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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論著，從而接到「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都市改革者組織」等民間倡

議團體的邀請，參與「都市更新條例民間版」的撰寫與國會遊說。沒有諸

多因都市更新而受到強制參與/排除侵擾的原住居民們的堅持，提高能見度

與社會、媒體討論意願，恐永遠無法將問題提升到根源的法理層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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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而與行政院版在國會殿堂併列討論。又經委員們的推薦，成為邱文

彥委員、姚文智委員共同主持的內政委員會「都市更新條例草案共識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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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與相關會議，而能貼近理解各界對於都更條例的利益思考，並傳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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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摘要 

為刺激、扶植營建產業能夠復甦與發展，政府推出全國性的都市更新

政策，刻意且強力地將建築改建包裝成公共利益，使得私部門得以僭用屬

於公權力的「強制參與/排除」取徑，來介入憲法保障的私有產權支配。在

怠於釐清、證成為什麼可以採取強制（WHY）、何種前提要件下才能執行

強制（HOW）、誰應該被強制（WHO）、誰可以執行強制（by WHOM）、

強制應經何種程序始得執行（WHEN & WHERE）等關鍵前提要件下，形

成了一種混淆公權、私權份際的國家干預。本研究透過權力三面向理論，

解析混淆公、私權的都市更新強制制度的形成，實是一種有計畫的權力漂

洗。透過立法─權力第二循環（secondary circulation of power）─的關鍵決

策制定場域，使得應無權力者攫取權力、應負義務者逃卸責任，反之，讓

少數、弱勢者的基本權被剝奪，承擔原無之參與都更重建義務，產生違憲

疑慮，導致都市更新的推動陷入困境。然政府並未認真、謙卑地面對制度

困境的根源，而是一再以擬、修訂各種規則、細則、辦法或準則來增加法

定程序，企圖用程序正義掩飾實質正義的不足，最終構成一部邏輯錯綜複

雜、逸脫都市計畫管控的《都市更新條例》，乃典型的公法遁入私法作為。

平息止紛之道，應將現行法中的公權、私權關係釐清，從公法、私法分流

的基礎重新檢視各條文對於權利的界分與義務歸屬。正本清源後，即有重

新匯集公、私部門正向能量的可能，進而創造社會整體最大利益。 

關鍵詞：都市更新、強制參與/排除、權力三面向、權力漂洗、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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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Predicament on the Urban 
Renewal Act―Rethinking on the Approach of Compulsory 

Participation/Elimination. 

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and nourishing the revival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 Taiwan government triggered a national urban 
renewal policy that overwhelmingly misinterpreted residential reconstruction as 
a mean to pursue public interest. As a result, the private sector was empowered 
to be equipped with quasi-official authority to utilize the “compulsory 
participation/elimination” violating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absence of clarifying and identifying the key prerequisites (WHY, HOW, 
WHO, by WHOM, and WHEN & WHERE)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mpulsory participation/elimination, a confounded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authority and private rights has been create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ulsory system through the theory of “three faces of 
power”, revealing that it was actually a planned “power laundering” by 
politicians.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e secondary circulation of 
power),which is the most critic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land speculators 
are empowered by law and the regulatory agency  are exempted from li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nority and the disadvantaged are deprived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are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urban renewal projects. This 
measure raised the concern of violating Constitution, eventually led the urban 
renewal into predicament. However, without seriously and humbly facing the 
les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the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drafted and 
amended various regulations to complicate the legal process in order to cover up 
the absence of substantive justice with procedural justice. The government 
eventually installed the Urban Renewal Act embedded with a self-justifying 
rationality, leading to the decouple between urban renewals and urban plans. 
This is a typical case of “Flucht in das Privatrecht”─flight to private law. A way 
to fix the Urban Renewal Act is to clarify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official 
authority and private rights by re-examining the division of rights and the 
obligations of stakeholders. Eventually, with a more reasonable Urban Renewal 
Act, stakeholders can better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capacity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secure the best public interest. 

KEY WORDS: Urban renewal, Compulsory Participation/Elimination, Three 

Faces of Power, Power Laundering, Propert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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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導論與問題意識 

每個都市更新計畫似乎都必須再審視其首要目的為何：城市存在

的目的為何？服膺誰的價值？如何定義共善（common good）？市

民又須為此做出何種程度的犧牲？政府應為誰的利益支付補貼、

如何證成其正當性？基於民主，市民對於社區未來及私有財產處

置的決策，可以參與或加以否決的程度為何？  

      James Q. Wilson，1966：xiv-xv 

第一節 都市更新與人居迫遷 

「人」為中心之生活場域改善    人居（human settlements）發展是以

隨著「人」的社會活動、經濟活動以及科技發展的動態變化而對應的空間

發展（黃健二，2013：6）為基礎，以促進全體人類和所有個人積極、自由

和有意義地參與發展及其帶來的利益的公平分配，不斷改善整體及每一個

個人的福址為目的（United Nations, 1993），涉及政治、經濟、意識形態、

法律，其決策過程會產生特定的利害關係等問題（Levy, 2012: x），具有相

關性（interdependent）、不可分割性（indivisible）、不可逆性（irreversible）

與不完全預測的複雜性（imperfect foresight）（Hopkins, 2001）。探究其本

質，實在於解決並提升人居條件而進行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生態的

整體關照，著重使用價值（value in use）的生活場域改善。 

都市做為成長機器    資本主義社會常強調經濟性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是一種增加全體社會成員福祉的種要手段（Terminski, 2013: 

26），導致城市與區域再結構大多特別聚焦於經濟發展面向1的交換價值

（value in exchange）、城鄉規劃多著重對所生活的場域－如區域、都會、

城市、鄉村、社區、聚落、街廓－進行建築與簇群空間之功能性（functional）

                                                       
1 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在 Karl Marx（1818-1883）的資本論（Das Kapital，1867）基礎

上，提出了資本迴路（circuits of capital）論點（Harvey，1989）。其中資本第二迴路（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說明為了不造成資本過度積累、導致資本主義危機，剩餘

（surplus）流向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是最常發生的取徑。而國家就常常透過財

政以及允諾長期、大規模的計畫來創造這樣的建成環境（李承嘉，2012：208~209），從

而使都市在結構這樣的空間塑造透過土地開發而成為新的利潤積累的利基（陳東昇，

1995：32）。用來檢視台灣時，可以從都市再發展被視為是振興經濟的重大產業得到印

證。2003.07.10「總統經濟顧問小組」主張用都市更新來「促進建築業發展…避免台灣

房地產失溫、泡沫化」「提高老舊社區土地價值、促進建築業發展、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將都市更新提升為中央層級的重大政策；2005.08.15 經建會 1220 次委員會議提出為「振

興營建業」而加速動都市更新的草案；2006.01.25 將前述草案核定為「加速推動都市更

新方案」，希望「導引民間投資挹注更新重建市場，以帶動營建關聯產業」； 2012 年蔡

英文的總統選舉政見把都市更新定調為規模以兆計的「內需產業」、2016 總統選舉政見

定調為每年創造五千億產值的產業，成為蔡總統後的「執政決策協調會議」（2016.11.14）
認為老舊公寓住宅都更可以帶動市場產值，仍為相同的思維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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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學性（aesthetic）等空間層面（physical level）的調整，以達到價值提

升的目的。「都市做為成長機器：場域的政治經濟學」（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作者、社會學者Harvey Moloth

就提出這樣深刻的觀察： 

依附土地的菁英（land-based elites）2們競相讓可誘發成長的資源

（growth-inducing resources）投資在自己的地區內、而不是競爭對

手的地區。……社區生活的條件很大程度是在此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中的社會力、經濟力與政治力的體現結果。  

 Harvey Molotch，1976：309 

為誰發展、為何發展、誰受益、誰付代價    地區性、依附土地的菁

英們往往會以「成長」（growth）─特別是經濟成長─作為檢驗人居品質

改善的指標、甚至是目的，進而運用社會力、經濟力與政治力來增加範圍

內之土地利用強度而獲利（Molotch, 1976: 309），並詮釋為社會整體福祉

具體實踐。在這種思維下，所謂的「發展」成敗也常常透過此一特定範圍

地區的利益表現（expression of the interest）來檢視，尤其是容易量化的經

濟性利益，而人文層面的使用價值（value in use）則常常被作為發展的代

價而理所當然地犧牲掉。要檢視這種發展典範（development paradigm）就

必須要問究竟是誰受益（Bharali, 2006: 2），以及為誰發展、為何發展、要

付出怎樣的代價（Seth, 2002: 221~223）。 

經濟成長非生活品質提升直接因素    縱有經濟學者發表「人均國民

生產總值」（per capita GNP）與「壽命期望值」有顯著正相關（Anand & 

Ravallion, 1993 :139），但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進一步

分析前述研究的結論指出，如果單獨以醫療健保（health care）支出作為變

量，則該研究有關於人均國民生產毛額與平均餘命的關連性就完全消失，

並以高度經濟成長時期的巴西就沒有帶來相對的平均餘命延長做為佐證，

說明經濟成長並非生活品質提升的直接因素（Sen, 1999: 44~45）。Molotch

也運用 20年期間的美國人口普查數據 SMSAs3證實，成長創造就業的論點

與現有證據的重要性相矛盾（Molotch, 1976: 322）。Terminski就說，所謂

促進經濟成長的都市再結構邏輯與活動，其實只是把土地變成可以提供財

富與權力的市場商品（market commodity）、將都市聚落變為成長機器

（growth machine），而這種以經濟成長為目的的開發，最終並未能處理整

                                                       
2 本研究從 Molotch 的全文意旨，認為所指涉的是「對土地開發（或政策）具有影響力，

且能從中獲益的（地方性）菁英」，為簡化翻譯，採用李永展（2014）「全球化與永續發

展對島嶼之挑戰」一文的翻譯「依附土地的菁英」。 
3 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美國）.標準都會統計區。2000 年已更名為 Core 

Based Statistical Area, CBSA（核心統計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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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更新爭議現象觀察與問題意識 

儘管未曾有精準定義，公共利益這種與普通法的「合理原則」同

樣模糊、無法定義的概念，卻變成一種有效地、正當地制約人類

事物的科幻工具。公共利益被視為是一種有效的政治迷思，所以

揭開迷思的神秘面紗看清楚反而沒有價值。透過公共利益語意的

簡化，可以讓利益披上道德的外衣、使特定團體的利益合理化。  

 Frank J. Sorauf，1962：185~186  

一、 《都市更新條例》制訂與修訂5 

原欲達成「改善市容景觀、維護公共安全、合理利用都市土地、之刺

激景氣、促進產業發展提升生活品質、提高競爭力」目的6而於 1998.11.11

頒佈7的《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實施以來歷經 9 次修法8。

第 9 次修訂乃因 2012年發生撼動社會的「文林苑強拆事件」9，以及根據

該案、臺北市萬隆段陳淑蘭等人案10、臺北市永吉段彭龍三案11，合併新北

市土城區大慶信義福邨 5 層樓集合住宅案 52 人12等 4 案的行政訴訟而提起

的《條例》釋憲案─司法院第 1404 次大法官會議（2013.04.26）做成第 709

號解釋。強拆發生的當時，內政部長坦言該事件為「居住不正義的一個表

象」（立法院，2012：93），立法院也做出請內政部三個月內提出行政院

                                                       
5 鑑於討論《條例》相關爭議的學術文獻有極大比例產生在第 9 次修訂完成（2019.01.30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1038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88 條）之前，這些文獻所使用的法

令條次皆為第 8次修訂版（2010.05.12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6571號令修正公布），

因此本研究所稱《條例》仍沿用第 8 次修訂版的原條次，並在必要時，附上第 9 次修訂

版的新條次、條文。修訂前後之條次對照，請參閱本章最後一小節（p41）。 
6 參閱 1997.0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發佈的「都市更新方案」。 
7 總統（87）華總（一）義字第 870023246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62 條。 
8 第一次、2000.04.26：修正第 2 條；第二次、2003.01.29：修正第 3, 9, 12, 19, 22, 34 條、

增訂第 22-1, 25-1 條；第三次、2005.06.22：修正第 22-1, 25-1, 27, 40 條；第四次、2006.05.17：
修正第 27 條；第五次、2007.03.21：修正第 25-1 條；第六次、2007.07.04：修正第 27
條；第七次、2008.01.16：修正第 8, 10, 12, 13, 16, 18~22, 25-1, 29~32, 36, 40, 43~45, 50, 52, 
60 條、增訂第 19-1, 29-1, 61-1 條；第八次、2010.05.12：修正第 19, 19-1, 29~30, 32, 36
條；第九次、2019.01.30：全文修正共 88 條。 

9  2012.03.28 凌晨 02:30 起台北市政府陸續集結共 800 名市警局警力、360 名警政署支援
警力，於 7:30 左右以鎮暴盾牌推進，將王家及聲援的三百多位民眾、學生強勢驅離，
用 11 輛公車將 350 名抗議民眾學生分別載到十多公里以外的青年公園或木柵地區，把
現場交由建商立即進行拆除（詳立法院公報，2012：80、129-131）。 

10 臺北市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都市更新案，分別於 2000.06.26 定單元劃定、2001.02.15 事

業概要核准、2005.02.16 事業計畫核定、2008.09.05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實施者大方建

設（股）公司向北市府申請依據《條例》§36 進行代為拆除作業。 
11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四小段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不參加戶彭龍三。該事業計畫實施者為森

