序者，是否得逕為依訴願

法規定提起訴願。又或者提起異議程序，並經裁決後仍有不服時，得否直

接提起行政訴訟，則出現爭議。對於此項爭議，本文擬從學說與實務見解

切入，嘗試提出相關意見。 

一、學說見解 

    對於重劃分配結果之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間之關係，學說上之討論雖

不多見，然有論者認為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所規定之特別救濟程

序，係立法者為確保權利關係人合法權益，並杜絕糾紛而增訂。且此項規

定並未阻斷土地所有權人於異議程序後為行政爭訟之權利，因此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受公告、通知而處分生效後，於公告期間內提出異議。並且由於

重劃土地之分配往往牽涉鄰近土地所有權人，在分配結果之紛爭中，給予

行政機關再次重新衡量之機會，比起直接以個案方式進入司法程序可能較

易獲得妥適之解決128。似認為重劃分配結果之異議程序應屬訴願程序之先行

程序。 

                                                 
128 呂曼蓉，前揭論文（註 10）第 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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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復有論者認為，當法律對聲明異議與訴願程序之關係未為規定時，該

聲明異議程序究竟是訴願之前置程序亦或是取代訴願程序之所謂相當於訴

願之程序，有待論述。其認為從學理上而言，聲明異議係行政機關對於大

量性、集體性之行政處分所為之重行考慮，目的在於較為嚴格形式之訴願

程序前，能夠交由原處分機關以通常之程序重行審查，以免權利救濟途徑

資源之浪費，亦能促進人民權利之早日確定。則權利救濟程序不甚濃厚、

組織與程序不夠嚴謹之聲明異議程序，應無法取代訴願程序。因此，依據

聲明異議之存在目的，即當行政機關未經慎重而作成大量機械化之行政處

分時，人民若有不服，先經由聲明異議程序，給原處分機關有一重新考慮

之機會。若原處分機關仍維持原處分，再交由訴願程序解決爭議。如此程

序層次分明，當能發揮功能。於是，當法律未明文規定異議程序與訴願之

關係時，對該異議聲明之程序，應將其解釋為訴願程序前必須先進行之程

序，毋寧是比較妥當的129。 

    惟亦有學者認為，重劃土地分配之公告其性質上屬於行政處分，因此，

土地所有權人除得依行政救濟程序提起訴願尋求救濟外，若對分配結果持

有異議時，復得依法以書面提起異議，經上級主管機關裁決後仍有不服者，

則可提起訴願以尋求救濟
130，此似將聲明異議程序解釋為訴願之任意程序。 

    因此，在學說上，有將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規定之異議聲明程

序，解釋為訴願提起之先行程序，即土地所有權人必須於公告期間內提起

異議並經裁決後，如有不服始得提起訴願，亦有將之解釋為訴願之任意程

序者。 

二、司法實務見解 

    至於實務上對於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所規定異議聲明程序之解

讀上，部份見解似認為聲明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可擇一為之。如最高行政

法院九三年判字第 1331 號判決指出：「於公告期間內，上訴人並未提出異

議，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應已確定；此外上訴人

於提起訴願之法定期間內，復未提起訴願，則上訴人已不得於其後另行主

張⋯」又如改制前行政法院八八年裁字第 942 號裁定指出：「本件依原告起

訴狀記載，原告自承未於重劃公告期間提出異議，亦未依訴願法規定提起

訴願、再訴願，則原處分對原告而言，早已確定⋯」。 

                                                 
129 宋健弘，前揭論文（註 114），第 266~268 頁。蔡文彬於『行政訴訟先行程序研究』（神

州圖書出版，2001）書中，亦採相同見解，見該書第 17~18 頁。 
130 陳明燦，前揭文（註 121），第 177 頁。 



                                       第五章 公辦市地重劃程序中權利救濟途徑問題之探討 

 86

    惟亦有判決則將之解釋為訴願之先行程序，如最高行政法院九三年判

字第 839 號判決指出：「按主管機關辦理市地重劃，於分配完畢後依平均地

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第一項公告分配結果，性質上為行政處分，土地所有

權人得提起循訴願及行政訴訟程序以謀救濟。同條第二項規定土地所有權

人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得於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異議，乃

