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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民眾參與制度之學理民眾參與制度之學理民眾參與制度之學理民眾參與制度之學理    

 

民眾參與制度之理論基礎與實際上的應用，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方有較明確

的論述，屬於較新之議題。民眾參與牽涉的層面甚廣，不同學門如政治學、行

政學、規劃學、公共政策學、乃至於法學上，對民眾參與制度此一議題，各從

不同面向切入加以研究。惟純由法學角度探討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的文獻

並不多，因此本章將先自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必要性談

起，進而將加入民眾參與之目的予以類型化後，分別探討其憲法原則之理論基

礎，最後對民眾參與制度之概念範疇加以說明，並作出一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民眾參與制度之法理基礎民眾參與制度之法理基礎民眾參與制度之法理基礎民眾參與制度之法理基礎    

 

以設立民眾參與制度之目的觀之，主要可分為私人為防禦自身之權利而參

與行政過程之程序，與制度性的賦予民眾參與無關個人利害關係之具體行政程

序之權限，兩種不同的類型。又因其追求之目的不同，民眾參與程序可分為僅

開放給利害關係人參與之權利保障程序，與所有民眾均得參與之一般參與程序

兩種
30
。民眾參與制度之創設動機與背景理論，可說源自於憲法原則對於行政行

為應有程序的要求。基本權保障對行政行為之程序有一合理制度保障之要求，

且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並再進一步就此合理制度之內涵加以論斷；另一方面，民

主國原則由加強行政行為正當性之觀點，對民眾參與制度有所要求。因此本節

將先分別敘明民眾參與制度中，兩種不同目的之民眾參與程序的類型，再以此

兩種類型為中心，爰以憲法原則為中心，闡述民眾參與制度之法理基礎。 

 

一、基於權利保障而生之權利保障程序 

 

（一）設立權利保障程序之目的 

 

人身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工作權等諸多基本權利應為人生而具備的

權利。憲法對於民眾基本權利有一定之保障要求，在國家行政行為有侵害到民

眾基本權利之虞時，即應該有一定作為加以配套來達成憲法之要求。民眾參與

制度中之權利保障程序即為此種「一定作為」的一種，其主要的設計動機為賦

予行政決定中利害關係人發言的機會，避免政府對民眾權利的恣意干涉。權利

                                                
30
 大田直史，前揭文（註 21），116 頁；陳愛娥，前揭文（註 1），42 頁。 



第二章 民眾參與制度之學理 

 10 

保障程序的形式有許多種，包含源自於英美法之聽證程序
31
、同意權、公開陳述

等。但由於設置權利保障程序之目的在於保障利害關係人，故此等民眾參與制

度開放參與的對象，應限縮於行政決定直接或間接影響其利益者。 

 

此等權利保障程序的理論基礎，來自於基本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此

二憲法原則對於民眾基本權利保障之要求，分述如下： 

 

（二）基本權保障 

 

對現代民主法治國家而言，基本權保障可說為憲法制定之終極目的。不僅

為憲法秩序不可或缺之最重要構成部分，並被公認為實現公平正義的最重要指

標
32
。基本權至少可粗略的分為「自由權」及「平等權」兩大類。前者乃是保障

人民享有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權利；後者則為確保人民在國家中免於受到不公

平待遇之權利
33
。所有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均受保障基本權利之拘束。所謂「所

有國家公權力」則包含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三者
34
。自作用面向觀之，基本

權又可分為主觀權利與客觀權利兩種功能體系： 

 

1、主觀權利之功能面向 

 

主觀權利之功能面向分為防禦功能及給付功能兩者。基本權最初之作用為

對抗國家權力，希望使人民之自由與財產免於國家的侵犯，創設一不受國家干

預的空間，在此空間中，人民有獨立自主權，國家原則上不得侵犯
35
。換言之，

基本權利乃為一免於國家干預之自由之權利，為基本權利最原始且最主要之功

能。當國家侵犯到受基本權所保護的法益時，民眾得直接根據基本權規定請求

國家停止其侵害，藉以達到防禦國家恣意干預的目的。更確切的說，當侵害基

本權利的法律或命令出現時，得要求這些法律、命令違憲、無效，或是要求廢

棄侵害基本權利的行政行為與司法審判，又可要求停止任何其他侵害基本權的

國家行為。因此防禦權又被稱為侵害停止請求權
36
。 

 
                                                
31
 所謂聽證程序係指為保障行政機關為不利益處分之相對人，於處分做成前，給予表達意見、

陳述相關事實、主張提出證據之機會，主要以言詞之方式進行，期因此提高行政效率，遂達到

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湯德宗『行政程序法論』（元照出版，2005 年 2 版）64 頁。 
32
 許宗力『憲法與法治國行政』（元照出版，2006 年）183 頁。 

33
 李建良『憲法理論與實踐（一）』（學林文化，1999 年）56 頁。 

34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元照總經銷，2004 年二版）143 頁。 

35
 李建良，前揭書（註 33），58-59 頁。 

36
 許宗力，前揭書（註 32），1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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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變遷，傳統基本權利所具有的防禦功能已不能滿足社會之需要。

