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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憲法原則中之法治國原則的要求，所有國家公權力的行使無論是直接

或間接，均須以國民全體之意志作為其正當性基礎
1
；另一方面，憲法對保障民

眾基本權利的要求，可分為民眾可主動要求國家停止侵害基本權利之行為，與

國家應主動營造一個適合實踐基本權之環境，由此延伸出對於行政機關作出涉

及民眾基本權利之行政行為時，應經過適當之正當法律程序方能為之。對於確

保行政行為正當性，與保障民眾基本權利不受侵害，為民眾參與制度被創設最

大的理由。 

 

都市計畫之基本精神是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

共利益，促進地區有計畫之發展（都市計畫法第一條）
2
。而我國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如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益所必要者外，得以法律限制人民之財產權。因此財產權除供「私人使用」外，

亦應能配合公共福祉，受有「社會拘束」
3
。都市計畫為行政計畫之一種，行政

計畫與傳統行政行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其未來及目標指向的特性，其內容最

重要者不外為手段工具的合目的性及客觀上的合理性
4
。因此都市計畫為了達到

計畫目標，多以限制的方式對民眾的財產權加以管制
5
。而都市計畫與後續市地

重劃、都市更新等土地利用計畫彼此之間為上下位之關係，故都市計畫具有引

導都市土地利用開發之性質。都市計畫之計畫決定往往牽涉到多元複雜利害關

係，立法時要以法令詳細規範計畫內容有其困難度，亦不適當。多數關於計畫

內容的法令僅能抽象地對其做一般性、抽象性的規範，行政機關通常被認為有

廣泛的裁量權等特性
6
。 

                                                
1
 陳愛娥「民眾參與的理念與實際－以民眾參與『水庫集水區』的管理為例」警大法學論集第

3 期（1998 年 3 月）44 頁以下。李建良、陳愛娥、陳春生、林三欽、林和民、黃啟禎合著『行

政法入門』（元照出版，2004 年）169 頁。 
2
 台灣之相關法令皆出於法源法律網：http://www.lawbank.com.tw/index.php 

3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經銷，2004 年 4 版）1167 頁。 

4
 戴秀雄「國土計畫法（九十三年六月九日版）作為實現合理國土規劃管理法制工具之評析」

收錄於『2005 年中國土地經濟學會與土地估價協會聯合年會暨國土資源規劃與管理研討會論文

集』78 頁。 
5
 都市計畫發布後計劃範圍內土地其使用分區管制之內容、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劃設等即被確

定，土地即必須按照都市計畫法與其授權命令管制之內容（容積率、建蔽率、使用內容等）使

用。 
6
 陳敏，前揭書（註 3），第 207 頁。勢一智子「行政計画の意義と策定手続」收錄於『ジュリ

スト增刊 行政法の爭点』（有斐閣，2004 年第 3 版）42-43 頁。出口裕明『行政手続条例運用

の実務』（学陽書房，1996 年）120-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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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以上特性，發生行政機關訂定之計畫內容失當，有濫用其裁量權限

