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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日本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方式分析日本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方式分析日本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方式分析日本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方式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都市計畫是為了促進都市有計畫且合理的均衡發展、改善民眾生活環境而

為之一種都市建設方式，實施時會對計畫區域內民眾的財產權，甚至於工作權

與生存權均有一定之影響。基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與行政機關為調和計畫中

各種不同利益而對相關資訊的要求，都市計畫於訂定時必須有一定的民眾參與

程序，使行政機關能夠蒐集計畫中之必要資訊、賦予民眾充分表達意見之機會，

提高都市計畫決定之合理性，避免行政機關在資訊不足之情況下，做出之計畫

決定有侵害民眾基本權利之虞。 

 

因此日本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了民眾參與制度，主要參與方式如同

第三章所述，為都市計畫法條文十六至二十一條所規範之公聽會、公開展覽、

意見書以及開放私人提出都市計畫之權限等程序。都市計畫訂定時，除應實行

都市計畫法上所規範之程序外，尚須履踐各地方自治團體以自治條例針對都市

計畫訂定過程所定之額外程序。訂定部份都市計畫時，尚需注意是否另有計畫

程序之特殊規範，若有，則須依此特殊規範訂定都市計畫。 

 

雖日本都市計畫法制中民眾參與制度由來已久，但制度運行之時並非全無

問題，隨著時代演進對於此制度之問題雖有改進之處，惟日本現行民眾參與制

度中仍然殘存部份尚未解決之問題。以下便由民眾參與制度相關學理作為出

發，敘述日本過往民眾參與方式之缺失，以何種方式改革缺失，以及日本民眾

參與制度未來尚待克服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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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過往過往過往過往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訂定訂定訂定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諸方式之缺失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諸方式之缺失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諸方式之缺失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諸方式之缺失    

 

日本都市計畫中之民眾參與制度如前章所述，在 1999 年地方分權法制定施

行以前，都市計畫屬中央管轄事務，地方自治團體對都市計畫並無權限另立規

範。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之民眾參與制度，僅有都市計畫法對公聽會、公開展覽、

意見書三者有所規範，另外計畫草案需經過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於部分

都市計畫的場合，除了前述需履踐之程序外，尚須符合其都市計畫草案應得計

畫範圍內地權者一定比例之同意等特殊規定。 

 

都市計畫法中規範之民眾參與程序流程大致如下：行政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得於草案擬定完成前，舉辦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草案擬定完畢

定案後，應將草案公告並公開展覽二週，民眾若對草案有意見，得以書面於公

開展覽期間屆滿前向行政機關提出；前述程序均完成後，都市計畫草案應連同

公聽會所募集之意見與民眾提出之意見書，一併交由都市計畫審議會審議；若

審議通過，都市計畫草案才會被核定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正式生效。 

 

以下便針對過往日本都市計畫法上規定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

度之一般性規範（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公開展覽、意見書、審議會）

分項敘述其缺失。 

 

一、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 

 

於日本 1968 年所提出之都市計畫法草案中，關於民眾參與制度的部份僅有

都市計畫草案擬定完畢後，需將此案公告並公開展覽二週，與民眾可於公開展

覽期間期滿之前，以書面向行政機關提出意見書兩者。都市計畫法草案中並無

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措施之設計。行政機關認為雖理論上設置公聽會、說明

會等讓民眾直接參與的制度有其必要，但於行政實務於都市計畫擬定時，舉辦

公聽會、說明會有其困難，故以提出意見書交由審議會參考是較為妥當的方式，

為制度如此設計之原因
118
。草案中此種制度設計於國會審議時，遭受到議員們

嚴厲的批評
119
，因此提出修正案，將於草案擬定完畢前，舉行公聽會等反映民

                                                
118

 整理自昭和 43 年 4 月 3 日第 55 回國會眾議院建設委員會會議錄第 10 號、昭和 43 年 4 月 17

日第 55 回國會建設委員會會議錄第 16 號建設大臣保利茂之發言。 
119

 批評的內容大致上為認為都市計畫對於個人的權益有直接的影響，必須建構一制度賦予民眾

發聲的機會，且法案中雖有公開展覽制度，但應公開展覽之內容全由政令決定且時間僅有兩

週，在沒有公聽會制度之下民眾是否能夠了解都市計畫案不無疑問等。 

 整理自昭和 43 年 4 月 3 日第 58 回國會眾議院建設委員會會議錄第 10 號佐野憲治委員、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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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意見措施，納入都市計畫訂定程序，成為民眾參與制度之一環。惟是否舉辦

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措施，其決定權交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此修正案最後

成為都市計畫法第十六條之規定：「都道府縣或市町村，於擬作成都市計畫草案

之場合，認為有必要時，為舉辦公聽會等反映居民意見，應採行必要之措施。」
120
。 

 

實務上所謂「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大多認為係公聽會與說明會

兩者。關於公聽會等相關會議之舉辦，應依照日本建設省於昭和 44 年（1969

年）公布之規定
121
辦理：公聽會原則上於都市計畫區域舉辦，舉辦前行政機關

必須將舉辦之必要項目（時間、地點、內容）公開，出席者欲提出意見時需事

前提出書面資料。議長得由都道府縣知事或是選定之行政機關職員擔任，且舉

辦公聽會前，須自欲提出意見之諸多民眾中選出公述人，由其代表全體民眾於

公聽會上闡述意見。會議進行時，議長有權進行採取維持秩序之手段，且應將

會議內容做成記錄並保存之。說明會之執行則相對之下簡易許多，原則上僅有

於市町村舉辦、舉辦場所應於居民容易聚集之處、時間地點等相關事項應公開

三項規則。一般而言，公聽會被認為是讓利害關係人發表意見的一種民眾參與

方式，為一種保障利害關係人權益的事前程序；說明會則僅側重於透過說明，

單純的讓民眾廣泛理解計畫內容而已。因此通常公聽會的程序會較說明會更為

複雜嚴謹。 

 

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其所欲達成之功用為將計畫資訊公開給民

眾知悉後，民眾可針對計畫發表意見。為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下，保障利害關係

人發言權之一種制度。此外，行政機關可藉此蒐集計畫相關資訊，作為日後調

和計畫中不同利益之參考。但日本實務上認為，需要以公聽會反映民眾意見之

都市計畫，僅有區域劃分都市計畫、進行全盤調整原有地域地區制之都市計畫，

與道路網之再檢討之都市計畫三者
122
。且都市計畫法第十六條規定公聽會等反

映民眾意見之措施由行政決定是否舉辦，即代表行政機關決定不舉辦公聽會／

說明會並未違法。 

 

由都市計畫一旦核定實施後，便對計畫區域內之土地所有權人產生影響觀

                                                                                                                                       

43 年 4 月 17 日第 58 回國會眾議院建設委員會會議錄第 16 號井上普方委員之發言。 
120

 此為昭和四十三年版之都市計畫法條文，現今日本都市計畫法第十六條於其後修法增加了二

項與三項，惟一項之基本精神並無不同。 
121

 住田昌二「都市計画における公聴会」都市問題 68 卷 10 号（1977 年 10 月）25 頁。 
122

 石田頼房「都市計画行政における公聴会等」都市問題 68 卷 10 号（1977 年 10 月）14-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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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觀之，理應各種類型之都市計畫均有舉辦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措施之需

要，而非日本實務上認為僅有前文所述三種都市計畫方需舉辦公聽會即足夠。

在行政機關具有裁量權可決定是否舉辦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而非強

制舉辦之情況下，有使原先設置此措施所欲達成之目的淪為空談，都市計畫相

關資訊不足以讓民眾得以充分理解，行政機關亦無法從中蒐集調和各計畫利益

所必須之資訊，致使所擬定之草案可能會有瑕疵。因此，雖日本都市計畫法最

後將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納入都市計畫訂定程序，成為民眾參與制度

的一部分。但是否舉辦之決定權掌握於行政機關的裁量，此點成為公聽會／說

明會制度首要為人所詬病之處。 

 

而即便行政機關於擬定都市計畫草案時舉辦了公聽會／說明會，仍然會產

生下列問題： 

 

（一）公聽會／說明會之舉辦時機為擬定都市計畫草案時之最終階段 

 

日本都市計畫法第十六條條文僅規定，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措施應於草

案擬定完成前舉辦，卻未規定須於草案擬定階段中何種時點舉辦，造成實務上

往往於草案已幾近完成階段時，方舉辦公聽會／說明會。以東京都修改地域地

區都市計畫時擬定都市計畫草案過程為例，於草案擬定過程雖有舉辦公聽會，

但其舉辦之時機為草案已近擬定完畢快定案時
123
。在草案已幾近完成之階段方

舉辦公聽會／說明會，民眾欲以此措施對計畫案加以修改時，即有欲修正已大

致底定之計畫案有其困難，致使公聽會／說明會原有之功能難以發揮之缺點。

因此住田昌二教授便主張，如果能於計畫草案擬定初期便舉辦公聽會，便能賦

予民眾修正都市計畫草案的機會，同時於計畫擬定階段不應限定公聽會的舉辦

次數，如此方能避免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淪為形式上的民眾參與。 

 