在「人民之自由非有國家無以為之」之理念下，基本權之作用擴張至要求國家

積極作為，是為基本權利之給付功能。給付功能又分為程序性、物質性、資訊

性之給付或服務三種。三種給付功能中與民眾參與制度有所關聯的，應屬程序

性與資訊性之給付或服務。程序性給付主要包含訴願與訴訟權、請願權以及程

序權，所謂程序權為國家為使民眾得以實現其基本權利，所提供其他可能的組

織或程序。資訊性給付則指國家必須提供民眾一定之資訊，並確保民眾得以平

等接近國家資訊及媒體之程序
37
。 

 

2、客觀規範之功能面向 

 

基本權利之客觀規範又可分為價值決定、制度性保障及國家權限之消極規

範三種
38
。對於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而言，若未具有相對應的法制度予以保障作

為前提，則毫無意義。制度性保障為要求國家建立某些「（法）制度」，並確保

其存在，藉以保障基本權利之實現，尤其該制度所賴以存在之基本規範，國家

（立法者）不得任意加以更動，以免使基本權利之保障失其附麗
39
。基本權為立

基於制度之上的產物，因此「制度」對基本權而言為具有連結性、補充性的保

障
40
。惟基本權之制度性保障雖課與國家提供適當程序之義務，卻有積極面與消

極面之分別：積極面目的在於積極營造一個適合基本權實踐的環境，以落實民

眾之基本權；消極面則單純在消極的減少基本權實害的產生，在基本權的侵害

產生前以適當程序事前加以防止。理論上任何一基本權均擁有消極面向的程序

保障功能，易言之，任一行政決定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權者，在最終決定做成前

均需履踐一定的程序義務。惟國家究竟應提供何種內容的組織與程序設計，始

得被認定為「適當」？以及課與國家提供程序義務的同時，是否允許民眾擁有

相對應的程序請求權？至今仍為未解之問題
41
。 

 

（三）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正當行政程序原則」為源自於英美法的概念。其來源可上溯自英國大憲

章英王不任意拘捕的承諾，「法律正當程序」一詞則首見於 1354 年大憲章之條

                                                
37
 李建良，前揭書（註 33），59 頁以下。 

38
 李建良，前揭書（註 33），64 頁以下。 

39
 李建良，前揭書（註 33），68 頁。 

40
 初宿正典『憲法 2 基本権』（成文堂，1997 年二版）118-119 頁。 

41
 許宗力，前揭書（註 32），19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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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何人非經法律正當程序之審理，不應被逐出其人之土地或住宅，或被逮

捕、剝奪繼承權或處分。」
42
。十七、十八世紀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由英國傳至

美洲，成為保障人權之重要部分。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非經

法律正當程序，不應受生命、自由或財產之剝奪」。美國憲法當初制定之本意僅

為欲以此條款防止行政及司法對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以非法程序加以侵犯。

但至十九世紀聯邦法院將正當法律程序擴張解釋，其不僅適用於公平合理的司

法程序，亦兼指公平合理的法律。因此，此原則不僅針對程序方面，甚至包括

法律的內容及其目的是否合法
43
。 

 

惟大陸法體系國家中，少見類似美國憲法以明文規定各種權利受到正當法

律程序的保障之立法體例，我國與日本亦不例外。於此一情形下，必須由憲法

解釋與法理推論出憲法中亦有此等規定，或是由基本權保障原理去探討各別基

本權是否應伴隨程序權的保障
44
。 

 

我國與日本於人身自由方面（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日本憲法第三十一條
45
）

可說均有正當法律程序的規範。問題是，憲法明文對於人身自由的正當法律程

序保障，是否可擴張至非人身自由之行政程序上？日本學界對於憲法三十一條

是否可適用於行政程序上看法分歧。肯定日本憲法三十一條適用於行政程序

者，其見解如下
46
： 

 

1、憲法三十一條之規定是承繼美國憲法第五與第十四修正案而來，因此應

做具有同一性的解釋方符合當初立法原意。 

                                                
42
 湯德宗，前揭書（註 31），169 頁。 

43
 林國漳「淺釋行政法學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收錄於城仲模編『行政法之ㄧ般法律原

則（一）』（三民書局，1999 年）56-57 頁。 
44
 葉俊榮『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三民書局，1997 年）55-56 頁。 

45
 日本憲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任何人非依法律所定程序，不得剝奪其生命與自由，或科以其

他刑罰。」 
46
 於贊同適用之看法外，日本學界另有對於憲法第三十一條不應適用於行政程序之見解： 

（1）日本憲法三十一條是關於人權規定之條文，且僅限於有關「刑罰」之規定，因此不得適

用於行政程序上。 

（2）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非經法律正當程序，不應受生命、自由或財產之

剝奪。」，與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相較，日本憲法第三十一條僅限於生命與自由，因此對於三