業營造（股）公司。 
12 新北市土城區大慶信義福邨集合住宅因 921 地震受損。同一基地前幢 40 戶排除後幢 50

戶之參與、單獨申請更新重建，其中又有部分住戶不滿權利變換內容。相關人對市府核

准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之行政處分共同提起行政爭訟，遭駁回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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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的修法草案的決議（立法院，2012：156~157）。強拆事件發生之後，

《條例》究竟是「惡法非法」、「惡法亦法」抑或「必要之惡」，引起各界爭

辯。「惡法非法」論者13認為需立即進行修法，同時暫停所有更新事業的申

請與審查，透過法邏輯與結構的徹底檢視，釐清立法目的以檢討修法，否

則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惡法亦法」論者14雖認為確有重大缺漏，但在

修法完成前所有更新事業仍繼續進行，新法亦不溯既往；而「必要之惡」

論者主張只是程序不夠周延的技術問題，針對實施細節做修正即可。三種

觀點同意修法、但出發點有相當差異。 

回應修法的要求，行政院版本於 2012.12.07以「院總第 666 號 政府提

案第 13469 號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函送立法院第 8屆期審議，開啟第 9

次修法工程，併立法委員所提修法草案計有 21個版本15。修法期間，司法

院 709號解釋作成（2013.04.26），認為《條例》的規定不符合憲法所要求

的「正當行政程序」（du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或稱正當程序，due 

process）、應自解釋作成一年內檢討修正，否則該部分規定失其效力。因

版本太多，委員們也相當投入討論及審議，由內政委員會所召開的「都市

更新條例草案共識條文彙整工作小組」會議16、公聽會、全體委員會議17，

加上院會審查會議18逾 50 次以上，耗時近三年。期間不斷從行政部門傳出

擬將修法限縮在 709 號解釋宣告違憲部分條文、其餘另議的壓力。 

在不斷折衝協調下，《條例》草案終於 2015.01.12 委員會議19審查完竣，

決議需先經黨團協商、再於院會討論（立法院，2015a：45），同年 12.16

                                                       
13 如：2012.04.07 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到「文林苑事件」現場開講時表示「有人說『惡
法亦法』，這我不能接受，『惡法是應立即修正之法』」。 

14 如：行政院長陳冲表示「都更條例已經多次修正，整體的邏輯恐怕已經不完整」（楊玉
青，2012）；台北市長郝龍斌表示法有缺失（蘋果日報，2012）；張金鶚教授在個人臉書
中表示「或許有人認為現在的都更法是多數暴力,但惡法亦法,修法之前必須尊重」（今
日新聞，2012）。 

15 《條例》草案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合計有行政院版、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委員姚文智
等 31 人、委員邱文彥等 27 人、委員李俊俋等 23 人、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委員許添財
等 18 人、委員丁守中等 27 人、委員李應元等 36 人、委員尤美女等 22 人、委員陳其
邁等 24 人、委員張慶忠等 22 人、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委員陳其邁等 20 人、委員蔡
正元等 16 人、委員邱文彥等 21 人、委員林淑芬等 25 人、委員田秋堇等 23 人、委員
姚文智等 23 人、委員邱文彥等 30 人共 20 個版本，以及委員陳節如等 18 人（§19、§27）
案（參閱立法院，2015）。 

16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為收斂龐雜的修法問題與論述，由當時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吳育昇委
委於內政委員會下組成「都市更新條例草案共識條文彙整工作小組」（簡稱「工作小組」），
自 2014.01.22 起，請國民黨邱文彥委員、民進黨姚文智委員共同或輪流主持，邀集專家
學者提供意見，舉行無數次的正式、非正式大小會議，彙整成所謂的「共識版」，再在
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上討論（立法院，2015：5）。本文作者為小組專家成員之一，全
程參與工作小組討論會議。 

17 「立法智庫整合檢索」中有紀錄之內政委員會議計有 13 場次。. 
18 立法院院會審查自 2012.04.27 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起，至 2013.12.13 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4 次會議止，計 19 場次；院會逐條審查自 2013.12.12 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8 次
全體委員會議起，至 2015.01.12 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34 次全體委員會議止，計 9 場次。 

19 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34 次全體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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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議20決議協商有結論時再提大會處理（立法院，2015b：163）。

然，終因未能在第 8 屆委員任期內完成三讀通過，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 13 條（以下以「§13」表示，其他法律條號表示方式亦同21）「屆期不連

續原則」須由新選出的第 9 屆立委重提修法。總統與國會改選結果，在野

黨成為執政黨、更掌握國會壓倒性多數席次。 

第9屆立法委員上任（2016.02.01）後，因台南發生重大震災（2016.02.06）
22，被立法院要求儘速提報《條例》修訂。行政院遂以「防災三法」23之性

質於 2016.03.02以「院總第 666 號 政府提案第 15623 號立法院議案關係文

書」，繼續中斷的第 9次修法。 

然換黨執政後的行政部門卻不再組織「工作小組」協助梳理未達成共

識條文，而是從政權核心下達快速通過修法的指令，由新內閣於 2016.07.01

函請撤回修正草案，次年 05.16 才在內政部官方網站公布「都市更新條例修

正草案總說明及對照表」。報行政院後，由政務委員張景森主導討論，至

2017.11.29 以「院總第 686 號˙政府提案第 16184 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將行政院版本24送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旋於次月 25 日、併立法委員所提

9案25於內政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中審查，同日下午召開公聽會。僅隔一天，

又於 12.27 進行一讀、12.28 展開條文審查，揭開最新一次《條例》修法工

程，一年內（2018.12.25）即進入二讀，三天後（12.28）完成三讀。此次修

法，還追加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下稱《都市危險

條例》）26與《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下稱《國家住都中心

                                                       
20 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14 次會議。 
21 本研究法律條次簡化表示原則詳 p42 說明。 
22 2016.02.0 凌晨 03: 57: 27 於高雄市美濃區（屏東縣政府北偏東方 27.4 公里）發生芮氏

規模（ML）6.6 之地震。最大震度 7 級在臺南市新化地區；6 級發生在雲林草嶺測站；
屏東、高雄、臺南、嘉義都觀測到 5 級震度，死亡 117 人、受傷 551 人，通報紅單的
建築物 249 件，黃單的建築物 336 件。死亡事件均發生於臺南市，其中位於永康區永
大路二段 139 號，1994 年興建之地上 16 層、地下 1 層「維冠金龍大樓」倒塌，致 115
人（男性 62 人、女性 53 人）死亡。詳「0206 地震災情彙整與實地調查報告」。 

23 行政院長張善政於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備詢時表示「很多重要的法案如防
災三法已經送到大院，希望大院能夠支持」（立法院，2015：192），此「防災三法」
係指行政院因應台南震災造成的重大傷亡，而於第 3488 次院會（2016.02.25）通過《條
例》修正草案、《建築法》修正草案，及《災害防救法》修正草案。 

24 共 84 條。以增強都更信任、連結都市計畫、精進爭議處理、簡明都更程序、強化政府
主導、協助更新整合、擴大金融參與、保障民眾權益八大面向檢討修正。 

25 《條例》草案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合計有委員許淑華等 16 人版、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版、
委員江永昌等 18 人版、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版、親民黨黨團版、委員李俊俋等 26 人版、
江永昌等 20 人版、委員尤美女等 20 人版、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版。 

26 內政部擬具《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向行政院提出審查，由政務委
員張景森負責等審查。2016.12.29 行政院第 3529 次會議決議。2017.02.17 立法院一讀；
2017.03.16 內政委員會逐條討論時確定刪除標題中“獎勵”二字；2017.04.25 三讀通過；
2017.05.10 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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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制度困境

例》）27，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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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權利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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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事業計

)而設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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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要令「都市

等專門技術單位

此，若存在有

間，故這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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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政部、臺北

議會」，新北市

境研究－強制

更只用 3 個

新法制中

更新法制下

（actor），本

（如圖 1-3

、賦權、拘

交互作用下

指《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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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計畫」）、「權

議組織29，

更新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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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權利」

角色之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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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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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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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產生的

所定之「

《條例》§2

《條例》§8)

權利變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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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的法定

主動或被動

歸納為三類2

此三個主要

至強制，也構

的各種利害關

主管機關」

2)。具有「政

)，或「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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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中扮演

要行動者 

09.22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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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第一章  序論 

9 

，但仍為各級政府依法所設立，其決議事項仍以各級政府名義為之30。另，

政府固然也可擔任實施者(《條例》§9)、執行公辦都市更新，但實施者與所

有權人的關係(徵收除外)有「私法契約」之說31、容有「私法行政」

(privatrechtliche Verwaltung)32之性質。本文所探討的「政府」即指執行國家

公權力的行動者，其任務內涵包括制訂法律、政策、都市計畫等法規命令，

審查、監督各「事業計畫」之進行等等。 

所謂「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下稱「事業機構）」指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之民間機構33。依《條例》規定，「事業機構」為受政府委託（§9）、或土地

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委託（§10、§11）擔任實施者角色之民間機構，通常

是具有開發資金與技術能量的不動產開發、建設公司。當然，「事業機構」

也可能為了參與更新事業而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的產權(土地或建物)、成為

「所有權人」之一，但其主要目的仍為扮演受委託開發之「實施者」，也就

是本文所討論、扮演民間開發者角色的行動者。 

本文所稱「原住居民」的行動者，係指居住或生活在個別「事業計畫」
34範圍內及周邊、受該「事業計畫」所影響的「利害關係人」（stake holder）。

本文所提出的「原住居民」概念涵蓋下列四種：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舊違章建築戶35、土地或建物承租人，以及周邊居民。前三者在《條例》中

皆有其角色，包括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下稱《經社文

公約》或 ICESCR）一般性意見第四號「適足住房權」對違佔戶的程序保障
36。「周邊居民」則為擁有「環境權」的原住居民，在 2011.08.04最高行政
                                                       
30 參閱《政部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1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

議會設置要點》§16。 
31 詳司法院釋字 709 號解釋大法官陳碧玉、陳春生、黃茂榮、羅昌發、陳新民、蘇永欽等

意見書。概政府的行政都屬於公權力行政，然其行政類型不限於公法行政（高權行政），

也可以採用私法行政（國庫行政），透過採取干涉行政、給付行政手段；執行了秩序行

政、誘導行政、財產行政等的行政類型（有關行政分類之定義，請另參閱陳敏，2007：
12-18），故在都市更新之中，政府擔任主管機關屬於公權行政並無疑義，然擔任實施者

時其與原住居民之關係，是否可以完全撇除「私法行政」的性質，不無爭議。 
32 有關定義請參閱：陳敏，2007：17。 
33 參閱現行《條例》§3.Ⅰ(6)「實施者」之定義。 
34 就「計畫」的空間性範圍界定那些「原住居民」是受到影響的「利害關係人」時，甚至

可以擴及「都市更新計畫」擬定時，「原住居民」及受到「計畫」的影響。然在此階段，

只有「政府」與「原住居民」兩者。「實施者」在「事業計畫」核定後才確認其法律地

位，從而與另兩類行動者有正式的法律關係。 
35 以《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為例，違章建築戶包含 1946.10.01 以前已存在之「老舊

房屋」（參閱《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3）、1964.01.01~1994.12.31 以前已存在之「既

存違建」，以及 1995.01.01 以後產生之「新違建」。「老舊房屋」有可能依《國有財產法》

§52-2 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所屬分支機構申請讓售，成為《條例》所規定的「土地及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新違建」原則上應為即報即拆。 
36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下稱《經社文公約》或 ICESCR）一般性意見第四號「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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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之「100年度裁 1904號」裁定37中，依「保護規範理論」

（Schutznormentheorie）38認為公共利益「顯包含更新單元『外』鄰近地區

居民之環境、景觀、防災等權益，而非限於更新單元『內』土地或建物權

利人之財產權」，而被承認為都市更新事業的利害關係人。 

分析《條例》中對主要行動者個別及之間的法定關係主要有以下七種

類型：委託關係39、補助獎勵40、促進協助41、鬆綁限制42、強制參與43、高

權行政44、強制排除45（次頁，圖 1-4）。基於台灣採取公法與私法二分論 

                                                                                                                                                 
足住房權」：8.（a） 「使用權的法律保障。使用權的形式包羅萬象，包括租用（公共和

私人）住宿設施、合作住房、租賃、房主自住住房、應急住房和非正規住區，包括佔有

土地和財産。不論使用的形式屬何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證得到

法律保護，免遭強迫驅逐、騷擾和其他威脅。（餘略）」而我國於亦於 2009.04.22 頒佈《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明揭（§2）「兩公約所揭

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37 本案為元利建設擔任實施者、位於金山南路及和平東路口的都市更新案。地上 38 層地

下 7 層的巨大建築量體造成都更事業範圍外的周邊社區日照不足等問題，由「住家分別

距離系爭更新計畫案約 4 公尺至 442 公尺不等」的居民對台北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

原裁定（北高行 99 年度訴字第 2338 號裁）以上述居民並非事業計畫核定行政處分之相

對人，「亦非該都市計畫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不具有法

律之利害關係」而駁回其訴。前述居民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該更新事

業確有「影響抗告人等鄰近居民通行便利、防災、日照、景觀、公共設施使用及房屋安

全等環境權益，並影響鄰人之生命、財產權益」、「致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廢

棄原裁定。傅玲靜（2011）指出，本裁定係最高行政法院於 99 年度判字第 504 號判決

承認「建築法」上鄰人享有日照權後，進一步運用保護規範理論，就事業計畫容積獎勵

之核定，承認鄰人為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於具體訴訟中享有訴權。 
38 保護規範理論的目的在於判斷其是否為利害關係人，如果受該具體法律所保障的利害關