（二）公聽會／說明會成為形式化的民眾參與方式 

 

由於實務上認為僅有擬定三種都市計畫（區域劃分、全盤調整與重新劃分

原有地域地區制與道路網之再檢討）時，需舉辦公聽會／說明會來反映民眾意

見，其他都市計畫有舉辦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措施之需求時，行政機關依照

行政實務裁量不舉辦雖未違法，卻會使當初設置此制度之立法理由形同具文。 

 

                                                
123

 石田頼房，前揭文（註 122），16 頁。 



 

 53 

而且於進行公聽會時亦並未讓每位民眾均有個別發言之機會，而是集結都

市居民各界代表後，由行政機關選出的公述人代表民眾發言。公聽會的舉辦僅

止於行政機關與公述人朗讀兩方意見完全沒有任何討論，更遑論達成調整計畫

中各種利害關係之功能，僅為形式化之民眾參與
124
。 

 

（三）對於公聽會／說明會上民眾提出意見之處理方式 

 

由於公述人為自民眾之中挑選出來擔任發表意見之角色，因此將其提出之

意見視為民眾提出之意見或無不可。但對於公述人於公聽會中所提出之意見，

行政機關並無回答的義務。由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觀點觀之，行政機關無需

回復民眾所提出之意見，不但無法落實賦予民眾之聽證權保障外，由於舉辦公

聽會／說明會的時機往往為都市計畫草案已幾近定案的階段，因此公聽會上所

反映的意見大多對計畫草案有所質疑，但行政機關僅須將意見的要旨彙整後於

審議時提出即可，民眾無法藉提出意見獲得行政機關對草案加以進一步說明之

機會。而這些提出之意見於審議時亦僅供參考，審議會擁有是否採用意見之決

定權
125
。於意見未被採納的場合，民眾亦無從得知不採用之理由為何。 

 

總而言之，雖日本都市計畫法中有舉辦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措施之設

計，但由於條文賦予行政機關可自行決定舉辦與否之裁量權，再加上行政實務

上執行上的諸缺失，使得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在日本並無法完全發揮

其原先應有之功用。 

 

二、公開展覽 

 

由於日本都市計畫法中未將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列為計畫擬定

時之必經程序，因此公開展覽可說是日本都市計畫法所明定的都市計畫訂定程

序中，唯一能使民眾知悉計畫內容的資訊公開方式，為民眾參與程序中甚為重

要的項目。關於公開展覽相關規定規範於日本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都道府縣

或市町村，於擬決定都市計畫時，應事先依國土交通省令規定公告其意旨，並

將該都市計畫草案，自該公告之日起公開展覽二週」。因此，日本於都市計畫草

案擬定完畢後，應將相關都市計畫文件書類公開展覽二週使民眾知悉。雖公開

展覽不像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措施舉辦與否得由行政機關裁量，為計畫訂定

                                                
124

 住田昌二，前揭文（註 121），27 頁；石田頼房，前揭文（註 122），16 頁；兼子仁『行政法

と特殊法の理論』（有斐閣，1989 年）229 頁。 
125

 石田頼房，前揭文（註 122），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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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必經程序，但公開展覽於實際執行上仍有以下受人批評之處： 

 

（一）公開展覽時間過短 

 

1968 年審議都市計畫法草案時，便有議員對公開展覽的期限是否僅需兩週

即足夠提出質疑。法案中雖有公開展覽制度，但公開展覽之內容需至何種程度

全由政令決定且時間僅有兩週，在沒有公聽會制度之下，民眾是否能夠了解都

市計畫案抱持著存疑態度
126
。都市計畫為專業性高之事務，於未獲得行政機關

對於草案加以說明，公開期間又僅有兩週的情況之下，民眾能否於短時間內理

解計畫草案，或是時間是否足以使民眾尋求具有專業知識者協助理解都市計畫

草案均不無疑問。 

 

惟即便行政機關於草案擬定完成前舉辦了公聽會，其說明的是尚未定案的

草案，與公開展覽的是已定案之草案有所不同，在內容上可能會有出入。且行

政機關不具有回答民眾提出意見之義務，民眾對草案有所疑問時，能自其中獲

得答案之機會亦不高。因此縱使於公開展覽前已舉辦公聽會等措施，公開展覽

時間僅有兩週仍然似嫌稍短。 

 

此外，實務上公開展覽往往須配合公開展覽場地的開放時間，因此常有民

眾於下班時間與週末假日欲前往閱覽公開展覽時，卻發現未開放之情形。且此

種遇到休假日而未開放時，依然算在應公開展覽的「二週」內，使實質被公開

展覽的時間較二週更短。 

 

（二）民眾不易得知計畫已被公開展覽 

 

雖然行政機關為了使民眾知悉計畫的進行，而有刊載於自治體公報、公告

於行政機關內的公告欄等公開展覽方式。但一般民眾基本上不可能察覺計畫已

經被公開展覽，作為公告週知的措施可說十分的不充足
127
。 

 

（三）計畫被公開展覽的內容不易使民眾理解 

 

即使民眾知悉並前往閱覽公開展覽之計畫草案，惟公開的資料中充滿艱澀

                                                
126

 整理自昭和 43 年 4 月 17 日第 58 回國會眾議院建設委員會會議錄第 16 號井上普方委員之發

言。 
127

 阿部泰隆『国土開発と環境保全』（日本評論社，1989 年）3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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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用語，致使能夠理解這些資料的民眾微乎其微，縱使民眾欲將資料攜出

仔細研究，亦無法獲得複印資料的機會
128
。且公開展覽時其內容並無計畫相關

附屬資料，民眾無法自公開展覽中得知計畫訂定之理由，難以對計畫內容做出

評論。 

 

雖然公開展覽是日本都市計畫法明文規定應被履踐之程序，但於制度設計

時將公開展覽時間設計的太短，執行上又有民眾不易得知計畫已被公開展覽等

問題存在，致使於都市計畫訂定過程雖應全面執行公開展覽措施，但仍沒有達

到其原先欲達成之功效。 

 

三、意見書 

 

意見書是於日本都市計畫法所規定之民眾參與方式中，最能直接反映民眾

意見之方式。日本都市計畫法中對於提出意見書的規定為，相關居民及利害關

係人，得於公開展覽二週期滿前，對於公開展覽之都市計畫草案，以書面向作

成計畫草案之行政機關提出意見書（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二項）。而意見書制度

的問題點如下： 

 

（一）若居民未能理解都市計畫案則無法提出意見書 

 

意見書的提出與民眾是否能夠自公聽會或是公開展覽等先行程序中理解都

市計畫草案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且由於提出意見書之期間為都市計畫公開展

覽二周內，若民眾未能自此等先行程序中充分了解計畫草案內容，則要民眾對

計畫內容提出意見書則無異緣木求魚。如同前文所述，都市計畫乃為具有專業

性之事務，非計畫專業的一般民眾要在短時間內，對計畫十分了解且準備意見

書甚為困難。因此公開展覽等資訊公開之先行程序，可謂影響意見書能否發揮

功效之關鍵，當先行程序效果不彰時，會連帶使意見書無法達成其應有之功能。 

 

（二）僅有反對者會提出意見書，不具調和計畫利益之功能  

 

意見書措施之設計為個人自行提出意見書，其本質僅具片段的個人意見而

無民眾間的相互討論，在調和計畫中不同的利益作用方面成效不彰。又基於人

類的行為心理學，遇到對自身不利的事項大聲疾呼，反之則緘默不語為人之常

                                                
128

 阿部泰隆，前揭書（註 127），3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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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行政機關僅依賴意見書收集資訊則可能失其偏頗，作為收集資訊的措施亦

無法十分達到其效用
129
。 

 

（三）行政機關對意見書沒有答覆的義務 

 

都市計畫法中有讓民眾提出意見書，表達對計畫草案意見之措施。惟並未

對行政機關設有回覆義務，行政機關僅須將意見彙整後，於都市計畫審議時提

出作為審議時的參考即可。無論意見採納與否，行政機關均無向民眾回覆之必

要。民眾無從得知自己的意見是否被採用，若意見未被採用，民眾亦無從得知

未採用之理由。如此將使意見書僅止於居民單方面表明其意見，淪為行政機關

宣示其程序正當性之方式
130
。 

 

意見書亦為日本都市計畫法中明文規定於都市計畫訂定過程中需履踐之程

序，惟其執行上受到民眾是否能在先行程序（公聽會、公開展覽）中充分理解

都市計畫之限制，又有行政機關對於意見書沒有回覆的義務等問題，仍有無法

完全達成其應有效用之虞。 

 

四、審議會 

 