十一條不能與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做同一解釋。 

（3）憲法第三十一條僅針對剝奪自由時必須由法律訂定程序，僅能認為此條為「法律保留原

則」，無法推論此條為行政程序之保障。 

（4）三十一條雖包含了告知與聽證原則，但由三十二條推導出此原則較為恰當。三十一條應

為刑事上的程序保障規定。 

詳細請參閱下山瑛二「行政手続と人権保障」收錄於小嶋和司編「憲法の爭點（新版）」（有斐

閣，1986 年）132-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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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雖然三十一條未含有「財產」一詞，但應將財產視為人身自由之一部分

而適用解釋。 

 

3、三十一條與美國之第五修正案的確有所區別，但仍有以第五修正案補充

說明三十一條解釋之餘地。因此至少於刑罰之行政程序有正當法律程序之適用。 

 

4、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應可透過準用或類推適用之方式適用於行政程序。 

 

我國首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始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二七一號解釋中吳庚

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之後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三八四號解釋中成為多數意

見，之後又有數號解釋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關
47
，特別是與土地事務相關的釋

字四○九號解釋。四○九號解釋理由書認為徵收土地對人民財產權發生嚴重影

響，舉凡徵收土地之各項要件及應踐行之程序，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有關徵

收目的及用途之明確具體、衡量公益之標準以及徵收急迫性因素等，均應由法

律予以明定，俾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徵收事件及司法機關為適法性審查有所依

據。尤其於徵收計畫確定前，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俾公

益考量與私益維護得以兼顧，且有促進決策之透明化作用
48
。大法官於本件解釋

中似認為嚴重侵害財產權的行為有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適用，該給予關係人等

陳述意見之機會，換言之，對於財產權是否得為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所適用之對

象，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似乎為肯定之態度。 

 

而我國憲法既於七條自二十二條中明文規定對人民基本權的保障，由基本

權保障之中心思想觀之，似應當將程序保障解釋為基本權利的內涵之一，而使

程序保障成為基本權保障之手段。若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解為基本權保障之手

段，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既由基本權保障推得而來，當行政行為涉及基本權之

侵犯或限制之時，即有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適用。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意涵有學者將其歸結出四個要素
49
：受告知權（包含告

知的類型及方式）；聽證權（包含廣義的聽證權及狹義的聽證權；正式及非正式

的聽證權）；公正作為的義務（包含迴避制度、禁止片面接觸、組織適法）；說

                                                
47
 如釋字三九六號、四 0 九號、四九一號解釋。 

48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相關法律條文均出自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49
 湯德宗，前揭書（註 31），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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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由的義務。惟憲法上對於正當程序的要求，要如何落實到法律體系之中仍

需具體的制度設計。 

 

二、基於民主國原則而生之一般參與程序 

 

（一）設立一般參與程序之目的 

 

一般參與程序之設置，為基於憲法原則中之民主國原則對調和各種不同利

益，提高行政決定正當性之需要。其動機在於現行民主國家的代議民主制運行

有正當性不足之虞，藉由開放給普羅大眾的參與程序對正當性加以補強，與蒐

集相關利益之資訊，以便做出較為公正適當之判斷。其形式可為公開展覽、說

明會等，開放參加參與程序的對象不該僅限於具有利害關係的個人，應及於一

般社會大眾。其理論基礎為民主國原則，說明如下： 

 

（二）民主國原則 

 

「民主」二字於希臘文中含有兩種意涵，「民」指的是人民，「主」指的是

統治，因此「民主」即為國民統治之意。換言之，在國家中，人民即為自己的

主人。由民主原則歷史發展過程觀之，自十八世紀以來，如何使被壓迫的下層

階級參與國家權力行使，直至全體國民成為國家主權者。以及如何使國民的意

思轉變為實際國家權力的行使與實踐，方為憲法原則中民主國原則之精神與意

義所在
50
。 

 

雖民主之意義為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惟直接民主體制所要求之小國寡民

與國家事務單純性的兩大前提，在當代社會幾乎不可能存在，故間接民主體制

（代議民主體制），可說是現代憲政國家中國家機器運轉的主要方式
51
。代議民

主體制原則上為一小部分人管理政府，這部分人對選舉出他們的選民負責，他

們的權力均來自於選民。在某些小型的民主社會中，或許不需要亦不願採用代

議制，但在較大型的民主社會中，代議制卻是不可少的。因此，一個大型的民

主社會，首先需要一個公正的，其目的在於充分且準確反應人民意志之代議制

度
52
。所謂代議制度並不僅限於狹義的議會政治，而是包含了行政官僚制的要素

                                                
50
 陳慈陽『憲法學』（元照總經銷，2004 年）149-150 頁。 

51
 蔡宗珍「國民主權於憲政國家之理論結構」月旦法學第 20 期（1997 年 1 月）35 頁。 

52
 Carl Cohen 著，聶崇信‧朱秀賢譯『民主概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8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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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表統治（政府）」的總體架構
53
。惟雖然代議制度在現代民主社會有其優