係人，自得依法提起訴願與行政訴訟，其保護特定人之意旨至為明顯，故其非僅屬反射

利益，而屬公法上之權利。 
39 政府（§9、§27）、原住居民（§10、§11）得委託事業機構擔任實施者。 
40 包括：實施都市更新之規劃設計費（或實施經費）得由都更基金酌予補助（§18）；各種

容積獎勵（§44）；土地及建築物得減免相關稅捐（§46）；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得減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 （§49）。 
41 如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建築容積移轉至其他建築基地使用（§45）；國家資源挹注、國有土

地一律參與都市更新（§27、28）；以公司組織進行都更事業者得公開招募股份，籌措都

市更新事業財源（§52）。 
42 如具備一定條件得免檢討更新單元劃定基準（§10）、僅涉及主要或細部計畫局部性修正

擬定之都更計畫得先發布實施，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擬定或變更（§20）等等。 
43 土地被主管機關強制劃為更新地區，如逕為採取「迅行劃定」（§7.Ⅰ）與「優先劃定」（§6）、

以及主管機關得逕為辦理更新事業（§7.Ⅱ）；採用少數居民（1/10）得發起、強制將他人

產權劃入更新單元（§10）的制度；不在政府更新計畫範圍內的私有土地、合法建物所

有權人也可自行運用少數發起機制，申請劃定更新單元、辦理更新事業（§11）；私有土

地、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並其土地及合法建物面積（樓地板）一定比例（不同類型門檻

不同）之多數同意，即可強制劃定範圍之全部所有權人參與更新（§22.Ⅰ）；自行劃定之

私有土地、合法建物所有權面積＞4/5 同意，即不需徵得其他可能是多數的所有權人的

同意、報核事業計畫（§22.Ⅰ）；私部門得申請主管機關對協議合建不成部分動用徵收、

後再讓售予實施者（§25-1）。 
44 主管機關為事業計畫的審查與核定發布者（§19.Ⅰ、Ⅱ）；主管機關對公展期間人民或團

體之意見，只需參考、免再回應（§19.Ⅳ）；主管機關得徵收所有權人土地或建物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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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家高權缺席下的私部門多數決迫遷 

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y）觀點48揭示國家是人與人共同契約

下所產生的一個代理行政組織，權力來自所有人民賦權的集合。國家基於

其存在之目的，必須要有「優越的統治權力」（陳新民，2000：65），是一

種上對下的關係，對於不履行行政上具體義務之人民或其他主體，以本身

居上位的力量及法定程序，不必向法院聲請，強制地要求其履行公法上義

務，或產生與義務已履行之相同狀態49，所以也常以「國家高權」(Staatlicher 

Hoheitsakt)之組合詞呈現。都市計畫即屬國家高權（或可更精確地描述為地

方自治高權）之一種，即所謂的「計畫高權」（Planungshoheit）50，在經濟

性開發結合國家發展目標下，都市計畫常為 DID的主要依據與工具。 

1994.08，樂生療養院被核定為台北捷運三重新莊線之「新莊機廠預定

地」，規劃拆除 60％院址及院舍、居住院內的「漢生病友」遭到迫遷，引

發社會關注；1997.07，行政院核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擴建用地竹

南基地」計畫、徵收 157.09公頃農地，引發大埔事件；2007.10，苗栗縣政

府提出「後龍科技園區」51計畫徵收 362公頃農地，引發灣寶農民抗爭；

2008.08，行政院宣布設置「中部科學園區二林基地」、徵收 631公頃農地，

引發中科搶水、相思寮抗爭；2008.10，新竹縣政府擬將因 1981年「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而遭禁公告限建的竹東二重埔 440公頃農地，在確定

不作為竹科用地後仍繼續辦理徵收，改為「客家農業休閒專用區」；2009.08，

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通過52新北市「新訂台北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同年 11月公告）、區段徵收 126公頃私人土地，影響 1,330土地房屋所

有權人、拆除超過 1,200棟房舍（鐘勝雄，2012）；2009.09，行政院核定53

臺南鐵路地下化「東移案」，徵收鐵路東側 407戶民宅與土地，影響超過

千人；2009.12，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通過「新訂臺灣知識經濟旗艦

                                                       
48 「社會契約論」以英國的政治哲學家 Thomas Hobbes（1588-1679）的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1651）、哲學家

John Locke（1632-1704），以及法國的思想家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為代

表。儘管互有差異，但主要都是討論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natural state）中

並不存在，故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等「自然的權利」（natural right）。在社會契約中，

每個人都「同意」將這些天然的權利託付給一個社會群體來行使、形成公共意志與權力

（王衛、申建林，2005），而獲取平等的契約自由。 
49 詳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59 號解釋。另參見蔡震榮教授於所著「行政執行法」（2000：

960~961）一文內之論述。 
50 都市計畫屬於國家高權、公權力行政下「高權行政」之一項，就公法行政的分類上，屬

「地方自治高權」的「計畫高權」。關於計畫高權的論述，詳第二章探討。 
51 2007.10.25 經濟部工業局以「工地字第 09600781610 號函」，將可行性規劃報告送到內

政部、徵求中央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 
52 2009.08.27 內授營都字第 0980808616 號。 
53 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0980054496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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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特定區計畫案」（即「璞玉計畫」），82公頃產業專區卻有 328公頃

的住宅區與商業區；2010.03，行政院核定54「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

開發-A7 站區開發案」以區段徵收 186.43公頃55，史無前例採用「預標售」

制度；2010.04，「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公告總面積 6,150公頃56，連帶徵

收 3,211公頃土地、拆遷 15,000戶民宅，48,000多人受影響（詹順貴，2012）。 

前揭計畫之土地徵收、區段徵收所產生的 DID，雖已產生自發性、長

期性、大規模的原住居民抗爭而被社會高密度關注與檢討其公益性、必要

性與手段事宜性，但至少這些 DID計畫基本上都還有一個根據法律擬定的

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的先行程序，之後才「依法定程序」展開或完成土

地徵收計畫，執行徵收或拆遷。 

相形之下，本研究所要討論的都市更新制度，高舉改善市容景觀、維

護公共安全、合理利用都市土地、刺激景氣、促進產業發展提升生活品質、

提高競爭力的目的57，而能根據《條例》§5，而「視需要」、免擬定公告「都

市更新計畫」58（如次頁 圖 1-5所示），從而在沒有完備計畫高權之基礎

下，即可以透過私有產權的多數同意、申請主管機關核定一種非下命處分59

性質的「事業計畫」以及「權變計畫」，由私部門身份的實施者進行公告，

並對不同意參與的少數私有產權主及無產權之原住居民進行強制拆遷。 

(二) 「多數利益＝公共利益」的迷思、論述及轉變 

《條例》自 1998.11.11頒佈，期間歷經八次修法。在發生多起迫遷爭

議、造成重大社會紛擾、制度安定性崩解後，立法院進行第九次、共超過

20個版本的修法提案。第八屆立法委員任期內的修法審議，雖執政黨居多

數優勢，但行政、立法機關對核心爭議條文無共識，光《條例》§1寫入「公

共利益」是否就代表實施《條例》的法定程序即代表完全符合公共利益， 

                                                       
54 行政院院臺建字第 0990012031 號函。 
55 此為檢討前計畫面積。參閱「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配合辦理『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

-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區段徵收相關作業事宜） 
案（第一階段）書」p11。 

56 2014.07.29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2 次大會審訂「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

區特定區計畫案」，計畫面積調整為 4,687.22 公頃、區段徵收面積為 3,155.14 公頃。 
57 參閱 1997.0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發佈的「都市更新方案」。 
58 臺北市政府於 2013 年出版《台北市人權白皮書》，收錄學者傅玲靜對於《條例》§5 所

載之「都市更新計畫」法律性質之討論（pp:156~195），確認《都市計畫法》將「都市

更新計畫」定性為「都市化中之細部計畫，應依都計畫之相關程序規定辦理」（p178）。 
59 「下命處分」係指人民與國家產生行政程序法上的給付義務時，國家命相對人（人民）

為特定之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的處分；納稅處分、徵兵處分及警察機關為維護秩序之各

種處分均屬之。下命處分所課予之義務，相對人未履行時，即生強制執行之問題。各種

處分之中亦唯有下命處分有強制執行之可能性及必要性。「事業計畫」與「權變計畫」

並非下命處分的研究，將在之後的章節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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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民，1986：235）。前大法官吳庚在文林苑事件發生時投書，指出造成

都更爭訟不止的原因之一即為「立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益』或『公共利

益』的認知錯誤」，把「絕大數人的利益等同公益，少數個人則屬私益」，

此並非現行法學上通行的見解（吳 庚，2012）。美國行為主義法學家 Glendon 

A. Schubert指出，美國公共行政領域所發展來界定公共利益的理論其實既

未統一也不一致，導因於公共利益這個概念缺乏可以辨識的東西（Schubert, 

1957: 366），其實，19世紀末德國經濟學家 Friedrich J. Neumann就已經為

「公共」描繪了一個簡明的特徵：需具有「不確定多數」、「開放性」（Neumann, 

1886: 357），是以，大法官陳新民（1986：222）提醒，「居於某區域內」

的利害關係人的多數者利益偏好，只能算是這批多數者所代表的「階級利

益」，並非公共利益。 

從而，《條例》雖以增進公共利益為立法目的，但稍微嚴僅地加以檢

視，不難發現其內涵「根本撐不起可以剝奪或限制人民財產權的高度公共

利益」（蔡志揚，2012：102），「主管機關是否得輕易發動都市更新？仍

有疑義」（陳明燦，2015：25）。將「多數決」訂為排除少數所有權人權

利的操作機制，不僅無法證成公共利益，反而變成都市更新最為人所詬病

之處（盧宗成、何彥陞，2013：20）。是以，監察院也在 2012年正式糾正

內政部62，指出以私部門多數決進行都市更新，不僅有侵害到憲法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虞，甚至與《條例》立法目的「增進公共利益」有所悖離。 

(三) 「公共危險排除＝公共利益」的迷思、論述及轉變 

在「多數利益＝公共利益」的論述似乎撞入死胡同、都市更新瞬時缺

乏必要性與正當性的情況下，就有學者在研討會的評論中指出「地震是都

更的轉機」63，藉由對台灣地震頻繁的危機感，在多數決過渡為公共利益存

在疑慮與爭議下，轉而尋求以排除立即或潛在生命財產安全即為排除「公

共危險」，就是維護、達成公共利益，以取代「多數決民主」傳統說法的

不足，作為釐定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主要論述。 

                                                       
62 2012.10.04，遭監察院以 101 內正第 29 號糾正案提出糾正內政部。略以：「我國都市更

新推動過程中，……，不僅使都市更新本質被扭曲，亦造成都市更新績效不彰，內政部

為都市更新條例之中央主管機關，卻未建立良好協商之機制及值得信任之平台，亦未就

現行都市更新推動方式之缺失、劃定更新地區或更新單元之具體認定標準及應踐行之程

序，以及以多數決機制強制參與都市更新之作法等，適時檢討修正，核有疏失，爰依法

提案糾正乙案。」；「現行都市更新以民辦為原則，公辦為例外，不僅無法落實增進公

共利益，亦造成私人利益衝突糾紛不斷，內政部未就現行都市更新推動方式之缺失積極

檢討，謀求改進，顯有疏失」。 
63 在 2015.05.02 台灣法學基金會主辦的「都市更新法律與政策研討論會」上，擔任第二場

主題「都市更新的立法政策」與談的陳榮隆教授指出，台北市如有地震將造成重大的傷

害，基於不足以抗拒大地震的前提，都更正可以拯救台灣。會議不久前發生的尼泊爾大

地震（2015.04.25，7600 多人喪生）是台灣都更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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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115人死亡、96人受傷的臺南市維冠金龍大樓倒塌（臺南市政府

消防局，2016）事件次日，營建署長接受媒體訪問時強調，根據模擬測試，

同樣地震強度發生在台北，台北恐會倒 3、4000棟房屋64。內政部也隨即更

新發佈六都屋齡超過 30年的老宅數量：台北市約 54.29萬宅、新北市約 62.07

萬宅、桃園市約 24.55萬宅、台中市約 32.57萬宅、台南市約 29.12萬宅、

高雄市約 45.35萬宅；其中雙北市高達 116萬餘宅，占全國比率逾 30%。

同樣的訊息也被用來為台北市政府處置文林苑事件的正當性做辯護。

2012.04.11，前台北市長郝龍斌在文林苑事件後、上中天電視的「都更風暴」

節目中表示，台北市老舊房屋多，基於安全應該執行都更。主持人陳文茜

更譴責「若台北市不都更、發生地震老舊公寓造成許多人死亡，現在那些

『正義之士』要負起很高的道德責任」（林佩怡，2012）。 

行政院提出《條例》修正草案時，由內政部營建署發佈的新聞稿指出：

「臺灣早期發展的地區，無可避免地呈現建築物結構老化、防災與抗震能

力不足、實質環境惡劣及都市機能衰敗的現象，在目前各種災害頻傳之情

形下，確有必要加速推動都市更新」（營建署，2012），認為建築耐震規

範修訂前的「老」房子須透過拆除重建、適用最新的耐震規範與營建技術

才能夠耐震。從而，最新的政策方向是提出「加速老舊住宅更新」方案，

結合耐震安全和改建需求兩方面，由國家買單，以容積獎勵、租稅減免並

簡便程序65，讓整合都更時更方便、更有誘因。 

檢驗上述論點，前述被用來強化老舊建築存在高震災風險的維冠金龍

大廈倒塌案，根據台南地檢署偵察結果，1994年 11月取得使用執照，倒蹋

時僅 22年66、屬人為因素67，與的建物興建年代無關。再查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下稱「建研所」）『九二一大地震建築災害特性分析與統計』（2000）

