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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公共利益事業之需要，仍得對私人
財產權，依法定程序，予以強制剝奪，
並給予適當補償之行為。」而日本土
地收用法（新法、1951 年制定）
，即為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主要係以日本 2001
年修正之土地收用法為中心，對於日
本土地徵收制度予以剖析檢討，歸納
其特徵，並探索其值得供我國作為改
進土地徵收制度（立法上及施政上）
參考之處。

於此概念下，規範剝奪私人財產權時
之要件與程序之法律。又，日本土地
徵收制度，其程序面上主要係由「事
業認定」及「收用委員會之裁決」二
階段程序所構成。前階段之事業認
定，目的在於判斷所擬興辦之事業是
否徵收所需具備之具體公共利益；其
主管機關為國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縣
知事。至於，後階段之都道府縣收用
委員會之裁決，則在於確定剝奪私人
財產權時所應給付之適當補償。

二、研究報告內容
本研究計分六章。茲將其其內容
重點分述如次：
第一章為「緒論」
，其主要重點包
括：（一）研究動機與目的；（二）研
究範圍（日本 2001 年修正之土地收用
法為中心）
；（三）研究方法與進行步
驟（以比較研究之方法，從法律層面，
進行研究分析。

第三章為「2001 年日本土地收用
法修正之背景與目的」
。按日本現行之
土地收用法係 1951 年制定公布，自
1967 年全面修正以來，經歷三十餘
年，其間雖經多次修正，但迄今未再
有較為全盤之檢討修正。然而多年
來，由於日本社會經濟情勢已產生諸
多變化；尤其，近年對於公共事業，
諸如如何促進住民之理解、順利且有
效率地確保其實施、循環型社會之形
成等課題之要求，實並非既有之土地
收用法內容所得因應者。申言之，日

第二章為「日本土地徵收之理論
基礎構成及其徵收制度之架構」
。按關
於「土地徵收」之定義，日本憲法或
法律上均未予以明定。然其意涵乃承
繼長久以來德國法及日本法學說上之
概念──亦即，土地徵收乃「私人財
產權受憲法保障之同時，國家為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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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復經政府內部討論後，向國會
提出修法草案，終於 2001 年 7 月 11
日完成修法程序。日本土地收用法此
次修正，就其內容以觀，茲舉其重要
者臚列如次：
（一）起業者（興辦事業
人）擬申請事業認定時，應事先舉行
說明會或採取其他措施，將興辦事業
之目的及內容向土地權利人及事業地
周邊之住民等有利害關係之人說明。
（二）事業認定申請書公開展覽期
間，事業認定之主管機關（國土交通
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
，於有利害關係
人請求召開公聽會時，應即召開之，
以廣泛聽取一般意見，俾供公益私益

本既有土地收用法面臨著如下原本未
必預見之課題：
（一）民間機構等興建
公共設施等之增多，以及資源再利用
設施等新種事業之登場導致傳統的公
益概念變更等，使得現行土地收用法
原本想定之公益概念變動、擴大，已
日益可見。
（二）近年，基於政府財政
情況嚴重，促使公共事業應更進一步
效率化、迅速化之請求愈趨強烈；而
另一方面，行政手續法已制定，土地
徵收程序被要求應透明化與明確化。
（三）關於公共事業之損失補償，向
來是以金錢給付為原則；而現行土地
收用法亦採金錢給付之補償原則，惟
充實生活重建補償等補償內容，實屬
必要。於此背景下，為適切因應此等
課題，於是，有必要修正土地收用法，
以提昇事業認定程序之透明性，改進
收用裁決相關程序之合理化，並藉此
使國民得以信賴，進而有助於實現符
合二十一世紀之公共事業。

衡量之審酌。
（三）國土交通大臣或都
道府縣知事擬為事業認定處分時，應
事先聽取社會資本整備審議會（或土
地收用事業認定審議會）之意見，並
尊重其意見（但於事業認定書類公開
展覽期間內，並無人對於事業認定處
分有異議之意見書提出時，則不在此
限）。（四）國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縣
知事，於為事業認定後，應即將事業
認定之理由予以公示。
（五）關於收用
委員會收用裁決程序合理化及相關權
利人保護規定之修正。
（六）關於興辦
事業人對於被徵收人生活重建措施努
力義務之明定。
（七）被徵收人與興辦
事業人間爭議處理之仲裁制度之強化
與導入。