點，亦為不可缺少之民主制度，但代議制度具有以下為人詬病之缺點： 

 

1、民意代表之行動究竟為依照選民之希望，亦或按照其個人意願或政黨意

願而行動？
54
 

 

2、實際上利益團體對於國家事務之影響甚大，若政府決策取決於利益團體

之實力競爭，則弱小團體即會被犧牲
55
。 

 

3、現代大眾媒體對於資訊具有宰制之地位，握有媒體者即可創造輿論，有

時自身亦介入政治鬥爭之中
56
。 

 

4、國家事務之複雜化迫使國家機器運作必須大量借助專家之參與，但現今

之民主理論並無法妥善解釋，在參與決策之主體不具備民主正當性的情況下，

為何人民必須受該當立法或政治決定之拘束
57
。 

 

總結來說，代議民主體制運作的實際結果似乎是：掌握政黨機器、有力的

利益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等社會菁英，實際上決定性地影響國家事務，一般國

民對國家事務的影響微乎其微
58
。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且主權屬於國

民全體（中華民國憲法一、二條）。換言之，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國家公權力的

行使均須以國民全體之意志作為其正當性基礎
59
。在現行代議制民主的情況之

下，前述對代議民主制之質疑，似乎使得經由多數決而成立的政府，其行使之

權力無法保證其正當性完美無缺。必須在代議制度中以適當之直接民主制度予

以補強。以民眾參與作為補強現行代議制度缺失之方式有下列優點
60
： 

 

                                                
53
 井出嘉憲「行政と参加」收錄於『行政学講座 第 3 巻 行政の過程』（東京大学出版社，1976

年）328 頁。 
54
 Carl Cohen 著，聶崇信‧朱秀賢譯，前揭書（註 52），96 頁以下；陳愛娥「代議民主體制是

民主原則的不完美形式？-加強、補充代議民主體制的可能途徑-」警大法學論集第 4 期（1998

年 4 月）25-27 頁；李建良，前揭書（註 33），15-16 頁。 
55
 陳愛娥，前揭文（註 54），27 頁；李建良，前揭書（註 33），46 頁。 

56
 陳愛娥，前揭文（註 54），28 頁；李建良，前揭書（註 33），15 頁。 

57
 蔡宗珍，前揭文（註 51），36 頁。 

58
 陳愛娥，前揭文（註 54），28 頁。 

59
 陳愛娥，前揭文（註 1），45 頁。 

60
 陳愛娥，前揭文（註 54），42-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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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制度化之多數作成公權力決定，至多僅能確保形式上的正當性，而無

法確保實質上的正當性。適當之民眾參與制度可使對立的各種主張、利益，可

以形成、表達，並有機會藉公權力加以實現，進而能得到國民廣泛而實質的認

可。 

 

2、藉由參與管道的開放，政府機關較有機會考量所有相關利益，而做出相

對正確的決定。此外，大型開發建設計畫的提出者與政府機關之間有時會有私

下協議的情形，導致正式行政程序僅止於將先行協議之內容賦予法律要求之形

式而已。因此透過民眾參與程序可以有機會事前阻止，或事後糾正主管機關做

出違法決定。 

 

基本上，權利保障參與程序具有使私人得藉以防禦其權益，藉以達到憲法

保障民眾基本權利之意涵，應較一般參與程序更為嚴謹。有學者認為為加強程

序保障，應將陳述型的參與程序予以充實化，及導入聽證程序藉以達到提高權

利保障參與程序密度之目的
61
；相對的，一般參與程序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程序

讓行政機關蒐集相關資訊、降低做出錯誤決策之可能。故應盡可能的使各方民

眾知悉並參與其中，與權利保障參與程序限定為利害關係人方得參與有所差

別。又由於兩者程序所追求之目標不同，權利參與程序與一般參與程序之間並

無相互替代性。因此一適當的民眾參與程序應同時包含權利保障程序與一般參

與程序，不應偏廢任何一方。 

 

                                                
61
 西田幸介，前揭文（註 20），1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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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都都都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必要性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必要性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必要性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必要性    

 

我國都市計畫法第三條將都市計畫定義為「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

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

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易言之，都市計畫為都市行政主管機關對都市

土地之使用有一定之目標，且具體列出實施方式及時間之計畫。 

 

然都市計畫本身為行政計畫之一，具有其事務上之專業性，不易認定其計

畫內容與執行方式合理與否。又都市計畫訂定時，不可避免的須面臨該如何調

和各種利益之難處，且都市計畫一經確定，即具有民眾受到憲法保障之權利需

受其限制之特性。故都市計畫應有之內容與訂定程序為何？一直為關心都市計

畫者所注目之議題。本文認為，民眾參與制度為都市計畫訂定時應有之程序之

一，以下將由三個不同面向之觀點，試圖闡釋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

與制度之必要性。 

 