研究，建築物的年代遠近並無法直接連結潛在風險，是否採用較新的耐震

                                                       
64 此為 2013 年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向內政部長會報的地震災害模擬。 
65 根據媒體報導（林思慧、呂雪彗，2016-11-30），「小英總統關切的四、五層樓老舊住宅

約 3.3 萬棟，集中雙北，耐震度均不足，有必要重提新策略加速推動」，是以內政部於

2016.11.29 向行政院長林全提出的「加速老舊住宅更新重建策略」，主要就是針對「30
年以上老舊住宅」的都更重建，除把最小基地面積下修，保證 500m2 即可以原容積改建、

500m2～1000 m2可獲得 1.15％容積獎勵， 1000 m2以上 1.30％，不受計畫審議之影響，

房屋稅終身享受減免 50％（原只享受 2 年減半徵收）。 
66 另一棟位於於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 586 號，地上 11 層、地下一層的京城銀行大樓也僅

20 年（興建於 1996 年）；位於南市歸仁區信義北路口 46 號之 7 樓「幸福大樓」電梯

住宅星際鑑於 2000 年。參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5。 
67 臺南地檢署於 2016.04.07 日發佈偵結新聞稿指出，維冠金龍大樓主要倒塌原因為：「結

構分析與設計……靜載重至少不足 44.3%，致原設計之地震橫力約減少 16.3%，……大

幅降低建築物所能抵抗之地震力」，「建築設計圖說……未按照結構計算書支配筋表，擅

自減少樑柱接頭配筋量及縮減部分柱斷面尺寸」，施工時「未依圖說施工，……使主鋼

筋拉力強度不足設計值之三分之一」，導致耐震強度、韌性不足，建築物無法維持完整

結構而快速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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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也非直接關連。研究指出中部地區有 15棟 10~16層集合住宅或住商綜

合大樓倒塌，興建都未超過 10年68（建研所，2000：7），且位於震央的南

投縣內倒塌的鋼筋混凝土建物以 1990~1996年間最多（建研所，2001：4-3），

主要原因是施工不良，與是否採用新舊建築技術規則無直接關連。 

退萬步言，要以具潛在耐震風險的「老舊建築」屬公共危險，來推進

都市更新政策，甚至令原本可以究責肇事廠商的輻射鋼筋屋69、高氯離子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海砂屋）70等項目，以及本來就應在「永續環境-建立生

態城鄉」71指導而以都市計畫來落實執行的智慧型建築72、綠建築73等項目，

都能以促進「公共利益」而包裹在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及租稅減免之下，是

不是也因該用相近的標準看待嚴重建築物安全問題的「林肯大郡」案─

1997.08.18因溫泥颱風造成擋土牆崩落、建物倒塌，導致 28人死亡、50人

輕重傷、200戶全毀、340戶半倒（監察院，2016：3）─以公權力介入拆

除重建？然卻因位於非都市計畫範圍而不適用《條例》、不能獲得各種容

積獎勵進行重建，僅能有受災戶補償及開發商和解金、國家賠償74，至今仍

有大量半倒建築無法拆除重建。批評立法者與執法者對都市更新政策、法

令的「公益」或「公共利益」做了錯誤的認知，顯非無理由。 

                                                       
68 根據建研所的調查，倒塌之大樓都是採用當時最新法規所規定的耐震規定（韌性結構），

主要倒塌原因是於底層之設計大多是開放性大廳或是店鋪，造成牆壁很少之軟弱底層，

底層以上即轉為住宅，牆壁較多且勁度較高。在同一棟高樓、勁度突變處之軟弱底層吸

收了大部份地震能量，造成破壞而倒塌。亦即，受震災倒蹋，與是否採用新的耐震規範

有關，而是設計不良導致。 
69 1983 年，「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委會」）證實台電核一廠所購進的鋼筋發現

為受輻射汙染的鋼筋，另有輻射鋼筋流入正在興建的臺北市天母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的工

地。1985 年也發現民生別墅輻射異常，卻一直到 1992 年媒體報導才曝光，總共有 1,661
戶受輻射污染（林佳緯，2014：4），但對於外界知道的三種可能來污染源，「原委會」

也只承認其中一種：輻射鋼筋是「於鋼鐵廠製造過程中，不小心將放射性物質鈷 60 誤

熔所致」，主要發生於 1982~1984 年間建造或完工之建物。最後是由政府出面處理，訂

定〈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1994.06.10 發佈），年輻射劑量達 1 毫西

弗者，得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評定宜予拆除重建；年輻射劑量 > 15 毫西弗

才由政府收購，不願讓售者發給救濟金及改建工程補助費。 
70 1980~1990 年間，因河川砂石短缺，營建業者大量引用海砂做為混凝土之基材（林俊堯，

2019：1-1），卻因當時沒有相關國家規範，使海砂屋大量產生，1995 年才有「臺灣省高

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及相關補助措施草案，又因精省而未落實。2000
年才以內政部以 89 內營字第 8985285 號函，建議各縣(市) 政府參考省府擬訂之辦法草

案自行研訂法令（林俊堯，2019：2-2~2-3）。 
71 參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 
72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7。 
73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8。 
74 當時的台北縣於 2010.01.19 日訂定「林肯大郡溫妮颱風災變受災戶補償要點」，針對未

請求國家賠償之全毀戶每戶核發 63 萬元，半倒戶每戶核發 10 萬元，發放補償金 13,541
萬元。建商林肯建設公司則有慰助、救助及和解金 59,000 萬餘元。雖有國家賠償，卻

是災民自行進行冗長的訴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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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權力與私權利混淆的迷思─行政與司法、監察見解的落差 

2009.05.21，內政部以「營署更字第 0980032581號」解釋函回覆臺北

市「永春案」75的實施者有關「事業計畫」是否得以對不願參與者所擁有之

建物執行強制拆除時，指稱有關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悉依《條例》及其相

關子法規定辦理，「具有公共利益，與憲法並無牴觸」，從而解釋私部門

實施者擁有「權力」排除推動「事業計畫」的障礙，因此對不同意參與者

的強制拆除與憲法對財產權之保障並不衝突。職是之故，文林苑事件前後，

主張此類強制拆除並無違憲者不在少數（李寶欽，2004：1~2；張志湧，2012：

6；鄭正忠，2012：7），但仍有學者76指出因無明顯急迫之公共利益需要藉

由拆除王家方能達成（吳靖雯，2012），致《條例》恐有違憲之虞。文林

苑事件發生後，根據該案以及相關案例的行政訴訟而提起的《條例》釋憲

案於 2013.04.26做成第 709號解釋77，裁定現行都市更新制度的執行不符合

正當行政程序、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意旨。大法官們並

不認為依《條例》規定執行就能與實現公共利益劃上等號，欠缺程序正當

性則欠缺擁有排除「事業計畫」推動障礙的「權力」基礎，執行強制機制

（包含參與及排除）顯有牴觸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虞。 

另一方面，2012.10.05監察院通過監委李炳南、劉玉山和黃武次提案糾

正內政部。糾正理由有三方面：一、有關都市更新私權爭議案，內政部未

積極推動建立法院外仲裁機制及三方對談平台。二、現行都市更新以民辦

為原則、公辦為例外，不僅無法落實增進公共利益，亦造成私人利益衝突

糾紛不斷。三、都市更新地區或更新單元之劃定對人民財產權有重大影響，

然其認定標準及程序未以法律規定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78規範（監察院，

2012）。總體而言，監察委員直指中央主管機關的內政部的推動使得都市

更新本質被扭曲，爰依法提案糾正。 

針對監察院糾正缺乏「私權爭議對談平台」，內政部在改善意見中明

                                                       
75 即「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四小段 44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位於忠孝

東路與永春路口，本為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及眷屬宿舍，而臺北市政府於 2000.06.27 府都

四字第 8904521800 號（函）公告，劃為更新地區。 
76 台大社會學系教授陳東升指出「這件都更案中，並無明顯、迫切的公共利益需要藉由拆

除王家方能達成；因此即便逾 4/5 的住民同意，仍算不上合理之舉」. 詳吳靖雯，2012。 
77 司法院第 1404 次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09 號解釋（簡稱「709 號解釋」）的《條例》釋

憲案，是由新北市土城區大慶信義福邨 5 層樓集合住宅案 52 人、臺北市文林苑案王廣

樹等人、臺北市萬隆段陳淑蘭等人、臺北市永吉段彭龍三等四案，合併申請釋憲。 
78 如〈臺北市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自行劃定更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評估標準〉即僅

為根據〈台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15.Ⅳ而制訂、非屬法律層級的「行政規則」，其

性質與效力依《行政程序法》§159.Ⅰ之定義：「本法所稱行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

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

生法規範效力之一般、抽象之規定」，是以，不符和監察院糾正案文所稱對人民財產權

有重大影響之認定標準及程序需以法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規範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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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回覆：同意參與都市更新者，其「同意」是一種與實施者間的「私法上

的意思表示」，「對雙方權利義務有所爭執者，自應循民事法律途徑解決」。

反之，不同意參與都市更新者，是受有「土地提供都市計劃利用之供用義

務」、強制參與是「對個別土地私權予以限制」，因此公部門以公權力介

入使之強制履行（內政部，2012：2~3）。就「都市更新以民辦為主」部分：

內政部仍推稱「無餘力推動以地方自治團體為實施者之公辦都市更新」，

還是再繞回由私部門主導都更。 

就「現行更新單元劃定未經法律授權、侵害人民基本權」部分：內政

部亦明確主張「更新地區之劃定及都市更新計畫之擬定或變更，俱屬都市

計畫細部計畫層次」、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5條規定於都市更新計畫表明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作為擬定都

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指導」(內政部，2012：7)，卻仍在後文中取巧地將各縣

市自行依自治條例訂定的「單元劃定基準」送「經該管政府都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來嫁接為「依循都市計畫之指導」（內政部，2012：8），

顯欲冷處理「對人民財產權有重大影響之認定標準及程序需以法律規定或

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規範」之法理與監察院之糾正，亦明顯與自己在前文

所強調「分別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予以區分部同之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以

收因地制宜之效」的檢討矛盾，其論理邏輯令人費解、背後意圖令人憂心79。 

綜整行政、司法與監察三權對於都市更新問題核心的論述，司法院與

監察院一再強調，都市更新的政策與法律制定邏輯與實務執行上，政府的

「權力」（power）顯有侵害人民「權利」(right)之虞。反觀內政部的處理

與回應，則處處在運用文字的解讀空間，模糊甚至混淆政府的「權力」與

人民「權利」的界限，以迴避國家重要決策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僅能由

國家親自執行（監察院，2011：10~11）、高權性權限之行使通常應由居於

公法上職務與忠誠關係之公務人員作為其固定職權而承擔之（李震山，2002：

149；程明修，2005：359~360；董保城，2007：292）的「公權力獨占」

( Gewaltmonopol )原則，把原屬於國家「權力」的都市更新強制機制，借給

                                                       
79 根據內政部回覆給監察院的「研擬改善意見」，明確指出「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係都市更

新計畫應表明之事項」（p7）、應「分別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予以區分部同之更新單元

劃定基準，以收因地制宜之效」（p8），顯係肯認所謂的「劃定基準」依法僅規範在屬

「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層次」（p7）、「因地制宜」而制訂出來的「都市更新計畫」之內。

然，在歷次的立法院《條例》修法草案討論會議中，內政部與營建署與會官員卻一再強

調，現行由各地方政府自行依「非立法院通過之法律」、低於「自治條例」層級的「自

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所擬出來的「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

狀況應符合評估標準表」，未來只要再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即等

同都市計畫審議，不需要再透過「因地制宜」而擬定「都市新計畫」來制訂。也因此，

內政部官員堅稱「未經劃定更新地區」可以透過這種經「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的劃定基準，來允許私部門依《條例》§11「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實施更新事

業。不僅有透過文字遊戲來塘塞監察院的糾正之疑，也難謂沒有愚弄立法院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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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處理所有權對抗與糾紛排除。如此巨大之落差，即使非行政部門為

達特定目的的刻意操作所致，亦難脫卸怠忽職責的批評。 

(五) 公權力公辦都更與私權利民辦都更的混淆 

「事業計畫」的實施，依《條例》可分為兩大類，一者為《條例》§9，

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自行實施或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都市更新

事業機構、同意其他機關 (構) 為實施者，實施都市更新事業」的公辦都更，

另一種為根據§10及§11，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劃定更新單

元」的民辦都更。其次，關於辦理「事業計畫」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同意門檻之規定，皆集中訂定於《條例》§22，無例外條款。其中依§9

的公辦都更並沒有取得同意門檻之限制，此亦由內政部於 2004.12.30以內

授營都字第 0930088519號函解釋「經更新主管機關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9 條