之虞，引發民眾質疑都市計畫的正當性的情形並不少見。其根本的問題在於都

市計畫中之「公益」之定義，與因公益而生之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本身為抽

象之概念，都市計畫中公益與私益、乃至於私益與私益之間該如何平衡，為行

政機關本於其職權所應為之裁量，而此種裁量之結果，會以公權力強制的對人

民的財產權，乃至於生存權、工作權有所限制。但當公共事務委由行政做裁量

時，對於人民的權利利益有所侵害的可能性，或是濫用裁量權的可能性均大幅

提高。若要避免管制工具與基本權保障形成對立關係，於立法時必須考量程序

保障條款、法律管制密度等配套機制
7
，這些相關配套措施不外乎建立客觀的指

標或標準，使計畫決定是可以被檢驗的；以及透過專家和民眾參與，使計畫決

定程序公開透明而能夠被控制。前者強調的是計畫該建立在可被檢驗預測的基

礎上，但後者之目的在於促使計畫決定形成時或之前，就能有效控管計畫決定

內容，以避免事後另以行政或司法監督控制，而傷及計畫形成自由
8
。且都市計

畫所規範的對象為居住於都市全體之居民，往往又牽涉到複雜的利益調整問

題，有使民眾或是外部的專家學者提供相關資訊的必要性
9
。在目前現代行政複

雜化、專門化之餘，國民不再是單純處於被動接受地位，僅止於行政權行使的

客體而已，個人的主體意思與國民主權該如何行使，乃為一重要問題
10
。透過政

策、立法的擬定、執行階段中以民眾參與的型態調整利害，取得計畫決定的正

當性
11
。因此綜合上述保障民眾基本權利、蒐集計畫決定的必要資訊、確保計畫

決定的合理性等論點，在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可使民眾直接介入，又兼具

權利保障功能的民眾參與制度似有其必要性。 

 

都市計畫雖屬行政計畫的一種，但由於目前我國並未有專法對行政計畫加

以規範，因此要討論都市計畫應有之程序為何？仍必須回到都市計畫法中規範

加以探討。我國的都市計畫法之內容大致上可分為：第一，都市計畫之定義與

內容（都市計畫法第一章總則）；第二，都市計畫之訂定程序（都市計畫法第二

章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發布及實施）；第三，都市計畫之限制與效力（都市

計畫法第三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四章公共設施用地、第五章新市區之建設

及第六章舊市區之更新）；第四，制定都市計畫之組織及經費（都市計畫法第七

                                                
7
 林明鏘『國土計畫法學研究』（元照出版，2006 年）第 79 頁。 

8
 戴秀雄，前揭文（註 4），第 79 頁。 

9
 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下）』（有斐閣，1997 年新版）546-547 頁。 

10
 小高剛『住民参加手続の法理』（有斐閣，1977 年）151 頁。 

11
 大田直史「まちづくりと住民参加」收錄於芝池義一．見上崇洋．曾和俊文編著『まちづく

り．環境行政の法的課題』（日本評論社，2007 年）158-1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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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五，罰則（都市計畫法第八章）。由我國都市計畫法觀之，我國的都市

計畫訂定程序可分為以下數部分：都市計畫之主管機關做成一都市計畫草案，

舉辦公開展覽與公聽會公開此一都市計畫草案，之後將其提交至都市計畫委員

會進行審議，審議通過後送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並發布實施。 

 

而在我國的都市計畫法對於都市計畫的訂定程序，亦有民眾參與制度之設

計。都市計畫法中所規範之民眾參與制度，可分為都市計畫草案做成後，送交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前的公開展覽與說明會，及以書面表達意見的直接參與

方式（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以及由都市計畫委員會來進行都市計畫之審議（都

市計畫法第十八、十九條）的間接參與方式，兩種形式之民眾參與制度。而我

國都市計畫法中雖有上述民眾參與制度，但行政機關所需公開之資訊僅有計畫

案本身，而無計畫案作成之過程或理由。且過往審議過程不公開，常令人有「黑

箱作業」之感
12
。且由於目前現有之民眾參與制度，均為都市計畫草案已完成後

方開放參與，民眾已難藉由上述參與制度對都市計畫案有實質的影響。因此我

國現行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之民眾參與制度，常被認為流於形式而為人多所詬

病。且由於我國都市計畫本身具強制性質
13
，僅有這些程序是否即足以使計畫本

身獲得前文所述之正當性不無疑問。 

 

以上問題癥結或許為我國都市計畫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立法密度不足，

所以現行制度並無法有效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內容，致使行政可能因濫用其裁量

權限，對人民財產權造成嚴重的影響甚至於剝奪之地步
14
。且以前述透過民眾參

與來確認公益存在，取得計畫決定正當性論點觀之，目前都市計畫中之民眾參

與制度之缺陷將導致都市計畫決定的正當性不足。而當民眾後續欲以訴訟之方

式維護自身權益時，卻會碰上目前司法實務上除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外，其

他新擬定都市計畫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均不認為其為行政處分，無法對其提

起訴訟。而在計畫實際執行時（如徵收、重劃），雖可對其提起訴訟，但卻無法

主張都市計畫違法，造成後續行政處分無效
15
。即便開放人民可對都市計畫提起

訴訟，亦還有行政提供資訊不足，致使民眾難以舉證等問題。且計畫內容之妥

善與否，原則上並非司法機關審查之範圍，立法機關享有形成計畫之自由。因
                                                
12
 林明鏘，前揭書（註 7），53 頁。 

13
 如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被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即不得妨礙其指定