在日本，無論何種類型的都市計畫，於計畫決定前，均須送交都市計畫審

議委員會進行都市計畫審議，各都道府縣與市町村亦應為此設立都市計畫審議

委員會（都市計畫法第十八、十九條）。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可說是決定都市計

畫草案是否能夠通過的關鍵，其存在之理由並不單純為確保行政過程中之民主

統治性，而兼具了導入專業知識、調整計畫中各種利害關係、確保最終決定為

公正之功能
131
。也因其具有此等功能，審議會的成員組成多為行政機關職員與

具有專業知識者。審議會經實質審查後所做成的決議，並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左

右的餘地。由於審議會成員亦為民眾之一員，因此被認為屬於民眾參與間接方

式之一種。關於審議會運行之缺失如下： 

 

（一）審議會成員的組成 

 

                                                
129

 阿部泰隆，前揭書（註 9），。544 頁。 
130

 佐藤岩夫，前揭文（註 20），418 頁；西田幸介，前揭文（註 20），174 頁；阿部泰隆，前揭

書（註 127），358 頁。 
131

 豊島明子，前揭文（註 25），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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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審議會具有導入專業知識與對計畫做出公正的決定等功能，理應以公

正原則來選擇審議會成員，但由於委員的選擇權在於行政機關手中，許多時候

選擇審議會成員時，不乏以是否能夠配合替行政背書，以個人的黨派立場作為

選擇標準的例子。即便審議委員組成中或有「公益代表」一項，亦不乏以業界

代表作為公益代表的例子。如此選擇出的審議委員會成員，是否真能代表「公

益」發言，做出公正合宜的計畫決定，向來為人所詬病
132
。 

 

（二）資料龐雜，審議時間不足 

 

都市計畫所牽涉到的事務繁雜，審議時僅能依賴行政機關給予的背景資

料，行政機關蒐集之資料是否完善不無疑問。但審議會委員要在審議前將資料

全數閱讀完畢即已十分吃力，遑論自行去調查蒐集相關資料。且審議會開會時

間有限，常有審議前結論便已決定的情況
133
。 

 

（三）審議會會議紀錄不公開 

 

資訊公開為民眾參與制度生效的前置要件之一，其作用在於使民眾通盤理

解計畫內容後，能夠對計畫內容提出相關建議以及表達是否贊成計畫之立場。

由憲法中對於民眾基本權利保護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觀之，提供民眾一定之

資訊為國家之義務，且須確保民眾得以平等的接近這些國家資訊。 

 

有鑑於此，日本亦訂定了資訊公開相關法律。但日本之資訊公開制度一向

有地方較中央積極之傾向。在資訊公開法訂定之前各地方層級以自治條例自行

訂定資訊公開條例之例子不勝枚舉，至 1998 年 4 月，日本全國都道府縣均已訂

定條例規範資訊公開之相關事項。中央政府則遲至 1998 年橋本內閣方完成「資

訊公開法草案」送交國會審查，並於 1999 年 5月通過，2001 年開始實施
134
。 

 

於都市計畫事務方面，都市計畫決定做成後必須要另外公告方會生效（都

市計畫法第二十條），但實務上公告時僅須公開都市計畫決定之意旨，都市計畫

審議委員會的審議紀錄不在需公開之範圍內。這造成了民眾無從得知都市計畫

                                                
132

 田中二講「審議機關と住民参加」收錄於自治大学校研究部編集『住民参加と行政』（第一

法規，1976 年）67 頁以下；豊島明子，前揭文（註 25），198-200 頁；椎名慎太郎『行政手続

法と住民参加』（成文堂，1999 年）102 頁；田村悅一，前揭書（註 79），90 頁。 
133

 椎名慎太郎，前揭書（註 132），102-103 頁。 
134

 林素鳳「日本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制」月旦法學雜誌 62 期（2000 年 7 月）57-61 頁。 



第四章 日本都市計畫中之民眾參與方式分析 

 58 

草案被通過之理由，予人黑箱作業之感覺。 

 

關於此點，不僅日本學界有這樣的看法，於司法實務上亦有數件相關案例

可尋。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當屬埼玉縣資訊公開訴訟事件（浦和地方裁判

所昭和 59 年 6月 11 日判決）。本件判決的背景是埼玉縣欲於其縣內富士見等三

市內設置焚化爐，而擬定了相關都市計畫草案並通過審議。居民依埼玉縣資訊

公開條例規定，向縣政府申請公開審議會會議紀錄中，關於行政機關對於本件

都市計畫之說明，惟縣政府認為本件審議紀錄符合埼玉縣行政資訊公開條例第

六條二項一號所稱「公開後會對行政公正或執行有明顯危害之資料」，故對於民

眾之申請作成不予公開之行政處分。居民不服此項行政處分而提起訴訟。 

 

行政機關認為都市計畫審議會會議紀錄為「公開後會對行政公正或執行有

明顯危害之資料」之理由主要有三：一、審議時向相關居民及參考人徵詢意見

時，於陳述意見時其認知的前提是會議是不公開的，若事後將會議紀錄公開，

則會違反這些相關人等原有的認知而有所不妥，故符合「公開後會對行政公正

或執行有明顯危害之資料」之定義；二、審議會的委員主要由相關行政機關職

員、市町村長代表及縣議員等所組成，若將審議會會議紀錄公開，這些委員會

遭受對立政黨甚至是自身所屬政黨的批判攻擊，而無法表明公正的意見；三、

縣審議會所做成的會議紀錄並非基於法律或條例而做成，其性質僅止為審議會

的內部資料，不具有公開的義務。 

 

面對行政機關提出的理由，法院於審理時有不同的看法如下：一、會議不

公開的理由是使出席會議者能在不受旁聽者壓迫下專心審議案件，和會議紀錄

應公開的理由並沒有衝突，因此會議不公開故會議紀錄亦應不公開的立論不能

成立；二、資訊公開條例制定時的原則是舉凡以「文書紀錄」形式存在的資料，

除非法律或條例有規定其毋須公開者皆須公開。毋須公開的資料範圍須從嚴解

釋，本件會議紀錄未有法律或條例規定其不需公開，僅由其作業規則表明無須

公開，不能稱為符合該當資訊公開條例中不公開資訊之要件；三、都市計畫審

議委員會負責審議都市計畫，可預期會牽涉到相當複雜對立的利害關係，而審

議會於審議時，應本於民眾的意思作為其審議根據，因此將審議中的意思形成

過程適當的資訊公開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審議會具有改善行政機關腐敗、

專權而和民眾意見相左的功能。由此觀點觀之，將審議會會議紀錄公開，方合

於資訊公開條例的制定理念，為實踐憲法中地方自治理念的基礎。因此此判決

認為行政機關不公開會議紀錄的行政處分為一違法的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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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判決為日本民眾依資訊公開條例對行政機關提出訴訟的首件案例。此

判決出爐後其對於何為「公開後會對行政公正或執行有明顯危害之資料」的闡

釋，亦成為往後解釋資訊公開條例中不公開事由的解釋運用基準
135
。由此判決

主文可知日本的司法實務認為，都市計畫審議會之會議錄，若非具有法律或條

例明文規定其不公開者皆應公開之，和行政實務上的作法顯然有明顯落差。 

 

雖任何都市計畫，均需經由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此第三機關審議，確保都

市計畫核定為一公正公平之決定，惟受上述問題之限制，使得審議會是否能達

成原先欲有之功效備受爭議。 

 

綜上所述，日本雖於 1968 年制定新都市計畫法後，在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

正式加入了各式民眾參與制度，但由於制度設計不良與執行面未能落實之因，

致使民眾參與制度未能發揮其原有之功效。於日本各地的都市計畫訂定時爭議

頻傳，各種民眾運動層出不窮，造成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 

 

                                                
135

 自由人権協会『情報公開条例の運用と実務（上）－情報公開法案と情報公開条例－』（信

山社，1999 年增補版）92-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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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訂定訂定訂定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諸方式之改進程序中民眾參與諸方式之改進程序中民眾參與諸方式之改進程序中民眾參與諸方式之改進    

 

雖日本現行都市計畫法中已對舊都市計畫法中完全沒有民眾參與制度之問

題加以修正，以法律明文規定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公開展覽、意見

書以及都市計畫審議會四種方式作為民眾參與之方式。但於制度設計與實際執

行時，有資訊不夠公開等前節所述之眾多問題，致使民眾參與制度成效不彰，

因此日本試圖以修法對民眾參與制度中的問題加以改善。 

 

日本的新都市計畫法自 1968 年制定實施已來已歷經近半世紀，中間歷經多

次修法，於民眾參與制度方面亦有重大變革之處。關於民眾參與制度的修正主

要可分為都市計畫法條文的直接修正，與地方分權後各地方自治團體以條例自

行規範兩種模式，以下便將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的變革依此兩種

模式分類敘述之： 

 

一、以法律對民眾參與制度有所加強者 

 

（一）資訊公開 

 