第 1 項規定同意之實施者，無依第 10 條規定擬具事業概要及取得同意書之

必要」。簡言之，公辦都更無須土地及合法建物有權人的同意，不限公有

土地或私有土地。 

再查《災害防救法》§36「為實施災後復原重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

施下列事項，並鼓勵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理：……十二、住宅、公共建

築物之復原重建、都市更新及地權處理」，結合《條例》§7之「一、因戰

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二、為避免重大

災害之發生」。可知，對於重大之天然、人為災害而需要進行建築、街廓甚

至都市尺度的重建時，主管機關應逕為迅行劃定、儘速實施更新事業、安

置受災民眾、恢復人民正常生活，顯屬緊急急難之必要性公共利益，由政

府開展公辦都更、積極辦理意見整合，自是責無旁貸。若有爭議，除依《災

害防救法》外，《條例》亦未規定需要所有權人同意，主管機關自當善用

其國家高權，排除爭議，以求災損重建之效率。 

當然，在時間急迫，限於人力、財力需高密度投入的情況下，國家當

然可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進行「公權力委託」（另於後面篇章分析說明），

或透過給付行政（Leistungsverwaltung）或誘導行政（Lenkungsverwaltung）
80之形式，「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但法律意旨顯係交付主

管機關統籌之責、承擔時效之急迫，而不是希望把主導權移轉給民間，政

府僅從旁輔導的角色，因為，此顯與「緊急危難」之處理原則相違背。 

然，以 921地震倒塌、造成 87人死亡之臺北市東星大樓重建，主管機

                                                       
80 「給付行政」（Leistungsverwaltung）是以確保及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為目的，而以公法

的授益處分輔以私法的借貸契約方式，對個人給予扶助或對公眾提供公共設施為。「誘

導行政」（Lenkungsverwaltung）係對整體之社會、經濟及文化生活以擬訂計畫及發給

補助等行政措施之方式，予以廣泛的獎勵及輔導。以上參見陳  敏，200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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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卻僅輔導災民成立更新會，致 1999.09.21倒塌之大樓，遲至 2009.08.29

年才竣工落成。再觀台南維冠金龍大樓，儘管有居民主動表示希望政府以

公辦都更方式協助重建，台南市政府仍以「市府完全沒有主觀立場，靜待

災戶談出一個結果」，甚至舉 921地震發生 17年，仍有 1/2建物未重建（張

榮祥、楊思瑞，2016），因此無法適用政府擔任實施者進行重建無同意門

檻限制之法律規定，歸責維冠災民要自行整合81。反觀類似文林苑這類非緊

急重大之民辦都更，卻用優勢警力排除民眾抗爭、強制拆除不同意戶。 

學者指出，民主法治國家的人民透過憲法授予政府執政正當性，是以

權力本該是「理所當然的公平分配於每一個市民的手裡」，但「某一些人

往往是比別人擁有更多的權力」（徐世榮、蕭新煌，2003：37）。顯然，

都市更新的政策與法令規定中的權力與權利並非處於均衡之狀態，甚至是

行政部門有意混淆國家「公權力」與人民「私權利」，以圖「順利依本條

例而『借用公權力』以對他造為有力的干預與強制」（李震山，2013：5~6），

使某些特定人擁有更多權力，而將不同意參與者排除在權力決策之外。 

四、 問題意識提出 

總合對都市更新迷思之五點觀察：私部門多數決迫遷、多數決＝公共

利益；排除危險＝公共利益；行政部門對基本權的認知落差；以及公權力

公辦與私權利民辦混淆，借用美國政治學者Frank J. Sorauf教授（1928-2013）

的批評（1962, 185~186）：「公共利益被視為是一種有效的政治迷思，……

透過公共利益語意的簡化，可以讓利益披上道德的外衣、使特定團體的利

益合理化」，前三者顯欲藉由「多數利益」來勾連「公共利益」，以便推

進到《憲法》§23以法律限制人民基本權的結論。 

而第四點則呈現行政部門處處迴避「公權力獨占」的國家責任，卻又

拐彎跳接公共利益以導入國家高權介入私財產權的支配自由，與立法、監

察對於財產權保障觀點的落差，若非刻意作為，亦難推懈怠之責。最後，

行政部門混淆公權、私權界線，言重大緊急危難的震災重建，仍以民辦為

主、公辦避免的心態來處理。 

以上混淆公權與私權界線的迷思，形成一種僅有潛在危險、非緊急重

大情況、不涉公共利益的老舊住宅改建，本應鼓勵民間自行辦理，卻得以

透過「多數決」來套上「公共利益」，以跳接《憲法》§23「增進公共利益 

                                                       
81 根據台南市政府 2017.09.28「府都更字第 1061004315A 號」公告，本案正式名稱為「擬

定臺南市永康區大灣段 7597 地號等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擬定臺南市永康

區大灣段 7597 地號等 1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以所有權人成立「臺南市

永康區維冠金龍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者方式，申請事業計畫進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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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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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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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88 從

震

由

可

災

市更新制度困境

1-6 民辦為

示來源：本研究

必要」82，來

權之保障，強

及重大公共

理拆遷、安

藉多數決來

本研究認

來作為都市

缺乏信賴，

公法遁入私

                    
憲法》§23：以

社會秩序，或增

《憲法》§7：中

《憲法》§10：
《憲法》§15：
《憲法》§22：
障。 

根據「花蓮縣

理委員會」歷次

金雙星」、「吾居

重建」及「領取

支持有面積，取

擇異地重建。「

權人將土地持分

縣有土地（以善

的 5 層樓電梯住

因為「安心宅

從 1999 年 921
震災的台南維冠

由更新處發佈

可證，去不論是

災後重建的公辦

境研究－強制

為主、公辦避

究繪製。 

來衝撞同樣

強制不同意

利益者，本

安置、重建

來強制不同意

為，整個都

更新符合公

更不是獎勵

法、私權僣

                    
以上各條列舉

增進公共利益

中華民國人民

人民有居住

人民之生存

凡人民之其

0206 震災家

次（1~15）會

居吾宿」等大

取救助金」方

取得異地重建

「雲門翠堤」、

分售予花蓮縣

善款 4,180 萬

住宅「希望工

」並非未於都

地震臺北市

冠大樓重建，

的新聞稿「全

是震災或氣爆

辦都更。 

制參與/排除取

避免之都市

樣是《憲法》

意者參與。反

本應由國家

、回遷的措

意者參與，

都市更新制

公共利益的

勵誘因不足

僣用公權。

        
舉之自由權利

益所必要者外

民，無分男女、

及遷徙之自由

權、工作權及

他自由及權利

園重建救助實

議記錄，2018

大樓倒塌，共

方式供災民選擇

建住宅之產權

、「白金雙星」

縣政府。異地重

萬 8,570 元購地

工程安心住宅

都市計畫地區

東星大樓重建

皆為私部門實

全國首例由政府

爆，並沒有各

取徑的解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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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模式 

》的§783、

反之，本有

家公權力介入

措施87，卻仍

申請政府協

度與法令的

的定義或指標

足或權利價值

造成這種現

，除為防止妨

外，不得以法律

、宗教、種族

由。 
及財產權，應

利，不妨害社

實施計畫」及

8 年的 0206 大

有 195 戶家園

擇，以拆除建

，或以每坪 1

」及「吾居吾

重建方案基地

地；依每坪 1

」於 2019.09.

區，即非適用

建、2014 年高

實施者申請整

府擔任實施者

各級政府依照

重構 

§1084、§15

立即危險、

入、由政府

仍交由民間

協助拆除（

的核心困境

標，亦非源

值如何估算

現象的根本

妨礙他人自由

律限制之。 
、階級、黨派

應予保障。 
社會秩序公共利

及「花蓮縣政府

大地震造成花

園全毀。花蓮

建築物登記謄

11 萬元發給重

吾宿」三棟大樓

地位於新城鄉

1 萬救助金標

.25 號正式開

《條例》之都

高雄氣爆災區住

整合重建。此從

者公辦都更案

《條例》§9 擔

585、§2286對

、屬緊急重大

府擔任實施者

實施者自行

如圖 1-6所

境不在於用哪

於利害關係

算，而是整個

本原因應源自

由、避免緊急危

派，在法律上一

利益者，均受

府 0206 震災災

花蓮市「雲門翠

蓮縣花蓮縣府提

謄本或合法房屋

重建救助金。

樓原所在基地

嘉南段三共筆

標準為工程造價

工，預定 202

都市更新事業

住宅重建、20
從台北市政府

案『斯文首善』

擔任實施者、

 

對人民基

大災難、

者，積極

行整合88，

所示）。 

哪一種理

係人之間

個制度容

自： 

危難、維持

一律平等。 

受憲法之保

災害捐款管

翠堤」、「白

提供「異地

屋證明所載

有 44 戶選

地土地所有

筆約 885 坪

價），興建

2.06 完工。

計畫。 
016 年 0206

2021.02.23
』上梁啦!」
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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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力者無心或刻意地透過制度及法令的設計與制訂，對公權力

與私權利的界分做選擇性混淆，藉以創造出原所無之權力（利）

或規避原應承擔之責任或義務，以從中獲取最大的開發利益（政

治的、經濟的）。 

尤其是透過法律條文所設定的「多數決」機制，使得私部門實施者（或

主動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戶）取得一種似公又私、有權無責的權力與權利地

位，「依法」涉入一種在根本性違反憲政法治國家的法理原則下，觸及違

憲疑慮的情境，同時也把少數不同意參與改建的原住居民捲進互不信任、

相互攻訐防衛的制度困境中。而制訂並推動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的政府，

卻得以用一種「完全沒有主觀立場」、只是「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

的態度與位置，規避高權責任的追究。 

本研究認為，解開造成這個混淆的制度性根源、法理根據，以及權力

作用脈絡，即可洞悉都市更新制度的困境，進而提出困境解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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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提出－都市更新制度中的權力

與權利 

除了羞辱與憤怒，urban renewal 一詞沒有帶來任何東西。在美國

就只是一個政府給予私部門投資者協助，以搜刮土地的政策，而

這投資者又從政府獲得補助、以低於市場要求的成本獲得土地。

整件事情是令人憤慨的：為了富人而發生對窮人的徵收與驅逐的

社會化現象。 

Lewis Mumford, 1958.08.10. (in Hughes，1971：283) 

一、 研究動機 

都市更新所規劃的空間主體是公共空間（public space），本質應為以使

用價值為中心的人居環境品質的提升（詳本章第一節論述），因所影響的是

公眾的生態、生存、生產、生活構面，具有公共利益本應該無庸置疑，卻

因其高度抽象性與不確定性而常被直接地與各種想像（如市容景觀、解決

產權細碎、資源合理使用、促進開發利用…等）連結，並引用《憲法》§23

「增進公共利益」、合理化對基本權之限制，衍生許多重大爭議。 

究其源由，或許是因國家為了引進民間在資金、人力與技術上的能量

與活力，由下而上促進都市更新推動，而在法令制度設計了「公私協力」，

因而在《條例》立法之初的制度設計中即允許私部門主導都市更新事業的

實施。又限於「私法自治」（Privatautonomie）、「契約自由」（Vertragsfreiheit）

原則，從而讓同為私部門的單元內的全部「所有權人」（公部門所有權人不

列入人數計算）其中的「多數者」的意願，即可「借用公權力」，令少數人

背負參與都市更新的「公法義務」。 

然涉及人民權利的限制，必須是以有高度公共利益之達成為前提，如

果只是特定街廓範圍內的所有權人的建物改建，在圖謀國家公權力介入整

合以壓低私權協商成本，又不願承擔政治責任的情況下，此時借道「民主

多數決」的概念與形式，以法律授予特定基地範圍內所有權人之多數即得

決定基地範圍內全體所有權的處分自由，會不會反而是自設了一個制度性

困境而進退維谷？這些不斷浮現的矛盾表象與制度困境，引發本研究探究、

釐清我國都市更新法令制度採行強制參與及強制排除（以下統稱「強制參

與/排除」89）機制法理基礎與論述邏輯的動機（如次頁 圖 1-7 所示）： 

                                                       
89 「強制參與/排除」為本研究新創的組合名詞，指「強制」這種國家高權作為，以及再

下分的「強制參與」與「強制排除」兩種強制類型（詳 p44~45），是都市更新所採用的

制度之一種。故主體在「強制」這種制度作為，而「參與」及「排除」的詞性，是兩個

「同位語」（都是強制制度的類型），以「/」聯結兩個「同位語」，「代表皆有或任選」（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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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能執

得執行，

源如何形

二、 問

實務

（陳立夫

強制制度

介入」協

                
南蘋，2
2012: 14

90  陳立夫指

參與的權
91 都更業者

府提出的
92 台北市長

苦的選擇

研究動機概

：本研究繪製

什麼（WHY
種（HOW）

種前提要件

強制？ 
制應經何種

市更新強制

清為什麼都

執行強制、

實為探究

形成，即可

題提出 

務執行上，「

夫，2008：4

度的可執行

協助拆除91

                    
2018：72），是

43），在本研究

指出「權利變

權利變換「強

者表示「若無

的防災型都更

長郝龍斌表示

擇」，強調市政

概念圖 

製。 

Y）都市更新

前提要件下

下，誰（W

程序（WH
制度的公法

市更新可以

誰可以被強

問題亂源必

找到有效改

「強制參與/

4590；蔡志揚

性。然執行

，公部門又

                    
是一種將先行

究中，採用「

變換」，「乃為

強烈干預受憲法

無公權力適時介

更案，「都面臨

示北市府實施

政府亦認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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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可以採取