目的之使用。 
14
 林明鏘，前揭書（註 7），第 86 頁。 

15
 以往行政法院多認為都市計畫執行時之行政處分和都市計畫之訂定、變更係屬兩不同之問

題，因此不得以都市計畫規劃違法錯誤而認為後續行政處分無效。惟 96 年 3 月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 93 年訴字 2755 號判決以「違法性承繼理論」，認同原都市計畫違法則後續徵收處分亦屬

違法。陳立夫『土地法研究』（新學林出版社，2007 年）210 頁及其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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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若法律本身對程序的規範密度不足，會有連帶致使法院對於計畫的控制力量

下降等後遺症
16
。由此背景思考出發，雖然我國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已有民眾參

與制度，但似乎仍有許多值得檢討改進之處。 

 

反觀日本，日本首部都市計畫法制定於 1919 年，但二次大戰後高速的都市

化使得都市地區土地出現利用混亂、地價上升等環境惡化問題；都市近鄰地區

則出現缺乏基礎公共設施與規劃、蛙躍發展的不良區域。戰前所訂定之舊都市

計畫法已無法對這些現象作適切的對應，為了解決這些日益嚴重之問題，以對

土地合理的利用及適當的限制為方式，使都市有秩序健全的發展，確保都市之

活動機能與健康有文化之都市生活（日本都市計畫法第二條）
17
，而於 1968 年

制定了一部新的都市計畫法，而將舊都市計畫法廢止。而日本的都市計畫法之

內容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以都市計畫為核心之土地利用、公共設施與都

市開發事業的內容；第二，都市計畫的訂定程序；第三，都市計畫之法律效力

與都市計畫限制；第四，實際執行都市計畫之都市計畫事業之規範
18
。都市計畫

的訂定程序則大致上為：擁有擬定計畫權限之行政機關或私人擬定都市計畫草

案。負責擬定都市計畫草案之主管機關於擬定都市計畫草案時，認為有必要時

則應召開公聽會。做成都市計畫草案後舉辦公開展覽使民眾週知，民眾對都市

計畫有意見則可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提出意見。之後將都市計畫草案與民眾

提出之意見書併同提交至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審議通過由知事承認

後正式做成都市計畫決定，並公開展覽
19
。與我國都市計畫訂定程序基本上並無

太大差異。 

 

日本的都市計畫法中對於都市計畫程序，亦有民眾參與制度之相關規範，

主要可分為於必要之時，計畫草案擬定期間必須舉辦公聽會（日本都市計畫法

第十六條）、計畫書公開展覽二週、在公開展覽期間得以書面提出對於都市計畫

案之意見（日本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日本學者對日本都市計畫法中過往之民

眾參與制度有不開放計畫早期民眾參與的機會，過程亦未能讓民眾充分理解並

發表意見，參與淪為形式。且是否開放民眾參與的決定權是在於行政機關手中。

公開的資訊也僅有結論，中間下決定的過程民眾完全無法獲得資訊等批判
20
。 

                                                
16
 林明鏘，前揭書（註 7），86 頁。 

17
 日本之相關法令皆出於法令データ提供システム：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18
 荒秀、小高剛『不動產法概說』（有斐閣，1997 年第 4 版）32-33 頁。 

19
 荒秀、小高剛，前揭書（註 18），第 48 頁以下。 

20
 西田幸介「計画策定手続と参加－都市計画を素材として」收錄於芝池義一．見上崇洋．曾

和俊文編著『まちづくり．環境行政の法的課題』（日本評論社，2007 年）171 頁以下；佐藤竺

『住民參加をあぐる問題事例：理論と實際を知るたあに』（学陽書房，1979 年）40 頁以下；

佐藤岩夫「都市計画と住民参加－住民参加の観点から見た改正都市計画法の評価と課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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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些問題，日本近十數年來以陸續修正都市計畫相關法律，以及開放