一、計畫法之侷限性 

 

都市計畫屬於行政計畫的一種，為一種行政行為，規範此行政行為之法律

被稱為行政計畫法。惟行政計畫並非像其他行政行為如行政處分、行政契約般

為一種固定法律行為。就法治主義之立場而言，當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為行政活

動之際，就所有行政活動之要件與結果以明確概念規定者誠屬理想；然實際上

欲就複雜多歧之行政過程，全部加以明確拘束者殆不可能，故現實之行政法令

對於各個行政機關就其所行活動加以授權，於該範圍內委諸其判斷與選擇之自

由，俾保障行政活動得以因時制宜
62
。此種特徵於計畫行政中甚為明顯。行政計

畫之特色為其未來及目標指向之特性，此為計畫與傳統行政上最大之不同點，

計畫內容最被要求的，不外乎手段工具的合目的性及客觀上的合理性。計畫擬

定者對於計畫內容有決定之空間，只要不選用法律禁止之手段，能夠符合計畫

目標之要求即可，此一空間被稱為計畫之形成自由。又計畫事務多具有專業性，

因此行政機關對於計畫內容具有高度的裁量權。在計畫具有此等形成自由且具

有高度裁量權的前提下，計畫法規必須自我節制，對計畫頂多僅能就其主要事

項加以規範，否則將會扭曲計畫的本質，使計畫變為個案決定而成為行政處分。

此種計畫法規必須自我節制之處是為計畫法之侷限性。 

 

                                                
62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學林文化，1998 年）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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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即為專門規範都市計畫之法律，其性質為計畫法之一。為保護

計畫之形成自由，計畫法對於計畫內容（抽象的概括目的及特定的手段）原則

上並不會加以明文詳細規定，多僅為計畫中應考慮的基本要素，與計畫訂定的

程序。計畫內容必須統一調和計畫中諸要素、利害關係，通過調整手段而達到

計畫所追求的最大公益之目標。於計畫法之位階無法將計畫之目的與手段予以

明確規範的情形之下，行政機關即被委任了將計畫內容具體化之工作
63
。簡言

之，在擬定計畫目標、判斷何為達成計畫目標之最適手段時，行政機關具有自

由裁量的空間。法律本身對行政機關承認其有處分之選擇自由時，或承認行政

機關對不確定概念之解釋、適用有判斷權時，當然排除司法審查而任行政有最

終決定之權限
64
。由司法的觀點觀之，法院事後要判斷計畫目標是否具有公益

性、選用之手段是否合理，有其專業上之困難性，亦不適當。 

 

雖計畫法規由於前述的侷限性，無法對計畫內容加以細節性的規範。惟計

畫和民眾權益高度相關，為避免行政機關獨斷做出與國民意志相違背之計畫決

定、行政機關濫用裁量權以計畫對民眾權利有所違法侵害等弊病，實際上確有

使計畫擬定過程更加透明、對行政機關的計畫裁量權作適當的限縮，使其不至

於無限上綱、讓行政機關蒐集更多相關資訊以供利益衡量之用、讓民眾能夠有

效預期計畫內容之需要，仍應以法律設法加以規範。因此該如何加強計畫法規

對計畫的控管密度即成為一重要課題。一般而言，要加強計畫法規對計畫的監

控，有對計畫內容的實質控管，與提高計畫訂定程序密度之要求兩種方式。透

過民眾參與制度，使計畫形成過程與其作出的計畫決定更為合理，即為提高計

畫擬訂程序密度之一種方式。大陸法體系向來著重於事前由行政自行裁量，事

後若有爭議則由法院針對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法規加以審查，藉由司法徹底的審

理，使受侵害之權利得以充分的被救濟之事後實體審查體系；反面來說，這種

事後審理的方式具有無法以司法充分控制裁量、救濟時點已晚、既成事實已經

難以回復、利害關係人必須負擔龐大的訴訟成本等缺點。相較於注重事後程序

的大陸法系，英美法體系著重於在行政行為實施前的告知、聽證等事前程序，

這樣較事後審查體系能夠於事前給予救濟機會、防止不當的行政行為、對於行

政所為之裁量有某種程度的可控制性，亦能填補司法實體審查上之不足
65
。 

 

於我國都市計畫的場合，目前除了司法院大法官釋字一五六號解釋將個案

變更都市計畫的性質解釋為行政處分之外，雖有學者認為都市計畫會實質限制

                                                
63
 西谷剛『実定行政計画法』（有斐閣，2003 年）48-51 頁。 

64
 戴秀雄，前揭文（註 4），78 頁以下；劉宗德，前揭書（註 62），132 頁。 

65
 阿部泰隆，前揭書（註 9），514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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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權利，應將其性質定性為行政處分，但目前學術通說與司法實務均認為，

訂定都市計畫與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其性質為法規命令
66
。對於法規命令民眾並