下才能執行

WHO）可以

HERE, WHE
法私法錯亂

以採取「強

強制、誰可

必需要處理

改進政策法

/排除」已成

揚，2014：

行上仍常見

又認為自己承

                    
詞（anteceden

「強制參與/排
為都市更新條例

法保障之私有

介入、強制執

臨公權力無法介

強制代拆是「

度有窒礙難行

取強制參與/
行強制？ 
以被強制？誰

EN）始得執

、權力關係

制參與/排除

以執行強制

的課題。釐

令的方向。

成為都市更

148），並有

私部門實施

承受巨大壓

                    
nt）結合成同

排除」做為一

例之立法核心

有財產制」。 
執行拆除，都

介入執行拆除

「承受巨大壓

行之處，數度行

/排除制度

誰（by WH

執行？ 
係混淆從何

除」制度、

制、強制應

釐清亂源，

。 

更新政策的核

有重重的法

施者高分貝

力92，台北

                    
同位語的文字結

個組合名詞。

心」，指出這種

都市更新將窒礙

除的關卡」（詳

力依法行政」

行文中央，「盡

第一章  

 

？ 

HOM）可以

形成？ 

何種前提要

經何種程序

並據以探討

核心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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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公權

北市甚至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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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透過多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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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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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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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政

13）。 
而且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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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求「更新單元範圍內代拆戶占總戶數 10%以下且戶數 5 戶以下」，否

則只能繼續協商，而被質疑是「以行政命令另定辦法限縮公權力行使之義

務」（陳麗瑛，2011：89）。 

對於私部門實施者何以能採取「強制參與/排除」的作法，內政部是從

《土地法》的角度93引用土地所有權具有內在之「社會義務」（或稱土地的

「供用義務」）（陳立夫，2006：159）94，因此得對個別土地私權予以限制95，

進而與《憲法》§23 連結，主張《條例》為因公共利益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致限制或剝奪個人財產權之處分自由，與憲法並無抵觸96。 

然司法實務見解上，對於民辦都更的案例，多以「事業計畫」的執行

是一種私法契約關係97、應尊重契約自由精神。不同意內政部見解者也認為，

強制參與/排除制度的施行（特別是§36）是在「欠缺正當法律程序、不符

合比例原則之多數決制度下，仍允許實施者進行強制拆遷、剝奪憲法保障

人民的財產權」98對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與財產權，將受有限制乃至侵害（陳

碧玉，2013：1~2）。 

然法治國下的行動者之間的權力/權利若有衝突、產生糾紛，不是循公

法行政訴訟就是循私法民事訴訟尋求救濟。換言之，行動者之間的關係，

不是公法關係，就只能是私法關係，沒有公法與私法混用的情況。 

公法關係是行政主體基於國家統治權的權力實行，而必須讓人民遵從

所建構的一種法律關係，這種國家令人民遵從的行為稱為「公權力行政」，

也稱「威權行政」（Obrigkeitsverwaltunf)（陳新民，2000：33），從而也造

成人民與行政主體之間地位尊卑，「強制」就是公權力行政的一種。而私法

關係乃建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兩造的關係應「以自由對等關係為其基

礎，至於其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究為私人、私團體、國家或公共，並無關

緊耍」(詹森林，1993：2)。 
                                                                                                                                                 
邀集學者、專家共同研議，透過修法的方式，徹底解決問題」（詳台北市政府秘書處新

聞稿, 2012-05-01）。 
93 即以《土地法》§10 「中華民國領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套聯供用義務。 
94 對於「供用義務」，陳立夫教授仍有許多保留（2006：159~160）：「土地所有權雖內含供

用義務，但其義務之內容，於法律上仍十分抽象、空洞；是以，其供為土地利用義務之

內容，仍應經公部門之土地利用計畫（即都市計畫· 更新計畫）予以控制，並個案予以

具體審查決定，否則，供用義務之立論，將有易生侵害國民基本權利之危險性」。 
95  內政部為回覆監察院對於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方式疏失之糾正（監察院 101 年 10 月 8

日院台內字第 1011931061 號函），於 2012.11.06「台內營字第 1010332240 號」函呈行政

院之改善意見認為「土地具有公共性、社會性，是以土地所有權人負有將其土地提供都

市計畫利用之供用義務，此供用義務乃屬土地所有權內在之社會義務」。 
96 詳內政部營署更字第 0980032581 號函釋 
97 詳司法院「釋字 709 號解釋」大法官李震山、陳春生、陳新民、陳碧玉、黃茂榮、羅昌

發、蘇永欽等協同意見/不同意見書中，對於私部門擔任實施者的事業計畫性質探討。 
98 參閱釋憲案的「憲法解釋聲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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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衍生許多重大爭議，或許是因國家基於「小政府主義」

（minarchism）的最小化政府干預思維，而在都更政策與制度中設計了「公

私協力」，允許私部門主導都市更新事業的實施，但也因此出現了私部門更

新事業可以借用公權力對不同意參與者為有力的干預與強制，致使本來就

不易掌握的「公私混同」變成「出賣公權力」，使本已欠缺積極有效衡平公

私益機制更加失衡（李震山，2013：5-7）。 

而國家公權力介入時，若無法證成非緊急急迫的住宅改建乃屬重大公

共利益，又不願承擔政治責任的情況下，此時借道「民主多數決」的概念

與形式、以法律授予特定基地範圍內所有權人之多數即得決定基地範圍內

全體所有權的處分自由，會不會反而是自設了一個制度問題，致難以在創

制權力/利與承擔責任之間劃出明確的份際，造成了一種論述曖昧、基礎搖

擺的制度性困境。基於以上的事實觀察，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問題： 

 都市更新制度法令的論述建構為何？有那些迷思？ 

 都市更新強制參與/排除機制的制度困境如何說明？ 

 論述迷思與制度困境下，那些行動者掌握了權力？那些行動者被排

除？ 

 如何破除都市更新的制度困境？如何討論、如何重構？ 

三、 研究目的 

都市更新強制制度採取公、私權分流的作法並非學說理想，更非異論

想像，而是早已實踐的實務操作。 

純屬私權契約、以住戶 100%同意協議合建為基礎的更新事業，新北市

政府早在 2011 年有「簡易都更」的推動，臺北市亦於 2013.10.01 推出「都

市更新快速通關方案」，皆能加速於 6 個月內審議完畢99。之後，各縣市政

府也以名稱略異、作法相似的方案推出簡易都更，中央遂跟進於 2017 年制

訂 100%同意協議合建模式的《都市危險條例》，推動一般所稱的「危老重

建」。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於 2021.05.12 於官方網站發佈的新聞稿，累計至

                                                       
99 新北市「新北市政府執行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處理原則」§1：「新北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執行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以 下簡稱本細則)第四十七條有關促進

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以下簡稱簡易都更)之規定，訂定本原則」。查新北市以

「100%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依都市計畫法辦理」的原則，早於 2011.01.17 即發

佈「變更三重等 20 處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

（2013.12.31 修訂為「變更三重等 21 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0 點」，2014.04.29 在

修訂納入「「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讓符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47
者，能在 3~6 個月完成建照核准程序。為一般所熟知的「簡易都更」。 

 而臺北市的「簡易都更」則稱為「都市更新快速通關方案」，於 2013.10.01 起實施，「建

築基地取得全部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者，訂定快速通關流程簡化都市更新審查程序，

將市府審議時間（不含申請者作業及退補件時間）縮短至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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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1、《都市危險條例》頒佈滿 4 年，全國已有 20 個縣市、受理 2,002

案重建計畫申請，並已核准 1,439 件，其中有 379 件已開工，每年申請案量

皆為倍數成長（內政部營建署，2021）。 

一時之間，不需要借用公權去干預私權的危老重建成為新寵100，理由

不言而喻：全體同意即無糾紛！有糾紛，亦能根據私部門間所訂定的重建

契約，循民事訴訟之管道進行仲裁、平息止紛，而無須走存有侵權違憲疑

慮的私權借用公權、強制拆遷的取徑。足證本研究之觀察與推論。 

借用 Harold D. Lasswell（1936）的「權力是何人用何法、於何時、取

得何物」（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本研究之目的在深入探究並釐

清：什麼是都市更新的制度困境（what）；如何定義、如何解決（how）；

為何會造成困局（why）；由誰造成、由誰執行，有誰承擔、有誰受益、

有誰受損（who and by whom）；從何取徑、從何解決（where）；解決時

機（when）。以釐清為何可採取強制參與/排除制度、何種前提要件下才能

執行強制、誰可以被強制、誰可以執行強制、應經何種程序而得執行。 

研究希望藉由權力理論解析公權混入私權的取徑，清楚界分公權私權、

公法私法份際，提出能使都市更新脫離公私混淆困境的制度重構建議。 

                                                       
100 根據『理財週刊』報導（顏瓊真，2020），「危老條例」被稱為政府「加速」審查的快

速道路，因此，自 2017.05.10 公布實施以來，依內政部危老重建專區統計，截至 2020.03.21，
全台有 743 申請，487 件被核定，成功率高達 65.45%，更提振了危老重建參與者的意願。

再查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入口網做新統計數字，累計至 2021.02.28 止，全台申請數攀升

到 1,729 件，一年間增加量為前三年的 1.33 倍；核准數為 1,347，一年間增加量為前三

年的 1.7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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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的思考取徑與架構 

研究是對特定主題的新的、有用信息所進行的邏輯性與系統性探

究。在著名的童謠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中使用到 “how 

and what” ，基本上就總結了什麼是研究。  

 Rajasekar S. etl. , 2013 

一、 研究理路與思考取徑 

本研究基本立場認為，都市是一個有機體，從成長到成熟本來就會有

「初始、成長、成熟、停滯、縮小、衰敗」的循環，要防止或降低進入衰

敗期的衝擊，就必須在成熟期注入活力，調整都市結構、活化地區機能」

（黃健二，2009）。然目前台灣的「都市更新」與「都市」格局相差萬里、

僅為老舊建築改建101的房地產開發，卻因為制度設計能擴大租隙（容積獎

勵），讓投入土地的資本有更多的出路，同時又能僭用公權排除私有財產

的阻礙，舒緩資本主義的危機（李承嘉，2012：253~255），大量吸引企業

集團、政客及學者組成的「新地主集團」，利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特權、

以及學術超然的名義，排除對其汲取土地利益有所不利的土地政策」（李

承嘉，1998：163），造就土地價格的高漲而產生「上濾作用」（upward 

-filtering）、加重仕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使都市更新地區變成唯物

化及異化的空間（李承嘉，2012：261）。 

而在企業集團、政客及學者的結盟，也形成一種能夠僭用法理的權力

集團，即便本質面存在謬誤，也能透過偏差動員或意識形態動員下的立法

程序，創造一種合法的、制度性的權力/利不平衡。藉由 Steven Lukes的「權

力三面向」（three faces of power）理論以及 John Gaventa的「權力與無權

力」（Power and Powerlessness）關係取徑（第二章詳述），可以清楚辨析，

即便在權力三面向中被支配者要挑戰有權者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困難，透過

Gaventa所指出的 B對 A的挑戰，從主要關鍵環節─「決策機制」這一環

來切入，亦有逆轉不平衡權力關係之可能性（如次頁 圖 1-8所示）。雖然

這個逆轉需要處理的是國家的政策、制度與法律，一般百姓幾乎無從撼動。

然，一般觀點認為，代表法律與制度就是真理的法律萬能主義與法律保守

主義皆是偏見，是對法律真面目的誤認（林紀東，1978：13）。因為，法律

判斷之上還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立法論之上還有本質論的探討空間。 

研究認為，《條例》的公、私權關係混用，實為對根本的理、法的錯

用，並在「權力的循環」（the circulation of power）（另於第四章詳述）的 

                                                       
101 參閱 2014.01.08 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內政委員會《都市更新條例》公聽會專家意見「都

市更新只處理老舊建築改建」、「談不上都市更新」（立法院，2014：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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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檢視財產權理論的發展，以討論財產權與社會義務之間的關係。再

輔以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與都市政權（urban regimn）理論，說明

為何都市發展與權力（利）作用盤根錯節的關係，反應現行都市更新困境

的成因。 

都市更新制度問題梳理部分，分為都市更新制度爭議實例與制度問題

梳理。制度爭議部分將整理爭議案例、事件的研究，輔以司法判決、大法

官解釋文對現行政策與制度架構的檢討。另外再從相關期刊、論文、專書，

以及立法、司法、監察、審計等文獻，梳理各種制度問題，論證出強制參

與/排除制度顯為都市更新的困境核心。 

在歸納、定義出都市更新權力漂洗模式，都市計畫的公共性基礎，以

及透過計畫高權建立基本的都市更新強制參與/排除基礎下，逐項檢視都市

更新採用強制制度的法理，分析釐清制度困局根源。並分別以《條例》§25-1、

§36、§5等關鍵條文的立法及修法之架構、邏輯，說明其中的權力漂洗模式，

以及如何逆轉權力漂洗、終止有權者與被支配者之間不平衡權力（利）配

置的權利三面向第二、第一循環，對於現行制度架構提出反思以及重建的

可能模式。最後提出總體結論與制度建議，提出公法（權力）、私法（權

利）分明的五階段都市更新架構，透過社會運動與緊密的法律改革，矯正

政策、制度、法令造成權力三面向第二循環的權力失衡現象，讓各方權力

者能進行公平的對話，共同形成決策制訂。 

四、 研究方法 

(一) 研究類型定性－社會科學政治學門的制度研究 

本研究探討都市更新的制度困境，雖然因研究對象為《條例》而在內

容上有大量的法理探析、法條比較，以及法律用詞著墨。而核心探究的，

是都市更新制度中政府、實施者與原住民三個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而

人際的權力關係正是政治學主要的探究範圍（胡 佛，1998：4）。因此，

本研究所採取的方法論，偏向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研究方法，定性上偏向政

治學門領域。 

1. 實證合併理論發展的理論取向研究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教授W. Phillips Shively將政治研究，以縱軸