過往日本於都市計畫訂定時，資訊公開的方式主要為公開展覽制度。但雖

有公開展覽制度，公開展覽的書類文件僅限於都市計畫草案的書面文件與圖

樣，而未及於為何都市計畫必須依照草案進行之理由。此問題造成雖有公開展

覽，但民眾並不容易藉由公開展覽理解行政機關擬定此都市計畫草案之用意為

何，不易達成公開展覽原有之功效。 

 

日本於 1999 年制定地方分權法進行地方分權改革後，地方公共團體的自主

權擴大，民眾對於參與都市計畫的要求亦逐步提升。民眾參與制度與都市計畫

程序的正當化與透明化成為都市計畫修正的必要之務
136
。有鑒於都市計畫法規

範之既有公開展覽制度應公開內容有所不足，有無法有效使民眾理解都市計畫

草案之缺失，2000 年修正都市計畫法時將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一項修正為，公

開展覽都市計畫草案時，應將附添記載擬決定該都市計畫理由之書面一併公

開，且須按此都市計畫草案執行之理由必須詳盡，而非一兩句即可完事
137
。 

 

                                                
136

 整理自平成 12 年 4 月 5 日第 147 回國會參議院建設委員會會議錄第 8 號參考人小林重敬之

發言。 
137

 整理自平成 12 年 4 月 14 日 147 回國會眾議院建設委員會會議錄第 9 號末松義規委員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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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為民眾參與制度運行的基本要件，當資訊被公正客觀透明的被公

開時，居民才有辦法依此監督行政機關的行政，與對行政機關的行為做出適當

的評論
138
。過往行政機關於公開展覽時，無須說明為何都市計畫應依照擬定之

草案進行，以資訊公開的觀點觀之，不公布理由則造成民眾不易理解都市計畫，

對計畫無法理解或是理解錯誤，則連帶影響後續程序（如意見書）的成效，於

計畫實際執行時亦容易遭受民眾的反彈。2000 年修法後將條文修正為公開展覽

時，須將必須按都市計畫草案訂定都市計畫之理由一併公開，可使民眾對於都

市計畫草案有更進一步之了解，對於改革過往公開展覽制度不易使民眾理解其

內容之缺失有其正面意義。 

 

（二）都市計畫提案權限之擴充 

 

過往日本訂定都市計畫之計畫權限由行政機關獨占，以國家高權訂定計畫

後實行之。但由於社會情勢的變遷，於民眾對於民眾參與制度的要求日盛，亦

有必要活化各地域獨有的特色，導入民間特有的創意之下，於 2002 年都市計畫

法修正時，創設了都市計畫的民眾提案制度。祈冀藉由民眾自初期便參與計畫

形成的情況下，能夠達到對景觀有更完備的保存、都市計畫可被更加落實等功

效。2006 年再次擴大提案制度，將與社區營造相關的非營利組織納入可提案的

範圍。 

 

現行日本的都市計畫提案制度主要規範為：位於都市計畫區域或準都市計

畫區域中一定規模以上之土地區域，其範圍內具有相關土地權利者或是從事推

展都市建設活動為目的之非營利事業等，得獨自或數人共同對都道府縣或市町

村提案申請都市計畫之決定或變更（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一條之二第一、二項）。 

 

當私人提出都市計畫案時，應檢附有關該提案都市計畫之草案，且該計畫

提案之都市計畫草案內容，應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規定之都市計畫相關基

準。此外，提案權者於提出計畫草案前，應徵得該計畫提案之都市計畫草案對

象之土地區域內土地所有者等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一條之

二第三項）。 

 

開放民眾自行提出都市計畫案，等於讓民眾有機會從計畫案之始便參與整

個計畫的進行，地區民眾可針對本地區有需要之處來打造都市計畫，為使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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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村悅一，前揭書（註 79），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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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參與都市計畫之重要方式。 

 

二、各地方自治團體以自治條例補充原有法定程序者 

 

日本於二次大戰時維持高度中央集權的狀態。戰後 1946 年公布新憲法，

1947 年與地方自治法同時施行，新憲法第八章雖明文保障地方自治，但基本上

就體制而言，地方公共團體為附屬於中央政府的下層機構，不但必須承辦中央

機關委任事務，且不得拒絕內務省之指揮監督
139
，故地方分權改革案通過之前，

體制上日本仍為中央集權之國家。長期中央集權體制造成的政治腐敗、地域特

色的消失、地方自治制度有名無實等問題，造成進行地方分權改革的呼聲日益

升高。因此日本於 1993 年 3 月國會通過地方分權決議後，積極展開地方分權改

革，於 1995 年訂定「地方分權推進法」，其後歷經多次確立具體方針，1999 年

7 月 8 日通過「地方分權法」（平成 11 年法律第 87 號），使日本由中央集權體

制正式轉變為地方分權體制。隨著地方分權法的訂定，都市計畫法及其他相關

聯法律亦一併做了修正。 

 

地方分權法制定後對都市計畫影響最重大之問題是，都市計畫由國家事務

改變為地方自治事務後，地方公共團體是否能以自治條例對地方自治事務有所

規範？這個問題於地方分權法案於國會中審議時即被多次提出討論，國務大臣

小淵惠三認為在不違背法律的情況下，地方公共團體可以以條例規範地方自治

事務。於都市計畫之場合，是否得以條例對都市計畫程序加以具體化，甚至規

定較都市計畫法中更嚴格的程序？關於此點，當時之建設省都市局長山本正堯

於 2000 年 5月 27 日於國會答覆時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為此法案舉辦公聽會時

公述人之一的阿部泰隆教授亦認為，以尊重地方自治事務自主性之觀點觀之，

應有肯認之必要。因此於地方分權改革後，地方應可自主制定條例對本地之都

市計畫程序做更嚴格之規範。至 2000 年都市計畫法修正時，確立都市計畫法中

所規範之程序（公開展覽、意見書、審議會之審議等）為權利保障所需最低限

之程序
140
。由於各地特性不同，故在不違反現行法律之下，於地方公共團體認

有必要之時，可自行訂定自治條例，於對都市計畫法中所規定的都市計畫程序

外，課予行政機關舉辦其他必要措施之義務（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之二）。因此，

各地自治團體針對都市計畫訂定程序所制定之各種自治條例，便成為充實現行

都市計畫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之主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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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光輝，前揭文（註 114），110 頁。 
140

 整理平成 12 年 5 月 11 日第 147 回國會眾議院國土‧環境委員會會議錄第 15 號國務大臣中

山正暉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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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背景下，許多自治團體均有制定自治條例，對都市計畫訂定程序課以

都市計畫法規定外之規制，雖然大多數自治團體所訂定之自治條例，對於都市

計畫訂定程序並未有太多與都市計畫法規範不同之變革，甚至幾無對都市計畫

法中規定有所變更。但還是有部分自治條例對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作出較為嚴謹

的規範，譬如神奈川大磯町於 2001 年制定社區營造條例等相關自治條例，其中

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加入許多都市計畫法所無之限制，可說是運用自治條例將

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做出一定程度的加強之典型範例。因此接下

來便將以神奈川縣大磯町的都市計畫訂定程序為例，說明地方自治團體如何運

用自治條例補充民眾參與制度。 

 

大磯町於訂定都市計畫時仍依都市計畫法中所規定之基本流程進行：1、擬

定都市計畫草案；2、舉行公開展覽等相關法令規定之程序；3、送都市計畫審

議委員會審議。其與都市計畫法中規範程序基本架構並無太大差異，但不同之

處在於各流程中較都市計畫法規範者有更細緻的規定，以下便分項說明之。 

 

（一）都市計畫草案擬定程序 

 

都市計畫法對於草擬都市計畫時應有之程序規範，僅止於於行政機關認為

有必要時，應舉辦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都市計畫法第十六條）。而在

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中對於都市計畫草案擬定程序有更嚴謹之規定如下： 

 

大磯町於擬定都市計畫草案時，為使民眾能夠參與，町長需採行舉辦懇談

會等反映町民意見之措施。當町長於欲作成都市計畫草案時，應公告其意旨，

並將該都市計畫初步草案，及附添記載擬決定該都市計畫草案理由之書面，自

該公告之日起公開展覽四週，且應舉辦說明會等必要之措施使民眾週知（大磯

町社區營造條例第十八條第一、二、三項）。公告其意旨後，町民得於公開展覽

期間屆滿之日前，對此公開展覽之都市計畫草案向町長提出意見書，町長對所

提出之意見書應作成回答書，並將回答書另行公告之，自該公告之日起公開展

覽二週（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第十八條第四、七項）。此外，當居民提出申請舉

辦公聽會並符合舉辦公聽會要件時，町長應舉辦公聽會（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

第七條第八項、十八條五項）。 

 

（二）都市計畫草案擬定後計畫核定前之應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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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都市計畫法規定，都市計畫草案擬定定案後應公開展覽二週，民眾可