無法對之提起行政訴訟加以救濟，即便後續依照此都市計畫進行徵收、重劃等

可對之提起訴訟行政處分時，民眾尚需負起行政機關濫用裁量權之舉證責任。

且計畫衡量之妥善性與否，原則上並非司法機關審查之範圍，法院本身為了避

免破壞前述之行政機關的行政裁量權，於審判時對於行政機關所做出都市計畫

事實認定之審查範圍及程度甚為狹隘，法院多僅就其程序部分介入進行審查，

不對其實質內容是否妥善加以論斷。即便對實質內容加以審查，亦多僅止於對

事實是否有明顯錯誤、是否對法律規定有不當理解、內容是否違反不當連結之

禁止等事項
67
。因此當都市計畫法制嚴密時，法院對計畫控制之力量較強；但法

律本身對程序規範密度不足時，會有連帶致使法院對於計畫的控制力量下降等

後遺症
68
。此外，即便能夠克服前述問題，惟計畫內容之間具有一體性，我國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三三六號解釋亦肯認此點，當判決結果認定計畫違法必須部分

撤銷時，其一體性是否會受到破壞？且提出訴訟時，是否該將這些未有異義者

一併納入原告之範疇？若將之納入，是否會使訴訟不易進行？但若未將之納

入，則該如何兼顧同一計畫卻未曾提出異議者的權益？此皆為司法實務上之難

題
69
。故事後欲以司法統治改正不適當之都市計畫決定有一定的困難度，作為法

治主義之保障手段並無法十分的發揮其機能，有必要於事前以一定程序確保其

決定為適切。 

 

在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可讓民眾及早知悉計畫案，對

於計畫案有問題之處能夠及早反映，以便於計畫案之修改，也較不易發生行政

機關濫用計畫裁量權限之行為。都市計畫決定若有不妥當之處，民眾得以透過

民眾參與程序所得知的資訊作為立論，較易於舉證行政機關濫用裁量權；法院

於訴訟時亦能以此作為介入便於審查。因此由計畫法之侷限性此觀點觀之，於

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確有其必要性。 

 

二、確保計畫決定之合理性 

 

過往都市計畫之訂定基本上由行政機關主導，此模式之前提為行政機關具

有專門知識，所為之行為均能達到目標最適，進而主張此一都市計畫具有代表

                                                
66
 陳立夫，前揭書（註 15），202 頁以下。 

67
 見最高法院 98 年判字 475 號判決書內文。 

68
 林明鏘，前揭書（註 7），86 頁。 

69
 久保茂樹，前揭文（註 26），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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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能力。但這種論點遭受到數點強力質疑：行政收集資訊之能力有其界限，

在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中，非常容易產生行政部門是否真的具有判定公共利益

的能力、行政機關做出的決定，往往有向企業利益傾斜之傾向、在決定過程中

未主張之利益便不會被納入考量、行政過程中往往未充分告知民眾其問題，就

算有告知民眾問題，民眾對其反論之資料亦會因為金錢與技術等諸因素而難以

得手，行政過程往往無法反映民眾主張等批判
70
。因此該如何使行政機關於訂定

都市計畫過程中，能夠有效蒐集必要的資訊供作利害調整之用，避免行政機關

因資訊不足而做出不適當的計畫決定即成為要務。 

 

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程序，則具有可補充行政資訊之不

足、尋求民眾支持、增進都市計畫決定合理性等功用
71
。計畫內容須調和計畫內

各種不同之利益，計畫決定者作計畫決定時若未能得知不同利益之存在，即難

謂此計畫決定為最適之方案。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程序，具有

可補充行政資訊，使利益衡量易於進行，提高都市計畫決定合理性之功能。於

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讓民眾參與都市計畫決定並非否定專門知識之必要

性，但在土地間錯綜複雜之利害關係之間並沒有絕對中立的判斷，都市計畫絕

非僅由專業知識者決定即可稱之為適切的內容，而是應由受到都市計畫影響之

居民參與決定過程，努力於互相對立衝突之利害關係與社會的要求中，調整創

造出適合之都市計畫內容
72
。擁有專業知識者之角色應為於此過程中提供專業建

議以便民眾下判斷，而非直接為民眾做出決定。在過程中透過民眾參與得以將

抽象的「公共利益」加以具體化，並於過程中使民眾能夠理解肯認此「公共利

益」之概念，使計畫決定取得正當性，便為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意義。且民眾

在參與過程中若能對於都市計畫有更深的暸解，將使後續實際執行都市計畫時

較為順利
73
。故於確保計畫決定之合理性觀點觀之，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加入民

眾參與制度確有其必要。 

 

三、憲法保障民眾基本權利之要求 

 

如前所述，都市計畫一經實施即對於計畫區域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有所

限制。且之後都市建設基本上均遵照都市計畫施行，不可不謂對人民之財產權

                                                
70
 小高剛，前揭書（註 10），178 頁以下；阿部泰隆，前揭書（註 9），547 頁。 

71
 小高剛，前揭書（註 10），186 頁以下。 

72
 佐藤岩夫，前揭文（註 20），408-409 頁 

73
 寺尾美子「都市計画における公共性法参加－「強い」土地所有の克服に向けて」都市問題

90 卷第 6 號（1999 年 6 月）24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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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工作權、生存權有極大之影響。雖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得對民眾之權利