的實證（empirical）vs.非實證（nonempirical），以及橫軸的實用的（applied）

vs.純研究（basic research），區分成四種類型：非實證且實用型的「規範哲

學類」（normative philosophy）類型、實證且實用的「實務研究」（engineering 

research）類型、非實證且純研究型的「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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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實證且純研究的「理論取向研究」（theory-oriented research）類型。「規

範哲學」型討論的是政治「應該如何」（what should be），不重視實證的

探究；「實務研究類」型是要找出解決之道，但不談抽象理論。「形式理

論」型注重理論演繹，不強調實證的探討；「理論取向研究」型致力於發

現事實（discovering facts）、擴大政治知識範圍，故為實證，除了附帶解

決個別的政治問題外，也著重確認現有、或發展新的政治理論，並用理論

將觀察到的政治事實聯繫起來。是政治學門中的多數研究類型。實際上，

不同類型的政治研究之間幾乎總是存在某種相互作用、一定程度的跨類型

混合（Shively, 2009：4~10）。根據 Shively的分類，本研究可以定性為以

「理論取向研究」為主、「實務研究」與「規範哲學」為輔的政治學研究。 

2. 政治學「制度研究」取徑 

美國布朗大學比較政治學者 Alan S. Zuckerman 以政治科學的雜音

（cacophonous sound of political science）來說明政治學沒有所謂的正統理論

（ theoretical orthodoxy）上的正統觀念，沒有證據顯示政治學有完全被接

受的知識主張（accepted knowledge claims），對於什麼是最佳研究方法，政

治學者間一直存在分歧（Zuckerman, 2018: 13~14）。在沒有一致的政治研究

方法類型定義，本研究借用 David Marsh 與 Gerry Stoker（1995）所分類104的

「制度研究」（institutional approach）來說明所採取研究取徑。 

「制度研究」的焦點是政府的規則、程序與組織，所運用的方法包括

「制度－描述法」（descriptive-inductive）、「正式－法制法」（formal-legal）

與「歷史－比較法」（historical-comparative），使用歷史學家與法律學者

的技術，來解釋結構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以及用採取規則、程序與正式組

織等方式來限制政治行為時的效果（Marsh & Stoker, 1995: 54~55）。由於

能兼顧規範與實然表現的應然（is）、實然（ought）討論重心，可以幫助

人們就制度的作用與政治生活的本質，取得更為深入的了解（彭懷恩，1999：

388），也一直是英、美國家政治學研究的中流（Marsh & Stoker, 1995: 42）。 

3. 以「歷史比較」法為主要操作─複雜主題的系統化整理 

就操作面而言，特定的歷史時序在一組類似的個案之間所展現結果與

成因，每每需要複雜的組合性解釋，這類解釋又很難以符合主流量化社會

科學的規範加以證明（Ragin, 1987: 13），因此本研究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法

（qualitative methods），透過情境中所呈現的複雜主題的系統化整理，來探

                                                       
104 David Marsh 與 Gerry Stoker 在其研究中，將政治學研究取徑分成六類：規範性理論

（normative theory）、制度研究（institutional approach）、行為研究（behavioural analysis）、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女性主義（feminist perspective），與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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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研究主題，運用歷史學者的技術，探索特定歷史事件、年代、人物與制

度，從歷史事件文獻、立法提案、立法院會議紀錄等，對於過去已發生的

現象，系統性地觀察、比對，加以描述與分析（高權理論、權力理論），以

解釋涉及過去已發生事件的當代政治、經濟、社會現象，梳理出該事件的

因果脈絡，求證推論的結果。 

歷史比較不僅適用於探討諸如某個特殊結果是由那些社會因素共同促

成，或探討整個社會體系以瞭解不同的社會之間，那些是共同、有何獨特，

以及理解長期的社會變遷，還可以應用某個理論於特殊個案，以彰顯該理

論的用處（Neuman, 1994: 370~371）。研究嘗試透過歷史比較法，從為數

眾多的事件、行動、象徵符號、與文字等資料當中進行調查、比較、篩選，

並且集中探索社會生活中的特殊層面，還原、重建某個時空下的真實狀態。

這種經過重新構建的過去是比事件發生當時來得更具連貫性（coherent）」

( Lowenthal, 1985: 234 )。 

(二) 研究資料類型 

Lichtman and French將研究需要處理的資料類型分為一級（primary）、

次級（secondary）、三級（tertiary）三種（Lichtman & Frenc, 1978: 18）。

所謂一級資料，乃待研究事件的一部分，或是出自於待研究事件的證據；

而次級資料則應該涵蓋與事件有關，或是在事件發生不久之後所出現的其

它相關證據；至於三級資料則是事後撰寫、試圖重建事件真實面貌的資料。

而 Neuman（1994: 383~384）是把資料分為初級資料來源（primary sources）

與次級資料來源（secondary sources）、歷年記錄（running records )，以及

回憶文獻（recollection )四類。初級資料指人物信件、日記、照片；次級資

料則為具初級資料而所完成的研究著作；「歷年記錄」則是組織所保存的

統計文獻、官方報告；「回憶文獻」則是根據記憶所撰寫的生活經驗。 

再查政經學院創辦人 Sidney Webb與 Beatrice Webb將資料區分為「文

件」（document）以及「文獻」（literature），定義：「文件，是一種要做

為以傳遞或表達某個個人、組織或社群的行動為目的做為出發點的語言工

具」，因此「所有書面行政命令、授權證書、辯訴狀、商務日記、會議記

錄、賬目、海關申報單、登記冊、規則、成文法、細則、章程，憲法、宣

言公示、條約等，均為文件」，這些文件本身就是事實（fact）。而「文獻」

則是闡述事實意旨為何的資訊的書寫（Webb & Webb, 1932: 100）。因此，

「文件」應可以包含 Lichtman與 French所說的一級資料與二級資料，而「文

獻」則類同於三級資料。 

本研究所採用的「一級文件」包括：國家（中、外）法令原文、立法

院議案關係文書（訂、修法草案）及院會或委員會議事記錄、政策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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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文、都市計畫書等；採用的「二級文件」包括監察院糾正/調查案、中

央及地方政府解釋函示、司法判決書、政府調查報告、政府統計資料、官

方會議手冊、會議報告書等；所採用的「文獻」包括：學術專書著作、學

術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整府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媒體報導等。 

五、 章節概要 

本研究之章節規劃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份為研究假設與研究設計，

共一章。第二部分為理論研究及理論發展，共三章，建立分析都市更新政

策制度困境的基礎理論，包含觀察、解析權力運作的權力三面向理論（第

二章）、分析都市更新法令問題的高權與強制法理（第三章），以及檢視都

市更新本質的都更學說定義考察（第四章）。第三部分為實質研究及論證，

共三章，透過立法院會議記錄的耙梳、比對，分析有權力者如何透過修法

或公民社會取徑，讓無權力者享有權力、有義務者卸除義務，使扭曲的都

更政策深陷困境。第四部分、第八章，為結論（如次頁 圖 1-11 所示）。 

第一章以都市更新本質本應為人居生品質的提升，凸顯在資本主義、

效用主義下，都市更新已變成經濟性開發迫遷工具、造成重大人權侵害的

問題。再觀察分析臺灣對於都市更新得以動用多數決、引公權介入私權爭

議的相關論述，說明都市更新陷入公權力、私權利混淆的論述迷思，進而

說明都更政策中的三個主要行動者（政府、原住居民、實施者）之間的法

律關係出現公法遁入私法、導致私權僭用公權的亂象，提出本研究之問題

意識：都市更新的制度困境在於採用強制參與/排除制度，卻未謹守公權、

私權界線，使得無公權者得以強制他人參與都更，無義務者被迫參與「事

業計畫」，而原負有擬定都市計畫、實施更新事業的公部門，卻以公私合夥

之名脫卸法定責任，再以所有權人多數決為由，回頭用公權力干預私權都

市更新事業的實施。接著說明本研究目的在探究都更新制度困境形成的原

因，以及重構的可能。最後一節說明研究流程與章節架構。 

第二部分為理論梳理，為承續第一章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分別以第二

章「都市更新強制參與/排除制度之探討」、第三章「都市更新理論衍變」，

來證成不論法理面向或是都市計畫理論實務面向，都市更新政策及法令皆

存在根本問題，再以第四章權力三面向理論，建立後續檢視都市更新權力

運作脈絡之理論基礎，用以說明為何都市更新政策、法令，能在存在根本

問題下仍可以變成合法。第二章先說明都市更新制度中的強制作為，以及

為何可以強制的一般論述，再梳理憲法基本權、國家高權、行政計畫等理

論，說明「強制」做為一種「國家高權性質職權之行使」，其運用有一定的

限制，以建立論究現行都市更新政策法令是否偏離法理的基準，並以《條

例》§36 為例，說明「強制」作為並無模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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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架構 

：本研究繪製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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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為都市更新理論衍變。以英國為主的都市更新理論研究論著，

以及整理自英國、美國有關都市更新的主要法令條文，整理出各個時代下

的都市更新（URe.），說明我國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所採用的定義、操作方

式，乃為過時、為歐美國家所批判的推土機式都更。再梳理都市更新變成

振興營建業的時空背景，印證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的產生，實為權力漂洗混

淆公權、私權所造成。 

第四章為權力三面向理論之梳理，建立分析權力運作的模式。研究並

歸納 Steven Lukes 的權力三面向及 John Gaventa 的沉默與反抗模型，為權

力的「第一層循環」（first circulation），而在第一層循環的決策制定場域若

為法律制訂、社會制度建立時，爾後的權力運作模式將進入「第二層循環」

（secondary circulation）。延伸此一分析，本研究提出「權力漂洗」（power 

laundry）模式，做為說明各利益團體（包括政府、政黨、財團等）如何透

過都市更新的立、修法，使法無授予權力者變成擁有法定權力、負有法定

義務者轉變成無需承擔責任的漂洗模式的基礎。 

第三部分為都市更新的權力漂洗的檢證，藉由整理、比對行政院或個

別立法委員所提交的「關係文書」，以及立法院相關委員會、大會的會議記

錄，比對《條例》從新訂以來的各次增、修訂條文變動以及立法說明等文

獻，分別以第五章都市更新權力漂洗的立法取徑－逸脫於都市計畫之外的

§11；第六章都市更新權力漂洗的立法取徑－《都市更新條例》§25-1 增、

修訂動機與過程的歷史檢視，以及第七章都市更新權力漂洗的公民社會取

徑－以臺灣都市更新政策相關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例，來說明法外權力轉

變為法定權力、法定義務轉變成法無義務的過程、結果及其影響。 

第四部分，也是最後一章為制度架構的反省與重建。總結各章的重點，

提出反轉現行制度權力漂洗下，制度架構調整與法令文修訂的原則方向。

並以§36（後§57）的再修法為例，分析其修法理由、條文重點、其他可行

途徑，討論修法目的的正當性、必要性。發現這是再一次以「公共利益」

為名、要幫有正當性疑慮的多數決私部門更新拿掉才加上去不久的「真誠

磋商」的修法，反映出透過修訂《條例》所進行的權力漂洗仍然持續中。 

六、 本研究的重要性 

(一) 臺灣的相關研究 

都市更新政策的發展，涵括（或摻雜）了政治、行政、經濟、法制等

學門，而都市計畫在諸學門包圍下，似乎只能扮演為實現各學門領域（甚

至利益團體）想像的一套執行體系工具。從「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索

引資料庫」、「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等學術文獻資料庫搜尋有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第一章  序論 

39 

查機制、與都市更新相關的研究，相關著作即已超過五百篇，或比較都市

更新政策、或研究臺灣都市更新制度，多數皆以現行都市更新制度推動不

順，如何移除造成問題的障礙、改良制度推進程序，以使現行體制得以繼

續推動作為研究的重心。研究對於都市更新的推動困境或障礙－不論從上

位的政策面或落實到「事業計畫」，可概略歸納為：整合與審定105時間過長

或不確定性、獎勵值不明確性與不足（低於期望值）、資訊不對稱106與拿翹

（hold up）行為107的交易（及道德）風險（如）等所導致的推動成本提高。

也有研究歸結政府、原住居民與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三方的信任基礎薄弱而

衍伸前述的障礙，或因前述因素而造成三方互不信任、都更推動陷入困境。

檢視因果關係，其背後的邏輯基礎或有隱含交易成本（exchange cost）相關

的問題與考量，亦即從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為核心出發的思考觀點，

以理性行動理論的自利行為（self-interest）作為動機，而以願付成本

（willingness to pay）來作為衡量的天平。 

(二) 多數研究較未涉及之課題 

以上觀點也是絕大多數都市更新制度研究所站的位置。從而，推動技

術改進的研究，如創造誘因工具、增減程序（參與、審議、防弊、協商）

精進估價與權利變換技術、財源籌措方式與管道等類研究，佔文獻之多數，

聚焦於如何提高「事業計畫」的收益或降低推動成本。而這些技術或程序

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縮短審議程序、提高容獎及租稅優惠額度、增加多

數決強制參與的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等等─以強化強制參與的重

建式都市更新必要性─則常被以抽象的公共利益（如整體景觀）來消化，

或是以增加程序、透過補強「程序正義」來平衡「實質正義」（substantial justice）
108的不足。從行政院宣稱最第九次修法是從「增強都更信任」、「連結都市