於公開展覽期滿前，以書面向行政機關提出意見書（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而

大磯町町長欲依草案核定都市計畫前，應公告其意旨，並將該擬定完畢之都市

計畫草案，及添附記載擬決定該都市計畫理由之書面，自該公告之日起公開展

覽四週，並舉辦說明會（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第

二十四條一項）。町民對都市計畫草案有意見者，可於公開展覽期滿之日前，向

町長提出意見書。又，町長對於提出之意見書亦應作成回答書並另行公告之，

自該公告之日起公開展覽二週（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大磯町社區營造

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三項）。以上程序均完備後，町長需將都市計畫草案，與

草案擬定程序中與草案擬定後計畫核定前民眾提出的意見之要旨，一並送交大

磯町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第

十八條六項）。 

 

大磯町都市計畫訂定程序與都市計畫法中規定之程序最大的差異點在於早

期參與及回答義務兩點。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明文規定，大磯町於擬定都市計

畫草案階段，需舉辦讓民眾能夠對了解草案與草案表達意見的機制（說明會／

公聽會、公開展覽、意見書）。民眾於草案擬定階段即可參與，行政機關可藉由

讓民眾參與蒐集資訊對草案加以修正。行政機關對於民眾提出之意見需加以回

答並公開，能使民眾對於草案有更進一步的理解。至草案定案後送審議前再次

進行民眾參與，可使行政機關不致因溝通不足誤解民眾提出之意見，確保草案

的正當性。 

 

至於各項民眾參與制度之措施實際該如何執行，於大磯町制定之相關條例

中亦多有加以規範，以下便分項說明： 

 

（一）早期參與措施與資訊公開（公開展覽、意見書、網路公開） 

 

為反映民眾之意見，町長需舉辦懇談會、設置相關委員會等措施（大磯町社

區營造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因此大磯町於此方面，採行了許多都市計畫法中

未出現之方式，如町民對話集會、工作坊
141
等等。透過此等措施，民眾可得知計

畫可能資訊而反映意見，行政機關可藉由此種於計畫案之前與民眾的對話，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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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請參照大磯町 政策‧まちつくり網頁（查閱日期：2009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town.oiso.kanagawa.jp/machizukuri/machizukur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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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意向與蒐集相關資訊後，再行擬定計畫草案。 

 

於資訊公開部份，除了以傳統方式公告外，實務上亦充分運用了網路沒有時

間與物理上之限制的特色，大量使用網路作為公開展覽與公告的方式。大磯町並

非唯一將網路運用於資訊公開之地方自治團體，於資訊公開實務上，網路已成為

日本各地方公共團體普遍使用之方式。除用來作為資訊公開的方式外，部分地方

公共團體亦將其運用作為募集居民意見之方式，如大磯町的社區營造意見箱、神

奈川縣藤澤市的市民電子會議室
142
。 

 

（二）公聽會 

 

大磯町將都市計畫公聽會依召開事由不同，分為基本計畫公聽會、都市計

畫公聽會及開發事業公聽會三種公聽會。召開之時機依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實

行細則第八條規定分別為：1.基本計畫公聽會：多數者基於同一趣旨要求舉辦

公聽會時，或提出申請之內容經認可為基本計畫之根幹時；2.都市計畫公聽會：

於作成根幹都市計畫或重要廣域都市計畫草案過程，認為有必要時，但神奈川

縣作成決定之相關案件不在此限；3.開發事業公聽會：依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者。 

 

又，町長於舉辦公聽會前，應將相關事項（地點、日期等）於公聽會舉辦

之日前二週公告之（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至於得出席公聽會

並陳述意見者，基本上限制為於町內居民，但町長若認為有必要時可為例外（大

磯町社區營造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一條）。欲於公聽會上陳述意見者，必須先行將

連絡地址、姓名及意見要旨以書面向町長提出。當多數人欲為陳述同一意旨時，

町長得選出一名公述人代全體陳述之（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

條）。於公聽會結束後，公聽會之議長應作成公聽會會議紀錄，另外町長應將公

聽會之要旨於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時提出供審議參考（大磯町社區營造條

例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第十八條第六項）。 

 

（三）都市計畫審議會之成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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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請參照大磯町 まちづくりの箱網頁（查閱日期：2009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town.oiso.kanagawa.jp/information/mail_form/mati_hako/mati_hako.html 

 藤沢市市民電子会議室インデックスページ（查閱日期：2009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city.fujisawa.kanagawa.jp/~de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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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磯町於 1970 年制定之都市計畫審議會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大磯町都市

計畫審議委員會委員由專家學者、町議會議員、相關行政機關職員與町長認有

必要為委員者等，一共十三人，委員的選拔方式由町長指定。與過往都市計畫

審議會的成員組成基本上並無太大差異。 

 

惟雖大磯町對於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的成員組成與成員選拔，和都市計畫

法規範並無多大差異，但其他地方自治團體不乏於審議委員之組成選拔方面有

其他不同之規定的例子。以前章所提到之國分寺市為例：其都市計畫審議會委

員組成為具有學識經驗者八人、市議會議員六人及由公開募集選出之居民兩人

（國分寺市都市計畫審議會條例第三條）。公開募集的定義則為，以居住者等條

件為最低門檻，且至少於一般報刊登載消息來廣泛的募集適合者，不以選拔而

是以抽籤或書面審查選出人選
143
。這和過往審議委員均由行政機關指定，僅有

行政機關職員與學者專家得成為委員，委員的選拔基準亦不公開之情形有相當

大的不同。 

 

以民眾直接成為審議委員的方式，使民眾參與都市計畫草案之決定，不但

有資訊透明化的功效，更符合前章所述「應有實質之影響力」此一使民眾參與

制度有效之要件。 

 

而審議會於審議時，對於民眾所提出的意見書該如何處理？觀察現有各級

都市計畫審議會所公開之會議記錄，可發現日本現行的處理方式，主要是審議

委員以類似質詢之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對此作出適當的說明後，由各委員自行

判斷是否接受，以投票表決的方式決定是否通過都市計畫草案
144
。 

 

三、小結 

 

綜合本節前文所述，可將日本現行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分為草案擬定

階段、草案定案送審議前階段、審議階段與審議完畢核定都市計畫四個階段：

在草案擬定階段的民眾參與方式可分為都市計畫法中所規範的私人提案權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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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豊島明子，前揭文（註 25），200 頁。 
144

 如埼玉縣富士見市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於平成 20 年 10 月 29 日針對富士見地區計畫變更案

等所進行審議之過程。本件都市計畫草案於公開展覽時有民眾針對高度限制問題提出意見書，

於審議中便有委員認為現有之都市計畫草案無法適切解決此問題，傾向於否決此草案。 

平成 20 年度第 2 回富士見市都市計画審議会会議録

http://www.city.fujimi.saitama.jp/shingi/data/19/k0706.pdf （查閱日期：2009 年 7 月 10 日） 

富士見市官方網頁：http://www.city.fujimi.saitama.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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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公聽會等反應民眾意見之措施外，地方自治條例有要求舉辦公開展覽、公

聽會、說明會等額外規範；於草案定案送審議前階段則除了都市計畫法所規定

之公開展覽與意見書之外，地方自治條例亦有延長公開展覽時間、意見書的回

覆義務等規範；在審議時有地方自治條例規範了都市計畫法所無的審議委員組

成，可是民眾進入參與審議過程；最後審議完畢後民眾可要求行政機關公開審

議會紀錄。（詳下圖三）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日本現行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流程圖日本現行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流程圖日本現行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流程圖日本現行都市計畫中民眾參與制度流程圖    

 

面對新都市計畫法制定以來民眾參與制度的種種問題，日本加以改進的方

式主要可分為直接修法改正都市計畫法，與各地方公共團體以自治條例對制度

加以進一步規範兩種。都市計畫法修法後，對資訊公開的進一步要求，與開放

計畫提案權限，配合各地方自治條例之規範，可說是大大的提升了民眾參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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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程序要求。由本節所舉之大磯町為例，除了遵守都市計畫法上之規定外，

自治團體自行制定之大磯町社區營造條例中，對民眾參與制度的進一步規範，

如公開展覽時間的延長、明文規範公聽會／說明會的舉辦、增加行政機關的回

答義務等措施，可有效改進第二節所述之過往民眾參與制度諸問題。 

 

至於都市計畫訂定時若違反民眾參與程序（如未按規定舉辦公聽會）時，

民眾是否可對之提起訴訟？雖日本目前並未有此等訴訟案例，但於學說上認為

若實定法上對民眾參與程序有所規定時，其程序的瑕疵將導致行政決定的違

法。學說肯定民眾具有訴訟的原告適格，民眾參與程序本身即可成為訴訟之對

象，與是否具有法律上之利益無涉
145
。 

 

 

 

                                                
145

 田村悅一，前揭書（註 79），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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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現行民眾參與制度現行民眾參與制度現行民眾參與制度現行民眾參與制度中中中中仍待解決之問題仍待解決之問題仍待解決之問題仍待解決之問題    

 