作一定之限制。此一定之限制被稱為「權利之內在限制」。惟我國憲法第十五

條明文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因此都市計畫

訂定程序中必須有一保障人民相關權利之制度，方合乎憲法上之要求。將都市

計畫訂定程序加入民眾參與制度後，民眾參與制度本身包含了公開計畫內容使

民眾知悉、賦予權利將受此計畫限制之人發言機會、蒐集計畫所需相關資料以

便做出公正決定等功能。由憲法上基本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內涵加以檢

視時，建構都市計畫訂定合理程序時，加入民眾參與程序實為一適切之方式。 

 

又於計畫決定之場合，由於法院對於行政機關所認定的事實之審查範圍及

程度甚為狹隘，故事後以司法統制改正其違法性有其界限存在，作為法治主義

之保障手段並無法十分的發揮其機能。如果基於依法行政的要求，必須對計畫

加以控管，則計畫的控管必須同時兼顧計畫形成自由的尊重，又能確保計畫裁

量權限不被濫用
74
。在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程序，能夠使行政機關

在訂定計畫時必須遵守此一公正之程序要件，不但使民眾得以維護本身權益，

亦可藉以達到前項所述，有預防行政機關不當與違法行使裁量權，而使未來計

畫決定有侵害民眾財產權之虞的效果。若不幸發生計畫因行政機關濫用裁量

權，而有侵害到民眾之基本權利之情事，法院亦可以此做為介入審理之著力點。 

 

此外，現代國家之龐大及事務複雜，可說已經無法在各領域使國民以直接

民主之方式決定是否要進行某項行政行為。簡言之，現代國家公權力之運行多

以選舉選出代表之間接之方式代替國民行使此項權利。獲多數支持者支持行使

國家的公權力，少數者則擔任反對與控制的作用，並努力於下次選舉時取得多

數地位。少數者於取得多數地位時即有機會修正前任執政者之施政。但是此種

傳統代表式民主體制在運行時有一些盲點存在，如計畫一旦決定實施後，要恢

復其未實施前之樣貌往往必須耗費極大之成本，甚至到了無法回復之地步。於

此情況之下，即便少數反對者於下次選舉時取得多數地位，亦極難改變現狀
75
。

為了避免多數決定制的專政，保障少數人反映其意見之制度有其必要性
76
。此

外，憲法原則之一的民主國原則認為，所有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均須以國民全

體之意志作為其正當性基礎。且目前之代表制的現狀是民眾選出政治菁英為代

表，但也僅止於此，對於代表所決定之事務並沒有干預之權力
77
。在現行代表式

                                                
74
 戴秀雄，前揭文（註 4），79 頁。 

75
 陳愛娥，前揭文（註 1），45 頁。 

76
 阿部泰隆，前揭書（註 9），548 頁。 

77
 榊原秀訓「住民参加の展開と課題」收錄於室井力編『住民参加のシステム改革－自冶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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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體制之下，加入直接民主的民眾參與制度，於民主主義之保障觀點確有其

必要性。 

 

 

                                                                                                                                       

主主義のリリュ－アル』11 頁。 



 

 23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民眾參與之概念範疇民眾參與之概念範疇民眾參與之概念範疇民眾參與之概念範疇    

 

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需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理由，與兩種民眾參與制度之

法理基礎，既因社會現狀之需要與憲法之要求所生，此部分已由前二節加以說

明。於是，民眾參與之概念範疇應當如何？便成為需要釐清之部分。由於生效

要件為民眾參與制度相當重要之一環，因此本節欲由民眾參與之定義開始，進

一步對民眾參與之生效要件說明如下： 

 

一、民眾參與之定義 

 

所謂「民眾參與」定義應為何？學界至今仍並未有定論。惟各家學者對民

眾參與其定義雖有些微差距，但多大同小異。日本學者小高剛即認為民眾參與

為，受有政府行為影響的直接利害人團體，對於此政府行為自發形成一意見後，

將此意見組織後給予政府影響
78
。田村悅一則將民眾參與定義為，於於地方公共

團體營運中之諸過程中，確保民眾的發言權之組織與構造
79
。我國學者林明鏘則

認為民眾參與
80
為土地權利關係人、規劃區域居民、相關團體與社區得參與國土

規劃法令之制定與執行法律之過程
81
。 

 

二、民眾參與程序有效之要件 

 

執行時，為避免民眾參與制度流於形式，使此制度失卻原先設置此一制度

時欲達成之效果，則於制度設計時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一）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是民眾參與最基本的要件。當民眾藉參與程序參與政府行政時，