第四章為「2001 年日本土地收用
法修正之歷程及內容」
。為修正土地收
用法，日本建設省於 2000 年成立土地
收用制度調查研究會，翔實調查土地
徵收制度之實態，研討徵收制度改革
之基本方向，並對 162 名被徵收人及
各都道府縣、興辦事業人、環保團體
等 110 個關係團體實施問卷調查，進
行廣泛之意見聽取，最後提出調查報
告，以為修法之基礎。此外，2001 年
1 月 6 日因日本中央政府改革，建設省
統合運輸省、國土廳及北海道開發
局，並改名為國土交通省；其後，國
土交通省基於上述土地收用制度調查
研究會之報告書，研擬土地收用法修
法試案，將之公表，徵詢募集各界之

第五章為「2001 年土地收用法修
正內容之特徵與評價」
。按此次土地收
用法修正最大之特點乃在於明定藉由
事前說明會及審查時公聽會之舉辦，
加強民眾參與之程序，並規定聽取第
三機關（社會資本整備審議會等）之
意見，以提升事業認定程序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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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此一修正，預期將使事業認定之
時程增加約三個月之時間，但相對地
預期可減少日後因土地徵收引生之紛
爭，同時因改進收用委員會收用裁決
程序合理化之結果，亦可能縮短收用
裁決審理之時程。然而，對此修正，
亦有來自各界之疑慮，諸如有謂固然
強化事業認定程序之透明性，但事業
認定程序之進行，畢竟仍是整體徵收
程序之一部，其本來之意味即為徵收
之準備程序；若此，事業認定之主要
問題核心，仍在於如何認定事業之具
有公共利益。而修正土地收用法對於
說明會及公聽會之程序並未明定，僅
授權由國土交通省令規定，故其規定
及其執行，對公共性之認定有何程度
之助益與實效，仍有待觀察。

除依據興辦事業人所提出之事業計畫
書類外，並將其公開展覽、舉行公聽
會聽取一般意見、及就利害關係人之
意見書、相關行政機關及審議會之意
見予以綜合考量，乃至必要時，得聽
取專家學者之意見或現地調查等，以
為公益與私益之比較衡量，藉此於促
進公共利益之同時，亦得以兼顧私權
保障。
四、計畫成果自評
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我國
憲法所明定，且土地徵收之目的固在
促進公共利益，但亦應兼顧「保障私
人財產權」（土地徵收條例第一條），
但現行土地徵收制度之運用，其實質
上仍難謂有符合此等規定之意旨，致
未能使私人財產權得以確實被兼顧。
於是，如何重整、健全我國土地徵收
之相關規範，是為急務。而本研究藉
由對於日本土地徵收制度及其 2001 年
土地收用法修正重點之剖析，陳明彙
整其值得我國參考借鏡之處。無論於
實際需要或就學術研究而言，應具有
相當意義，其內容可資學術探討之一
助外，進而供行政、立法之參考。

第六章為「日本土地收用法修正
內容對我國徵收制度之啟示──代結
論」
。按我國土地徵收制度向來係輕率
發動徵收程序，且最主要之問題癥
結，在於我國土地徵收條例欠缺嚴謹
判斷土地徵收上應有公共利益與保障
私人權益之實質程序，同時，徵收補
償之規定內容亦並不合理。為落實憲
法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大幅度地修正
土地徵收條例，重新建構一套真正符
合「兼顧公益與私益」之土地徵收制
度，是有其必要性。而就日本土地徵
收制度以觀，尤其從 2001 年土地收用
法修正內容而言，其對於土地徵收之
思維及對於認定徵收事業是否具有公
共利益之作法，是值得我國借鏡。亦
即，土地徵收之發動，必須是興辦確
實具有具體公共利益之事業始得為
之，而強制剝奪私人財產權；且對於
徵收事業之具體的公共利益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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