訴願之先行程序。必先經提出異議，由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規定調處不

成報請上級主管機關裁決後，猶有不服者，始得提起訴願⋯」。又高雄高等

行政法院八九年訴字第 929 號判決指出：「按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規

定⋯其立法意旨乃在使有於公告期間提出異議者，得以調處或裁決等方式

補救，而未於公告期間提出異議者，即喪失日後再事爭執之權利，以維持

土地重劃結果之安定性及避免影響其他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131

又於改制前行政法院八五年判字第 994 號判決亦認定該異議調處程序為訴

願程序之前置程序。 

    除上述兩種見解外，亦有判決未區別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規定

之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之關係，僅言「土地重劃公告分配結果，性質上為

行政處分，上訴人如主張其分配違法，應循訴願及提起撤銷訴訟救濟⋯」132。 

    因此，依實務之見解，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所規定之異議程序

與訴願程序之關係，主要可歸類為可選擇之任意程序以及訴願之先行程序

兩種。 

三、本文分析與見解 

    由於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僅規定異議之程序，卻未規定其與訴

願程序之關係究竟屬於取代訴願之程序或者是訴願之先行程序，抑或為訴

願之任意程序，因此存在解釋空間。學者吳庚先生認為，凡是屬於向原處

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聲明不符之自省救濟程序，除非法律明定作為訴願之

先行程序，否則即具有取代訴願之功能
133。然而，是否應將異議程序視為取

代訴願之程序，仍應視個別法律所規定之異議之審理程序是否較訴願程序

完備，以及能否發揮訴願程序之權利救濟功能而論。蓋聲明異議程序所著

重者，為行政機關就行政處分重新考量之功能，其處理程序上或較訴願程

序簡便，若以處理程序遠較訴願審理簡略之程序取代訴願之地位者，其對

人民權利保障反而較不周延。 

                                                 
131 最高行政法院九二年判字第 423 號判決中亦贊同此項見解。 
132 如最高行政法院九三年判字第 1489 號判決。 
133 吳庚，前揭書（註 55），第 2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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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二項之規定，就土地所有權人提出之異

議，係由主管機關調處之，調處不成時，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裁決。又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補充規定，復規定對分別共有土地共有

人提起之異議，不予審理。即平均地權條例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僅規定異

議經調處不成由上級主管機關裁決，卻未規定其審理程序應遵循之原則與

成員組成等事項，且更限制就分別共有人提起之異議，不予調處。因此，

本文認為，平均地權條例規定之異議處理程序遠不及訴願程序，所以不應

將之解釋為取代訴願之程序。 

    此外綜合前述學說與實務之見解，認為重劃分配結果之異議程序屬於

訴願程序之先行程序者，其理由主要是從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的立

法理由做為論述基礎外，並從異議程序之存在功能論定該異議程序與訴願

之關係。首先，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為民國七十五年修正平均地權

條例時，新增訂之條文。按當時之立法說明及立法院審議會之討論134，其應

係為確保權利關係人合法權益，並杜絕糾紛而增訂，其立法目的與當時已

有效施行之農地重劃條例第二十六條相同
135，惟由該新增訂條文之法條文意

中並無明文規定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之關係，且其該法條係規定「得」於

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異議，而非如農地重劃條例第二十六條規定為「應」

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異議
136。因此是否能由此立法說明，即將該異議程

序解釋為訴願之先行程序，而對於人民訴願權之實現附加上應先聲明異議

之限制，仍不無疑問。 

    惟如前述學說所言，由於重劃土地之分配往往牽涉鄰近土地所有權

人，其間權利關係複雜，於是在分配結果之紛爭中，給予行政機關再次重

新衡量之機會，應比起直接以個案方式進入司法程序可能較易獲得妥適之

解決。即聲明異議係行政機關對於大量性、專業性之行政處分所為之重行

考慮，目的為在進入程序較為嚴格之訴願程序前，能夠交由原處分機關以

通常之程序重行審查，以免權利救濟途徑資源之浪費，亦能促進人民權利

之早日實現。 

                                                 
134 其內容參見立法院公報法律案專輯第九十五輯「平均地權條例修正案」（立法院秘書處

編印，1986）第四七四頁之答詢內容及第五七七頁之立法說明欄。 
135 農地重劃條例第二十六條之立法理由，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70 卷 8期 1389 號，第 4~9

頁。 
136 農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區土地分配如有異

議，應於公告期間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予查處。其涉及他人權利者，應通知其權利關係人予以調處如有不服，應當場

表示異議，經表示異議之調處案件，主管機關應於五日內報請上級機關裁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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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亦認為應將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所規定之聲明異議程序，