由前兩節內容中可知，雖過往日本都市計畫法早有民眾參與制度，惟其中

有許多問題致使這套制度無法發揮其應有之效用。有鑑於此，日本於法律面或

是行政司法實務上，均對過往都市計畫訂定過程中民眾參與制度之缺失有了許

多補強之措施。司法實務上對於資訊公開制度部份，早在 1984 年的埼玉縣資訊

公開訴訟，即確立審議會之會議資料屬於資訊公開條例中應當公開資料之範

圍，為都市計畫中資訊公開之重要判決。地方分權後，都市計畫法修法明文規

定，公開展覽時需將記載擬決定該都市計畫之書面資料一併公開，對於促進民

眾對於都市計畫草案的理解有正面之助益；地方自治條例有明文，要求行政機

關於訂定都市計畫時必須舉辦公聽會／說明會、公開展覽時間延長、對於意見

書之回答義務、審議會成員開放民眾參與等立法案例。另外又新增了擴充都市

計畫提案權限，使民眾得以早期參與都市計畫擬定。透過都市計畫法的修正與

各地方訂定地方自治條例之方式，基本上過往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之既有問題（公

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資訊公開制度、意見書、都市計畫審議會）已有

所處理。（其問題與解決方式詳見下表二）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民眾參與制度問題與解決方式表民眾參與制度問題與解決方式表民眾參與制度問題與解決方式表民眾參與制度問題與解決方式表    

 

民眾參與方式 問題點 解決方式 

公聽會等反映

民眾意見之措

施 

1、 是否舉辦之決定權在行

政機關手中。 

2、 公聽會／說明會之舉辦

時機為擬定都市計畫草

案時之最終階段。 

3、 公聽會／說明會成為形

式化的民眾參與方式。 

4、 對於公聽會／說明會上

民眾提出之意見不具答

覆義務。 

地方公共團體可以以自治條例自

行規範公聽會相關事項。 

（如強制規定行政機關必須舉

辦、對於民眾意見的回覆方式等。） 

公開展覽 1、 公開展覽時間過短。 

2、 民眾不易得知計畫已被

公開展覽。 

3、 計畫被公開展覽的內容

不易使民眾理解。 

都市計畫法修正後，都市計畫草案

公開展覽時應將附添記載擬決定

該都市計畫理由之書面一併公開。 

此外，自治團體得以自治條例延長

公開展覽的時間。 

意見書 1、 若居民未能理解都市計 自治團體得以自治條例規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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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案則無法提出意見

書。 

2、 僅有反對者會提出意見

書，不具調和計畫利益

之功能。 

3、 行政機關對意見書沒有

答覆的義務。 

機關的回覆義務（如針對民眾所提

之意見做出回答書、召開公聽會等

方式。） 

審議會 1、 審議會成員的組成全由

行政決定。 

2、 資料龐雜，審議時間不

足。 

3、 審議會會議紀錄不公

開。 

自治團體得以自治條例規範審議

會的成員組成與選拔方式。 

此外，民眾得依各地資訊公開條例

的規定向行政機關請求公開審議

會會議紀錄，除非公開事項之外，

行政機關不得拒絕。 

 

但日本現行民眾參與制度並非完美無缺，仍有部份尚待解決的問題。如一

直未獲解決之民眾權益保障不足問題。又，雖日本現行已有資訊公開制度，但

當都市計畫法或相關自治條例未有明文規定，都市計畫草案擬定時該將相關資

訊公開，民眾可否依據資訊公開條例，要求行政機關將相關資訊公開？此外，

近年提倡都市再生時，所導致的計畫訂定程序短縮廢除問題，均值得加以進一

步探討。因此本節將以此三問題為主，加以更進一步的說明現行日本民眾參與

制度中仍待解決之問題。 

 

一、現行民眾參與制度中缺乏權利保障程序，對於民眾權益保障不足 

 

現今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之民眾參與制度，多為不對參與者資格加以

設限的一般參與程序，如公聽會／說明會、意見書等。於訂定部分都市計畫（如

特定街區都市計畫、私人提出之地區計畫等）之情況時，方需執行前節所述之

須獲得區內相關權利人一定比例之同意、聽取相關權利人意見等針對計畫區域

內相關利害關係人專屬之權利保障程序。 

 

凡都市計畫一經核定公告實施，不僅會對計畫區域內政令所定之土地相關

權利人之權利有所影響，對於其他利害關係人甚至是一般居民亦會產生衝擊。

因此，由權利保障的觀點觀之，是否應將前述權利保障程序擴充至所有都市計

畫均應適用，而非僅限於部分都市計畫才須舉辦？不無疑問。 

 

雖於部分都市計畫形成過程中，有所謂提案者必須獲得計畫區域內相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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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一定比例的同意後方能提出計畫、於計畫擬定時亦有須向利害關係人徵詢

意見等相關權利保障程序規定。但相關權利人一旦同意計畫擬定者擬定計畫

後，最後計畫草案與當初相關權利人同意時之草案內容若有所不同時，相關權

利人除了藉由行政機關必須聽取相關權利人意見此程序發言外，僅能透過其餘

相關一般參與程序如公聽會、說明書等表達意見。於擬定過程中行政機關向民

眾徵詢之意見若未採用，行政機關並沒有回覆之義務。以法律要件觀之，如此

程序設計將使現有之權利保障程序僅保障了居民的同意權，而未及於民眾對計

畫實質內容之要求
146
，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權利保障顯然不夠周密。 

 

況且，現行日本權利保障程序的參與者多為政令所規範之利害關係人，但

現行日本政令對利害關係人所為之定義為計畫區域內的土地所有權人，或以建

物之所有為目的，而具對抗要件之地上權人或租賃權人。房屋租賃人等其他具

有利害關係之人並不包含於其中。而日本現行權利保障程序規定為僅有政令定

義之利害關係人方得參與，則會使部分權利亦有受到影響者未能受到應有之程

序保障
147
。 

 

現行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雖有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但實務上

舉辦公聽會之形式，與英美國家所採意見不同的兩造雙方，針對爭點進行辯論

之「聽證」制度大相逕庭
148
，所能達成之效果亦有所不同，於一般都市計畫訂

定過程中，對於權利會受到影響之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保障確有其不足之處。 

 

有日本學者提出，公聽會制度應參照英美法中聽證之概念，建構意見紛歧

雙方公開陳述辯論後，再針對爭點加以判斷之機制
149
，方為對民眾較有保障之

作法。甚至有學者認為僅有聽證程序，仍不足以保障權利將會受到影響的利害

關係人，應另行針對利害關係人舉辦其他保障權利之程序
150
。惟此一問題於目

前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問題已有部份獲得改善時，仍未見日本中

央政府或是地方自治團體對此問題有何具體之改善措施，為日本改進都市計畫

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問題時仍有待加強之處。 

 

                                                
146

 見上崇洋『地域空間をめぐる住民の利益と法』（有斐閣，2006 年）172-173 頁。 
147

 此問題除於現行需履踐權利保障程序的部份都市計畫（如地區計畫）會出現外，於非都市計

畫之都市更新、市地重劃計畫亦會發生。詳情請參閱安本典夫「市街地再開発事業「民営化」

の法的検討－再開発会社制度に即して」立命館法学 286 號（2003 年 3 月）344 頁。 
148

 兼子仁，前揭書（註 124），230 頁。 
149

 石田頼房，前揭文（註 122），21-22 頁。 
150

 大田直史，前揭書（註 11），1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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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案形成階段中的會議資料公開問題 

 

日本之資訊公開制度主要可分為屬於中央法令的資訊公開法，與各地方公

共團體訂定之資訊公開條例。而都市計畫的資訊公開由於其性質屬地方事務，

因此須視各地不同條例的規定執行之。 

 

但於日本興建公共設施時，是否於草案尚未定案前，即應將公共事業用地

的候補方案等相關資料公開？由於相關法律對於這部份之規範並非十分明確，

有令人爭議之處，於司法實務中分為不公開違法與不公開適法兩種不同的見

解。都市計畫為推動都市中公共設施興建最為基礎的方式之一，而於計畫興建

鄰避型公共設施時，行政機關直至此公共設施計畫草案快要定案前，甚至是定

案後，才讓鄰近民眾知悉者並不在少數
151
。由本文第二章及第三章所述之內容

可知，資訊公開為日本都市計畫訂定過程之民眾參與制度中甚為重要的部分，

於都市計畫草案擬定時與定案後，亦應依照都市計畫法與地方自治條例之規

定，將相關資訊公開使民眾知悉。但依照目前都市計畫法對草案擬定過程中之

民眾參與制度的規範觀之，僅有行政機關得自行決定是否舉辦公聽會等反映民

眾意見之措施，各地自治條例對於都市計畫草案擬定過程中之民眾參與制度規

範不一。於此情況下，若有都市計畫擬定草案過程中，行政機關決定不需舉辦

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當地自治條例又無關於都市計畫擬定草案過程

中應舉辦相關民眾參與方式時，民眾是否得依資訊公開條例，要求行政機關公

布計畫相關資訊？雖目前未見相關都市計畫爭訟中出現關於草案尚未定案前，

是否即應將相關資料公開之訴訟，但於同為公共建設領域之水庫建設，則不乏

關於此問題之相關判決。因此以下便以鴨川水庫訴訟做為範例，對此問題試加

以說明之。 

 