各地方自治團體制定相關自治條例，來試圖加以改進。如 2000 年 5月日本修正

都市計畫法，修正後的主要內容分為數個部分
21
：第一，都市計畫屬地方自治事

項，在未降低都市計畫法法定程序密度之前提下，各地方可自行制定自治條例

加強都市計畫法規範所不足之處；第二，都市計畫案於公開展覽時必須檢附都

市計畫的訂定理由書；第三，增加了居民自行提出地區計畫或是變更的提議方

法。各地方自行制定的自治條例亦依各地需求不同，針對都市計畫訂定應有之

程序分別有所不同的規範。 

 

日本學說認為由權利保護觀點觀之，都市計畫法所設置之民眾參與制度為

最低限的措施
22
。且都市計畫法修正後確立各地方可以以自治條例補足都市計畫

法中制度不足之處，因此為解決前述早期參與、資訊公開等民眾參與制度問題，

各地方以條例為主之主要修正方向為在擬定都市計畫草案時加入各種民眾參與

程序的應用。此外，在資訊公開部分，亦有將公開展覽時間延長
23
，以及雖 2000

年 5月日本都市計畫法修正時，是否該將回答義務明文列入都市計畫法？曾引

起討論
24
，但最後並未列入修正範圍。不過，已有地方自治團體以自治條例將民

眾針對計畫案所提出的意見之回答義務加以明文規定。最後，為了使負責都市

計畫審議之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其成員組成更符合民主主義的要求，在委員

組成方面由原先全由行政指派的形式導入公開募集制。且審議會中之資訊除了

不公開事由，與為確保審議會能夠順利運行而不便公開之事項，學說與司法實

務基本上均認為必須公開給大眾知悉
25
。 

 

雖然日本都市計畫法及各地方自治條例已針對原有民眾參與制度加以補

強，但現在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仍有部分仍未解決問題，如

目前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之民眾參與制度，其設計以不對參與者資格設限之一

般參與程序為主，為了加強實體法上權利可能受到影響者之權益，是否該引進

                                                                                                                                       

錄於原田純孝編『日本の都市法Ⅱ 諸相と動態』（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 年）416 頁以下。 
21
 大田直史「土地利用規制まちつくり行政と住民参加」收錄於室井力編著『住民参加のシス

テム改革ー自治と民主主義のリニューアル』（日本評論社，2003 年）117-118 頁。 
22
 西田幸介，前揭文（註 20），第 173-174 頁。 

23
 西田幸介，前揭文（註 20），第 176-177 頁。 

24
 佐藤岩夫，前揭文（註 20），第 418 頁。 

25
 豊島明子「審議会における住民参加の課題」收錄於室井力編『住民参加のシステム改革ー

自治と民主主義のリニューアル』（日本評論社，2003 年）198 頁以下。大田直史，前揭文（註

11），第 1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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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制度等權利保障程序
26
，提高民眾參與制度之密度？資訊公開之時點與該公

開之內容又為何？雖然資訊公開是民眾參與制度不可欠缺的一部分，擁有讓民

眾更容易理解公共事業的選址、作業方式的選擇、替代方案等優點，亦可避免

陷於地方自治體的行政腐敗、形式主義及技術專業導向而背離了民眾的意見等

諸項缺點，也有相關判決明白認同這些理由。但由於計畫在未確定之前有其不

確定性，在專門部會的審議、協議或是調查等階段尚屬於未成熟的階段，若在

法律未明文規定時即將這些資料公開，是否會招致民眾誤認計畫已經確定、對

計畫錯誤的預測、引發不必要的恐慌等問題之可能
27
？現行日本都市再生特別措

置法中「都市再生
28
」的觀念，為了事業推行的順利與效率性，而將都市計畫程

序廢除、縮短，是否會違背了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的本意
29
？ 

 

日本與我國同為大陸法系，社會文化背景亦多有相似，故日本向來為我國

制定法律時重要之參考。由於日本過去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問題與我國目

前制度問題雷同，因此以日本過去對這些問題之對應及其制度改變之後所產生

之新問題作為我國未來民眾參與制度改進之參考時，釐清以上問題便有其實益

存在。 

 