解釋成『訴願之先行程序』。理由在於，重劃分配程序中，諸如重劃前後土

地價值估價、土地分配面積之計算或者是土地分配位置之調整，均屬於高

度專業性之行為。對此等行為正確、合理與否之判斷，須由對重劃事務具

有相當程度了解者，始能擔當。而市地重劃之主管機關，正是市地重劃之

實施者，其對重劃土地分配之事務，最為了解，並具有直接之判斷能力者。

因此，為了能迅速且妥適解決相關權利紛爭，以維持權利之穩定性並保障

相關權利人之權利能得到較周全之保障，應於進入訴願程序之前，由主管

機關先行調處較為適當。此外，由主管機關於訴願程序前，就有爭議之處

分先行檢討，更能發揮行政自省之功能，以避免權利救濟資源之浪費。以

此觀點，將異議程序當成訴願之先行程序，係基於人民權利保障之時效性

與經濟性等公共利益而對訴願權附加之合理限制。 

     於是應將重劃分配公告異議程序之性質解釋為訴願之先行程序，而由

重劃主管機關對人民之異議先行審議，發揮行政機關自省之效果並提前改

正缺失，使人民土地分配紛爭早日確定，如此對人民權利之保障將更為迅

速周全。若主管機關未改正錯誤或仍存有爭議時，再由土地所有權人提起

訴願，更能減少行政爭訟資源無謂之浪費。此似較能發揮異議程序之存在

功能，亦不違反憲法對訴願權之保障。惟本文亦認為，將重劃分配後之異

議程序解釋為訴願先行程序時，雖然異議調處程序之目的在於迅速解決紛

爭，因此，程序上較為簡略。然而，於程序設計上仍不能輕忽保障人民權

利之目的。則對於此等具有高度專業性與複雜性之行政處分之異議審查，

應規定具有公正、公開、民主參與精神之正當法律程序，進行異議之審查，

使異議審查程序能發揮其存在之功能，並確保人民權益能獲得有效之救濟。 

    此外，雖然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規定為，『土地所有權人』對於

重劃之分配結果，得於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異議。然而，當

異議程序被解釋成訴願先行程序之時，基於人民訴權之保障，解釋上，土

地所有權人以外之權利關係人，並不因之被剝奪提訴願之權利。則如土地

他項權利人主張分配處分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之時，仍得依

據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訴願。惟依前述將異議程序解釋為訴願先行程序之考

量，異議程序具有定紛止爭之功能。為使其功能於土地他項權利人不服處

分之場合，亦能發揮，則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所規定之得提起異議

者，應放寬為因重劃分配而權力受影響之土地相關權利人較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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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於重劃過程中，重劃區域內相關權利人之權利因重劃實施而受有損害之

時，其權利救濟途徑爭議之問題中，本章所討論之問題主要有二，首先為，

公辦市地重劃計畫決定之行政行為，其法律性質究否屬於行政處分，此問

題關係著對於重劃計畫不符之相關權利人得否對之提起訴願。按行政處分

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而判斷市地重劃計畫是否屬於行政處分之

關鍵在於，其核定並公告後是否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所謂行政處分之

對外效力係指行政機關以該公權力決定，對行政主體外之人之權利與義務

關係發生規制之作用，從而產生創設、變更或消滅各該法律關係之效果者。

又法律效果之直接性，係指判斷行政機關之行為是否具有直接的規制效

果，即以該行為是否產生法律地位的變動為斷。市地重劃計畫確定後，對

於重劃區域內之土地所有權人發生強制參與重劃之效力，此即具有改變土

地相關權利人權利地位之效力，因此，其性質上應為行政處分。土地相關

權利人對重劃計畫內容不服時，得依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訴願。 

    本章所討論之第二個問題為，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所規定之聲

明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間之關係。當法律僅明定聲明異議之程序，卻未明

確規定其與訴願程序間之關係時，對於其間之關係，解釋上大致有三種關

係，即異議程序屬於取代訴願之程序、異議程序為提起訴願之先行程序或

異議程序與訴願程序之間屬於任意程序之關係。本文認為由於重劃分配程

序具有高度之專業性，由主管機關於訴願程序前，先行檢討引起爭議之處

分，無疑能較妥適且迅速解決權利紛爭，使權利不致陷於長期之不定狀態

中。因此，因將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所規定之異議聲明程序解釋為

訴願程序之先行程序。同樣地，於土地他項權利人不服重劃分配結果之場

合，為使權利紛爭能有效地被解決，應使其於提起訴願前先進行異議程序，

即應將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二規定得提起異議者，修改為土地相關權

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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