（一）背景資料 

 

做為治水政策之一環，京都府於執行鴨川的河川整治工程時，相關居民向

相關審議會要求公開水庫預定地等相關資料。本件文書所記載的資料包含二十

餘處可能的水庫預定地之地形圖資料，但並未包含相關地質等自然環境與用地

取得之可能性等社會條件之資料。行政機關依 1、避免招致民眾對計畫不必要

的誤會；2、避免審議委員受到外界壓力，而無法進行公正的討論及審議；3、

公開之後易遭受居民反抗，而無法取得必要的評估資料；4、公開後可能會引起

                                                
151

 大橋洋一『現代行政の行為形式論』（弘文堂，1993 年）85 頁。 



 

 73 

土地投機等理由，而將此資料列為不公開資料。居民不服因而提出本件訴訟。 

 

（二）不公開違法論（京都地方裁判所平成 3年 3月 27 日判決） 

 

一審法院依下列四理由認為，行政機關不公開本件文書之處分違法：1、本

件文書僅為水庫預定地之候補地點，難認為有招致民眾誤解的可能性；2、水庫

預定地候補有二十個之多，在無法確定水庫會建築於何處之情況下，難認為有

會引發土地投機之可能；3、沒有確切的證據得認公開本件文書後，審議委員會

受到威脅；4、即便審議委員會受到心理壓迫，但以資訊公開的公開性與行政過

程中加入民眾參與的重要性觀之，仍然不足該當於「公開後會對行政公正或執

行有明顯危害」之要件。 

 

（三）不公開不違法論（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5年 3月 23 日判決、最高裁判所

平成 6年 3月 25 日判決） 

 

二、三審則與一審持不同見解，認同行政機關所提出之立論，而將一審判

決撤銷。二審法院查明確有審議委員遭受到部份團體強行要求會談，或是無聲

電話騷擾，而欲請辭委員職務之情事。法院認為會導致如此行為，皆因即便行

政機關已有作出相關防範招致民眾誤解之措施，惟媒體對於水庫興建仍有不正

確的報導，行政機關又未能更正錯誤所導致，因此雖正確的公開資訊有其必要

性，但公開本件文書會招致不必要的誤解。最高法院則未對於此提出新見解，

僅就同意二審法院的見解駁回民眾之上訴。 

 

（四）學者對判決之評析 

 

學者宇賀克也認為，於本件案例中之背景確實尚未決定水庫之興建，在本

件文書僅為提供行政機關候補地相關資料，而與決定是否興建水庫無關的情況

下，貿然將此文書公開，確實有可能造成民眾不必要的恐慌與誤解。因此將本

件文書列為不公開資料確實有其必要性。但從另一方面而言，亦應考慮不公開

本件文書是否會讓民眾疑心生暗鬼之可能，因此於作出不公開資訊的判斷時，

應對民眾明言不公開的資料之內容可能會有所改變，或是公開後會造成不適當

的誤解
152
。 

                                                
152

 宇賀克也「公共事業用地に関する情報公開－審議．検討．協議に関する情報（その 1）」

法学教室 241 号（2000 年 10 月）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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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究底，會產生如此問題的原因在於，開發行政的進行手法一般均採秘

密主義，亦即行政機關不到確定草案階段，不會將資訊透露給相關權利人以外

的民眾知悉。為日後調查等執行面上的需要，便不得不在草案擬定階段將相關

資料列為不公開資訊。但由保障民眾得以參與計畫形成過程的重要性觀之，關

於計畫的相關資訊應儘可能的公開。但於今日行政實務上，資訊公開制度的運

用有其界限，不能以資訊公開制度作為保障民眾參與權力的萬靈丹。無論何種

開發行政，為保障民眾權益，均應依正當的程序擬定計畫。但由於此正當程序

的不完善，迫使現實中不得不以情報公開制度，作為掩護不完善程序的補強辦

法。換言之，這也突顯出加強計畫擬定過程中，其他民眾參與方式的重要性
153
。 

 

三、都市再生所造成的程序時間縮短、廢除 

 

日本都市多面臨交通壅塞、開放空間不足、無法適時對快速變化的社會情

勢有所對應等問題。如何使都市恢復其原有之魅力，提高國際競爭力成為日本

經濟改革中重要的一環。因此於 1999 年小渆內閣所召開之「經濟戰略會議」中，

特別提到日本都市再生課題，進而將「都市再生之具體化」，列為施政政策重要

的項目之一。2001 年設置了「都市再生本部」，由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小泉純

一郎親任本部長，推動都市再生事務，於 2002 年正式提出「都市再生特別措置

法案」送交國會審議，並於四月五日通過立法
154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為都市

計畫法的特別法，條文一共分為六章共八十二條，為日本執行都市再生政策最

主要的法源之一。 

 

都市再生的主要流程如下：由中央政府組成「都市再生本部」全盤統籌都

市再生相關事宜。本部擬定都市再生之基本方針後經內閣同意，得基於全盤考

量與資金分配問題視需要，以政令指定一定區域為「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

推動都市再生。都市再生的推動主體除由政府主導外，極欲引進民間資金進入

開發，期能解決泡沫經濟破滅後之不良土地債權問題。計畫則分為都市再生事

業計畫與都市再生特別地區計畫兩種。其中都市再生特別地區計畫為都市計畫

的一種特例，關於再生計畫之內容、程序等規範適用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規定，

排除都市計畫法之適用。因此日本的都市再生政策主要可分為，中央政府指定

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都市再生事業計畫與都市再生特別地區計畫三者。 

                                                
153

 田村悅一，前揭書（註 79），176-177 頁。 
154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研究會『改正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の解說 Q&A』（ぎょうせい，2006

年）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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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指定的程序主要為：依照都市再生方針所制定的相

關基準，聽取符合條件的相關地區之意見後，擬定指定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

之政令案，由內閣通過後正式公布完成指定。至 2007 年 2月第六次指定為止，

日本全國已經指定了六十五個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
155
。 

 

又，在日本為解決泡沫經濟破滅後之不良土地債權問題，積極欲引進民間

資源進入都市再生事業的情況下，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中，對於民間提出都市

再生事業計畫，與都市再生特別地區計畫的申請，有所謂縮短時間之規定：符

合一定規模要件者提出申請都市再生事業許可後，行政機關必須於三個月內審

議完畢做出決議通知申請者（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第二十二條）；都市再生事業

若符合與都市再生事業相關聯之都市計畫、計畫面積達到一定標準、經計畫案

區域內土地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必

要之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等五要件，即可提出「都市再生特別地區計畫」（都市再

生特別措置法第三十七條）。此都市再生特別地區計畫為一種特別的都市計畫，

都市再生特別計畫之計畫範圍稱為「都市再生特別地區」，都市再生特別地區不

再適用其原有都市計畫所有之限制（如建蔽率、斜線限制、高度限制等），且此

都市再生特別計畫必須於提出後六個月審議完畢，做出都市計畫決定，並連理

由一並通知申請者
156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第三十八、四十一、四十二條）。 

 

針對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此種為求都市再生順遂，將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

排除與大幅縮減訂定程序時間的作為，是自都市再生政策推動後方出現之問

題，且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中諸措施，可說是與民眾參與制度理念背道而馳，

對都市計畫中之民眾參與制度影響不小。日本學者對其有所批評者亦不在少

數，以下便將批評的論點分點說明之。 

 

（一）指定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之程序中缺乏民眾參與制度 

 

都市計畫過往仍屬一種國家事務時，飽受批評的其中一個原因為都市計畫

具有地區性，各地方未能針對各地區所需自行對都市計畫加以規範。這種情況

於日本制定地方分權法進行地方分權後獲得了相當的改善，但都市再生特別措

置法中將指定「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的權限交由中央政府主導，其理由雖

                                                
155

 詳細內容請參照都市再生本部 http://www.toshisaisei.go.jp/04toushi/01.html （查閱日期：2009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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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研究會，前揭書（註 154），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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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財政支出等觀點觀之，必須由全國整體檢討方能達到公正客觀的判斷。但

在便於中央政府統籌分配資源的優點之外，卻有行政機關於早期因資訊不完全

等問題，而有缺乏判斷能力，或將問題誇大的風險
157
。 

 

或許此問題可於指定程序中透過公聽會等程序，讓地方民眾表達意見、行

政機關蒐集所需之資訊而解決。但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中將決定都市再生區域

範圍之權限，集中於內閣與內閣總理大臣身上，並且行使此權限的要件並不嚴

格，委由裁量決定的可能性大增。且內閣於指定再生地域時，僅需與聽取相關

地方公共團體之意見，並未有任何開放地域居民參與之制度，亦未有與原有都

市計畫的調整制度。在被指定為「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後，對於原都市計

畫之規制可大幅度的放寬，如此將導致原先以程序控制計畫的手法蕩然無存
158
，且經過民眾參與程序後核定的都市計畫，不需再次經過民眾參與相關程序

即可放寬規制，有違當初於都市計畫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程序的本意，對於原

先都市計畫中所欲維護之景觀、環境等面向影響不可謂不大。 

 