若政府不提供相關背景資料時，則民眾無從得知行政機關的進度與內容，自難

以對政府行政加以因應。無論參與程序之目的是保障民眾權益，亦或是提高行

政行為之正當性，在因民眾無法獲得資訊而無法提出具體意見的情況下，這些

目的終將無法達成。換言之，一旦決定實行民眾參與程序時，政府就應該儘可

                                                
78
 小高剛，前揭書（註 10），147 頁。 

79
 田村悅一『住民参加の法的課題』（有斐閣，2006 年）3 頁。 

80
 民眾參與的用語亦並未統一，英文之 public participation，中文可翻譯為民眾參與、公眾參與、

公共參與等。此處林教授原文使用的是公眾參與。 
81
 林明鏘，前揭書（註 7），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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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民眾相關必要之資訊
82
。 

 

（二）參與制度應有實質之影響力 

 

要使民眾參與制度所追求的目標被達成，則必須將制度設計為有機會對行

政決定產生一定且實質上影響力。無法對行政決定產生一定實質影響力，淪為

形式之民眾參與程序，則不能期待民眾會具有真正的參與熱誠，更無法期待民

眾對此形式上之參與具有信心，而捨棄其餘如自力救濟等表達意見的方式。因

此，參與制度若不能容許民眾透過此程序對行政決定具有一定之影響力，則實

際上可說毫無正面意義
83
。 

 

                                                
82
 陳愛娥，前揭文（註 1），48 頁。 

83
 陳愛娥，前揭文（註 1），49-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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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民眾參與制度的目的可分為保障民眾基本權利，與蒐集相關資訊、提高行

政行為的合理性兩者，因此民眾參與制度其中又可分為權利保障程序，與一般

參與程序兩種。因為參與理由不同，其參加程度之深淺與方式自應不同，參與

者對象亦應隨之有所區隔。 

 

權利保障程序的理論基礎源自於憲法原則中，基本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兩者。基本權保障可說是憲法中最重要之精神所在，除民眾在基本權被侵

害時得請求國家除去之，國家亦應主動建構一套制度保障民眾之基本權利；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加以進一步說明，此保障民眾權利之制度至少應包含受告知

權、聽證權、公正作為的義務與說明理由的義務等四個要素。 

 

一般參與程序的理論基礎則源自於憲法原則中的民主國原則。民主國原則

認為，雖然現代國家因為社會需求多採用代議民主制度，但國家主權屬於人民，

代議民主制度又有其缺陷，應建構適當之直接民主制度來確保國家統治之正當

性。 

 

憲法上對於民眾基本權利之保障與促進國家行政行為之正當性兩大要求，

可說是民眾參與制度被創設之原因。都市計畫之訂定為一行政行為，理應受到

此等憲法原則之拘束，訂定都市計畫時需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理由大致上可分

為三者： 

 

第一，計畫法對計畫的控制力有其侷限性。行政計畫之特色為其未來及目

標指向之特性，其內容僅要求手段工具的合目的性及客觀上的合理性，計畫擬

定者對於計畫內容有決定之空間，即所謂「計畫之形成自由」。為尊重計畫形成

自由，計畫法規必須避免對計畫詳細內容及使用之手段做詳細之規範，而是賦

予行政一裁量權自行裁定。當司法欲對計畫做管控時，則會因為計畫法規此種

特性，與計畫本身之專業性不免趨於形式審查。惟實際上確有對計畫做管控之

需要，因此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可作為一提高計畫程序

密度之方式。 

 

第二，擬定計畫時常遇到須調和計畫內各種不同利益後，方能作出計畫決

定之情況。計畫決定者作計畫決定時，若未能得知不同利益之存在，即難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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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之計畫決定為適當。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程序，則具有可

補充行政資訊之不足，增進都市計畫決定合理性等功用。且民眾若能於參與過

程中對於都市計畫有所暸解，後續實際執行都市計畫時即較不易遭受阻撓。 

 

第三，都市計畫於訂定時，將不可避免的會對計畫區域內民眾之財產權等

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造成一定影響。於訂定都市計畫時加入適當之民眾參與

制度，不但使民眾得以維護本身權益，亦可預防行政機關不當與違法行使裁量

權之行為。若行政機關濫用裁量權，而對民眾之基本權利有所侵害時，法院亦

可以此做為介入審理之著力點。如此方合於憲法中對於民眾基本權利保障之要

求。 

 

當確立都市計畫訂定程序須民眾參與制度後，接下來便該討論此制度為

何？目前學界並未對民眾參與有統一的定義，但不脫在政府於行政行為時，使

相關民眾得以發表意見之過程。雖憲法原則中之基本權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民主國原則中各以不同之面向，切入論述國家於進行行政行為時應有之作

為，進而發展出不同類型的參與程序。惟無論是何種參與程序，於制度設計時

均應包含資訊公開與參與制度應有實質之影響力兩要素，方能避免民眾參與制

度流於形式上的參與，而喪失民眾參與制度設置之本意。適當的民眾參與程序

亦應同時包含權利保障程序與一般參與程序，不應偏廢任何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