在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確有其必要性，但民眾參與課題的困

難度在於該如何調整其中各項衝突的利害關係，從而，該如何使各種不同的利

害關係人均能得到公開足夠的資訊，且均具有公平公正的發言權，乃至於賦予

民眾於行政程序中一定的決定權，亦即，該讓民眾如何「參與」？以及該讓民

眾在行政的何種階段參與？此皆為民眾參與制度於立法時必須考量的問題。因

此本文欲以分析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執行之利弊，反思我國

未來都市計畫相關法律中民眾參與制度或可改進之方式，及可能遭遇之問題，

期以作為將來我國修法之參考。 

    

                                                
26
 原田尚彥『行政法要論』（学陽書房，2004 年全訂第 5 版）99 頁。久保茂樹「土地利用計画

のシステムと法的性質」收錄於『ジュリスト增刊 行政法の爭点 第 3 版』（有斐閣，2004 年）

227 頁。西田幸介，前揭文（註 20），第 179 頁。 
27
 宇賀克也「会議録、会議資料の情報公開（2）－審議．検討．協議に関する情報（その 3）

－」法学教室 243 号（2000 年 12 月）76 頁以下。 
28
 都市再生一詞源自於日本，日本於 2002 年訂定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積極推動都市再生，主

要特色可分為既有管制之放寬、財政支援及大幅縮短行政流程時間三項，和既有都市再開發主

要著重於硬體的更新不同，在更新硬體的同時亦注重軟體部分的配合。詳情請參閱陳立夫，「日

本都市再開發（再生）之經驗－以法律手段之側面為中心（二）」現代地政 320 期（2008 年 2

月）320-22 頁以下。 
29
 大田直史，前揭文（註 21），第 127-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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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文之研究目的有二：首先，以日本目前都市計畫

中相關民眾參與制度之概述，說明此制度之內容特色與運作情形，並歸納與探

討其執行過程中所產生之法律課題，供作我國省思與借鏡之處；其次，由於我

國目前都市計畫法上民眾參與相關文獻，大多僅止於都市計畫程序「應加入」

民眾參與制度，對於應如何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何種參與之文獻幾乎全

無。因此，本文欲藉由日本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之經驗與發展，檢討我國

目前都市計畫相關法律中民眾參與制度可能發展之方向，並提出意見作為日後

立法之參考。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文擬以文獻分析法為主，就目前日本都市計畫上民眾參與相關方式，蒐

集日本都市計畫民眾參與相關學術論著與司法等實務資料，依其過往制度之缺

失、其改進缺失之方式，歸納其特徵與啟示，加以彙整探討。並以此為基礎評

析我國現有民眾參與制度之缺失與不足，最後針對我國都市計畫法中民眾參與

制度之應有取向提出建議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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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本篇論文名為「日本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之研究」，分為五章，其內容

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即本章，包含前述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及此「研究架構」。 

 

第二章「民眾參與制度之學理」：先將參與制度所追求的目的分類後，分別以相

關憲法原則闡述民眾參與制度之法理基礎，並以此為基礎說明於都市計

畫訂定程序中必須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理由。並援引相關文獻對民眾參

與之概念作更進一步的說明。 

 

第三章「日本都市計畫中之民眾參與制度」：本章主要針對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

序之相關規定加以探討，先由歷史沿革、擬定主體、分類、訂定程序等

面向說明日本都市計畫法之規範後，對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之民眾

參與制度作一介紹。 

 

第四章「日本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方式分析」：整理歸納日本學術界對過往都市

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諸缺失之闡述，並說明日本改進這些問題

之方式，最後對現行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尚未解決之

問題加以探討。期望該等制度介紹與問題探討，能提供我國都市計畫訂

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之參考。 

 

第五章「日本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之啟發─代結論」：先以第四章所述之日

本過往的缺失及其解決方式，與其尚待解決的問題，對日本都市計畫訂

定程序歸納出其特徵。其後簡述我國目前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

制度與其問題點，對問題進一步以日本法之角度加以探討，並提出修改

之建議。最後針對我國民眾參與制度現存問題之解決方式作一總結，以

供我國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改進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