（二）強調效率卻犧牲了其他因素 

 

在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強調效率的觀念下，為加速都市再生的進行，將都

市再生事業許可限制於三個月、都市再生計畫過程限制於六個月內必須完成程

序。以東京都為例，因被劃設為都市再生緊急地域，為配合後續進行都市再生

計畫之所需放寬既有規制，東京都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將其中說明會、民

眾提出意見等程序加以廢止或縮減。又因為必須於短期內完成計畫程序，將致

使民眾無法有充足的時間吸收理解資訊並作出評論，各自治體亦無力獨自舉辦

民眾參與程序
159
。又，於東京都的都市再生運用方針中，為求事業進行的速度，

將公聽會以再生事業所舉辦之居民說明會替代之
160
。如此制度設計雖保障了都

市再生事業的實施速度，且並非直接廢除都市計畫法上應有之程序，但以都市

計畫決定需調和各種不同利益的觀點觀之，在環評時的程序縮減廢止，有民眾

無法充分反映其意見，而使環評有作出不適當結論之虞。依不適當的環評結論

所作出的都市計畫決定，其正當性亦會連帶遭受質疑；程序的快速化使民眾無

法吸收計畫資訊，則變相的剝奪了民眾的發言權。為追求都市再生效率之諸方

                                                
157

 荒木修「協働‧NPO から見た都市再生の検討」收錄於山村恒年編著『新公共管理システ

ムと行政法』（信山社，2004 年）363-364 頁。 
158

 荒木修，前揭文（註 157），366 頁；見上崇洋，前揭書（註 146），155-156 頁；。 
159

 大田直史，前揭文（註 21），127-128 頁。 
160

 五十嵐敬喜、小川明雄『「都市再生」を問う』（岩波書店，2003 年）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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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說是完全違背了於計畫程序中加入民眾參與制度的原理。  

 

因此日本雖以第三節中提及之方法，試圖對過往民眾參與制度與執行上之

問題加以改進。但既有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之權利保障程序不

足之問題並未獲得解決，且於改進的同時，於資訊公開與都市再生方面亦有新

的問題產生。且這些問題目前尚難看出有有效的解決方法，為日本都市計畫中

民眾參與制度未來亟需解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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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日本於 1968 年制定新都市計畫法前，訂定都市計畫的程序中並沒有民眾參

與制度。於戰後經濟快速成長下，不斷有大型計畫與新設公共事業的動工，但

在欠缺民眾參與制度的情況下，民眾的抗議運動與環境訴訟頻傳不止。有鑑於

此，1968 年制定新都市計畫法時，於其中加入了民眾參與制度。都市計畫訂定

過程中，最初強制性的民眾參與制度僅有公開展覽、意見書兩者，公聽會等反

映民眾意見之措施則由行政機關裁量是否需要舉辦。 

 

雖日本於 1968 年制定新都市計畫法後，其中具有公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

措施、公開展覽、意見書三種直接民眾參與制度，另外，日本學界認為審議會

為一種民眾間接參與之方式。但於實際執行面上存在非常多的問題。首先，公

聽會等反映民眾意見之措施最為人所批評的問題點為，行政機關有權決定舉辦

與否，就算決定舉辦，亦因其舉辦時機多為計畫草案已近定案、民眾無法於公

聽會上自由發表意見、行政機關對民眾於公聽會上所提出的意見沒有回復的義

務等因素，而使公聽會之舉辦徒具形式而沒有意義。再者，公開展覽與意見書

雖為法定必須舉辦的程序，行政機關沒有裁量的空間。但公開展覽具有時間過

短、民眾不易得知計畫已公開與公開內容不易理解等問題，這些問題連帶致使

居民無法提出適當的意見書，且行政機關對於民眾所提出的意見書同樣沒有回

復的義務，民眾完全無法藉由公聽會或是意見書獲得行政機關對計畫內容更進

一步的闡述。最後，審議都市計畫的都市計畫審議會，應由公正公平的觀點對

計畫中相關利益作全盤考量後，方作出都市計畫決定。但由於審議會成員由行

政機關所選定，不乏以立場偏行政機關為選拔基準的例子。且在審議資料繁雜

但審議時間又不足之情形下，所為之決定常遭人質疑是否合宜。且不公開審議

紀錄更容易予人黑箱作業之感。 

 

雖都市計畫訂定過程中的民眾參與制度有上述問題，惟由於日本過往都市

計畫為國家事務，各地方自治團體沒有權限按地方需求，自行對都市計畫訂定

過程多作規範。這種情形直到 1999 年制定地方分權法、2000 年配合地方分權

法的制定修正都市計畫法後，都市計畫由國家事務轉變為地方自治事務，地方

自治團體得以地方自治條例，對都市計畫訂定程序增加都市計畫法中所無之規

範。因此各地方自治團體紛紛以自治條例，對都市計畫訂定過程增加民眾參與

程序（強制舉辦公聽會／說明會、延長公開展覽時間、讓民眾作為委員加入審

議會審議等）。除各地方以自治條例對民眾參與制度作更嚴謹的規範外，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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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法亦修法明文規定，計畫公開展覽時應附加計畫的擬定理由，與創設計畫提

案制度，對於促進資訊公開與使民眾的早期參與，有其正面的功效。 

 

在促進民眾參與制度運作的方面，日本各自治團體各有不同的規定，不同

的自治團體對此態度亦不同，需視個案而定。就一般論而言，雖都市計畫法的

修正與各地制定地方自治條例，對於補強民眾參與制度均有一定之正面影響，

但現行日本都市計畫訂定過程的民眾參與制度仍有待解決之問題。其中主要的

三個問題為，民眾參與方式缺乏權利保障程序、於計畫擬定過程中資訊應否公

開的問題與近年都市再生之下都市計畫程序被縮短廢除的問題。 

 

首先，現行民眾參與制度中缺乏權利保障程序，致使有對於民眾權益保障

不足之疑慮。現行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偏重於不限制參與者資格

之一般性的參與程序，縱使部份都市計畫具有限制參與者資格於利害關係人之

權利保障程序，因其保障未及於計畫內容，與對利害關係人資格認定問題，其

制度設計亦未能稱已充分保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如何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

全面性的加入權利保障程序，以及針對現有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權利保障程序

不完善之處加以改進，為日本未來改進民眾參與制度的重要課題之一。 

 

其次，於計畫擬定過程中於草案未定案前，是否應該將相關資訊公開？雖

然資訊公開為讓民眾參與的首要條件，並且具有讓民眾更加了解計畫後，能夠

客觀的評價計畫，進而對計畫內容表達適當意見之功能。但是在未有相關配套

民眾參與方式之前，便貿然公開計畫相關資料，則可能會有導致民眾不必要的

誤會、日後要進行調查或取得相關資料會受到阻撓、審議委員受到脅迫、引發

土地投機等後遺症。目前於日本的司法實務上對此問題的看法兩歧，並無統一

的見解。惟追根究底問題應出於相關的民眾參與程序不足，致使必須以資訊不

公開加以避免導致前述危害。資訊原則上應為公開，若不得已必須將資訊列為

不公開時，應詳加向民眾說明公開後可能導致的危害等不公開的理由。要更進

一步的解決此問題，則應補強其他相關民眾參與程序，讓民眾能夠早期參與、

才能對民眾的權益有更進一步的保障。 

 

最後，執行都市再生時，所引發的都市計畫程序的縮短廢除之問題。都市

再生的概念是日本政府於 1999 年所提出，2002 年正式完成「都市再生特別措

置法」的立法。在執行上為求都市再生的效率，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中規定都

市再生的主導權在中央機關，且將都市再生事業的事業認定限制於三個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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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都市再生特別計畫於六個月內，行政機關必須完成所有程序給予都市再生

事業答覆，為都市計畫法適用之例外。不但違反當初將都市計畫由國家事務轉

為地方自治事務，由各地方視各地方需要自行管理的初衷。為追求事業推行速

度而縮減程序時間、廢除程序適用的做法，會產生民眾因此無法充分理解計畫

內容，變相剝奪民眾發言權等諸多後遺症。 

 

綜上所述，日本都市計畫訂定過程中之民眾參與制度，在修改都市計畫法

與各自治團體以自治條例所作的額外規範之下，對於過往民眾參與制度的盲點

有了不小的改革。但雖現在日本於都市計畫訂定過程中的民眾參與制度已有一

定之成效，於執行上或是整體制度依然有問題殘存。由民眾參與制度的學理觀

之，未來依然必須為這些問題找出解決之道，方符合憲法上對民眾權利之保障，

確保都市計畫之公益性與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