計畫」、「精進爭議處理」、「簡明都更程序」、「強化政府主導」、「協助更新

整合」、「擴大金融參與」、「保障民眾權益」八大面向檢討修正可以得證。 

(三) 本研究所欲補位的研究課題 

前述研究雖皆探討都市更新問題，亦有相當價值、非常值得參考，但

                                                       
105 除既定審查程序的基本作業外，也包括因審查的人力（不足或頻繁異動）、審議委員（意
見）、以及釐清爭議而外加程序（要求再協調）等的審定時間不確定性。 

106 可包含估價機制有利於掌握資源者（事業機構），如由實施者委託估價師、決定估價基
準日、評定價值的設定等等因專業估價技術資訊無法通達一般民眾的風險與成本。 

107 也包含整合不成功、無法引§36 由政府代為強制拆遷。故也算是整合風險與成本。 
108 正義（justice）一般被以「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兩大面向來談。所謂「實質正義」

指決定的內容或行為的結果合乎法、理或正義；而所謂的「程序正義」就是法學上的「正

當程序」，又稱為「合理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指行政決定過程須合理。「正

當法律程序」，還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詳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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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切入點的差異，或未從法理根本來探究諸多「程序」的建構是否合法理109，

未處理應然與實然（Is-Ought）的因果關係倒置的問題，或未探討公權力是

否真正被依法律規定程序完整委託，或未區分公權與私權是否在不同的「事

業計畫」類型中有相應的權力義務，或未回應公法遁入私法的質疑……等，

少見處理都市更新採取強制參與/排除制度的本質法理面缺漏問題，而這也

是探討都市更新制度（甚至進行中的修法）的官、產、學與公民團體乃至

於所有權人各界人士對話落差、不斷撞牆的原因之一。因此，從憲法、行

政法學理面探討「正當程序」（正當行政程序或正當法律程序）、「合憲性」

的標竿型文獻110與研究111（如前述從法律面、制度面取徑的研究），將會是

本研究重要參考的文獻類型之一。 

本研究提出《條例》所形成的都市更新制度體系，能使得有權力者得

透過權力三面向運作（資源優勢、偏差動員、意識形態），在以立法為主的

決策制訂場域進行權力漂洗，致都市更新三個行動者都因此制度陷於困境、

爭議不斷的研究論證，可望能夠對於現行都市更新政策與法制研究，進行

系統性補充，填補現行研究的空缺，並為都市更新制度的改進提出貢獻。 

七、 研究限制與其他說明 

(一) 制度研究取徑的限制 

                                                       
109 例如基於都市更新發動必須是依都市計畫法來發佈，因此認同《條例》§11 可能是違憲，
同意行政部門「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應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的修法草案（董
又瑜，2013：154~155），卻未探究此「單元劃定基準」僅為地方自治法規層級、非依都
市計畫程序訂定於「都市更新計畫」之中（《條例》§5 參照），僅將非「法規命令」層
級的劃定基準送都委會審議是否就成就都市計畫審議的正當程序，並未探究。 

110如陳立夫（2005）針對《條例》§25-1 賦予私部門更新事業得對無法協議合建部分申請

國家徵收取得之規定，認為因公共利益之徵收為憲法容許，但申請徵收之範圍必須區分

是否為都市更新地區，公益性、必要性低的「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難為有足

以剝奪他人財產之具體公共利益。王珍玲（2014）認為公共利益顯非「一批受益人的數

學總和」，僅能就個案分別認定，建議藉由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適用使決定公共利益之

程序公開。廖義男（2017）提出都市更新有四個關鍵議題：都市更新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與正當法律程序、實施者之資格及選任、權利人之保障規定、獎助措施，指出劃定更新

地區、更新單元以及訂定單元之劃定基準為公權力行使主要表現，因此未經劃定應實施

更新地區之更新事業得以多數決另少數喪失所有權及侵害其居住權，實有違憲之虞。 
111 如洪任遠（2008）以合憲性檢驗及觀察若干實務判決後，認為政府委託實施或更新會實

施皆為受託行使公權力，故以對少數不同意參與者之保障只要完備補償原則即可；董又

瑜（2013）主要圍繞著「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來討論都市更新制度的

缺失；邱紀璇（2014）具焦於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下稱「經社公約」）中的「適足居住權」應適用

我國《憲法》§15「生存權」的論述，討論《條例》的履行情況；張雅青（2016）藉釋

字第709 號解釋所揭示的「正當行政程序」來討論文林苑個案的問題；王佩心（2017）

探討私人辦理都市更新案件涉及之法理基礎，從私人參與履行國家任務應有內涵與程度

上的不同來做區分；黃世樺（2017）比較日本與臺灣的都市更新法制，列舉兩者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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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制度研究」取徑，以「歷史比較法」為主要的資料分析，

從歷史事件文獻、立法提案說明書、立法院會議紀錄等，就過去已發生的

現象，系統性地加以描述與分析，解釋涉及過去已發生事件的當代政治、

經濟、社會現象，來梳理出該事件的因果脈絡，從而得出推論結果，其中

的資料選擇以及分析觀察，難以避免研究者的判斷是不是價值中立的質問。

呂亞力指出，要求整個研究過程都必須符合「價值中立」，其實是一個誤

解。學術研究會要求在「資料蒐集、處理暨達成結論」要求價值中立，對

最後的結果發佈要求事實陳述與價值陳述需有區分，而對於研究主題的選

擇則本來就應該是主觀的（呂亞力，2000：87）。 

「價值中立」並非一個絕對的標準，惟有將其與科學的社會責任加以

連結起來，它的正當性方始能夠獲得證成（顧忠華，2000：47），本研究

也自我要求、盡全力在「資料蒐集、處理暨達成結論」善盡科學的社會責

任。因此，透過取得原始文件，繁複的比對不同文件、文獻對於同一件事

情的紀錄與敘述，因而有大量、大篇幅的文下注，以及參考文獻的詳細標

示，務期能將研究者做出價值選擇之前的所見所聞，同時呈現出來，供閱

讀者以自己的主觀認識參酌。 

(二) 本研究所標示之《條例》條號─第 9 次修訂前後之區別 

本研究鑑於討論《條例》相關爭議的學術文獻有極大比例是產生在第 9

次修訂完成（2019.01.30 修正公布全文 88 條）之前，這些文獻所使用的法

令條次皆為第 8 次修訂版（2010.05.12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6571 號

令修正公布），因此本研究中所標示的《條例》條號，仍沿用第 8 次修訂版

的原條次，並在必要時，附上現行、第 9 次修訂版的新條次。 

例如，標示為「§23」者，即為「第 8 次修訂版」的「第 23 條」（也是

前述「極大比例」學術文獻中所呈現的條號），規範的是「實施者為擬定都

市更新事業計畫，得派員進入更新地區範圍內之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實施

調查或測量；……」；而標示為「後§23」或「（後）§23」即表示是現行（第

9 次修訂後）條文「第 23 條」，規範的是「未經劃定或變更應實施更新之地

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行劃定更新單元，依前條規

定，申請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也就是修訂前（8 次修訂版）的§11。視行文

之需要，「8 次修訂版」與「第 9 次修訂」條號會並列，以彰顯該條文的變

動情況，如「§11（後§23）」之表示方式，即代表「第 8 次修訂版的第 11

條（修訂“後”的條號調整為第 23 條）」。 

換言之，沒有特別標明者，即為「第 8 次修訂版的原條次」，而「第 9

次修訂後」的條號，則會加註「後」，作為區分（參閱次頁表 1-1《都市更

新條例》第 8、9 次修訂條號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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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本章「文下注 21」之說明，為簡化書寫、提高辨識度，本研

究參考行政院「配合行政院組織改造以 104 年 1 月 2 日作為新機關組織調

整生效日者之變更管轄機關法律條文表」112的表示方式，將法律條次的「條

-項-款-目」，統一以符號方式表示，如「§3.Ⅲ(3)-3」為「第 3 條第 3 項第

3 款第 3 目」，而「§3-3」則為「第 3 之 3 條」，故，「§3-3.Ⅲ(3)」則為

「第 3 之 3 條、第 3 項第三款」。 

表 1-1《都市更新條例》第 8、9 次修訂條號對照 

第 8 次 
修訂 

第 9 次 
修訂 

 第 8 次 
修訂 

第 9 次 
修訂 

 第 8 次 
修訂 

第 9 次 
修訂 

2010.05.12 2019.01.30  2010.05.12 2019.01.30  2010.05.12 2019.01.30 
1 1  19 32  42 63 
2 2  --- 33  43 64 
3 3  19-1 34  44 65 
4 4  20 35  45 66 
5 5  21 36  46 67 
6 6  22 37  47 68 
7 7  22-1 38  48 69 
--- 8  --- 39  49 70 
8 9  --- 40  50 刪除  
--- 10  23 41  51 刪除  
--- 11  24 42  52 71 
9 12  25 43  --- 72 
--- 13  25-1 44  53 73 
--- 14  26 45  54 74 
--- 15  27 46  55 75 
--- 16  28 47  56 76 
--- 17  29 48  --- 77 
--- 18  29-1 49  57 78 
--- 19  --- 50  --- 79 
--- 20  30 51  58 80 
--- 21  31 52  59 81 
10 22  32 53  60 82 
11 23  33 54  61 87 
12 24  34 55  61-1 83 
13 25  35 56  --- 84 
14 26  36 57  --- 85 
15 27  37 58  --- 86 
--- 28  38 59  62 88 
16 29  39 60    
17 30  40 61    
18 31  41 62    

完整的條文對照請參閱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站」 
https://twur.cpami.gov.tw/resources/website/download_file/36/都市更新條例條文對照表108.01.30.pdf 

                                                       
112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030158355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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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都市更新強制參與/排除制度之探討 

[由政府]將 A 的財產予以剝奪並轉移給 B 的法律，這對於人民所

賦予立法機關制訂法律的權力而言，違反了所有的合理性與正當

性，因此，[立法機關] 不能推定人民有給予這樣的授權。……立

法機關……不可以把合法的人者變成犯法者，不可以把無辜者視

為罪犯，或侵犯本為法律上正當的私契約權利或私有財產權利。 

  Justice  Samuel Chase,1798 (Calder v. Bull） 

承續第一章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意識（p21~23）、都市更新的困境恐出

自於「有權力者無心或刻意地透過制度及法令的設計與制訂，對公權力與

私權利的界分做選擇性混淆，藉以創造出原所無之權力（利）或規避原應

承擔之責任或義務」，而設計出來的強制參與/排除制度。基於強制作為的

貫徹，需要透過法規命令、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確立具

有強制權力（利）的一方、以及必須（或被迫）承受強制義務的另一方，

雙方的權力（利）義務關係，始能作用並產生強制效果，本章即從法理面

的國家高權與都市計畫法律性質，來論證現行都更強制參與/排除制度所可

能涉及的公法 vs.私法、公權 vs.私權問題。 

第一節先說明《條例》的法定強制作為，以及為何得以採取強制作為

的一般論述。第二節梳理憲法基本權與國家高權理論，再由第三節說明都

市更新計畫屬於「計畫高權」之都市計畫一環、乃國家高權的表現形式，

為採行強制參與/排除作為時不能缺席的前提。在第四節以《條例》§36為

例，分別從公法與私法觀點，交叉論證《條例》的法定強制拆遷存在許多

法理上的矛盾。最後說明，除了§36之外，還有許多合法但不合法理的強制

參與/排除規定。 

第一節 前言 

查「文林苑事件」之前，內政部多次作成解釋函強調「都市更新事業

具有公益性」1、「與憲法並無牴觸」2，更有許多都更產業界人士主張《條

例》並無違憲問題（如張志湧，2012：鄭正忠，2012）。然強拆仍然引起社

會輿論全面性對於都市更新採行強制參與/排除制度的恐懼，司法院第 1404

次大法官會議（2013.04.26）也做成第 709號解釋，宣告《條例》因多處程

序不符合「正當行政程序」3，造成對人民基本權之侵害而致違憲。由於涉

                                                       
1 內政部 2006.12.04台內營字第 0950184914號. 
2 內政部 2009.5.21營署更字第 0980032581號函. 
3 《條例》§10.Ⅰ：未設置適當組織審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未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

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10.Ⅱ：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同意比例過低；§19.Ⅲ：未做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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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權力」的行使、以及所行使權力的類型與途徑，強制參與/排除權力的

正當性何來，實是都市更新問題的核心爭議點。公法關係上的強制主要依

循《行政程序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處理，以強制的方式貫徹的公權

力行政，「若非違法，則人民就必須忍受與服從這種侵犯」（陳新民，2000：

33）；相對的，私法關現的強制則需循《民法》、《強制執行法》等處理。 

一、 都市更新的強制作為 

《條例》的法定強制作為可以分為強制參與（§6、§7、§10、§11、§22、

§22-1、§23、§25、§25-1、§27）4與強制排除（§25-1、§26、§33、§34、§36）
5兩種類型，可歸納為啟動的鑰匙、推動的手段，以及收尾工具三種功能（以

下併稱「強制參與/排除」）。首先為「啟動的鑰匙」，除國家以計畫高權劃

定更新地區外（§6、§7），尚有私部門以一定比例的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

人的同意即可框定特定範圍土地、劃定更新單元，展開都市更新事業的整

合與申請作業及核定，這種用同意比例來發動公權力，達成強制他人參與

都市更新的效果，「和高權模式一樣，對少數不同意者仍構成財產權和居住

權的限制」（蘇永欽，2013：33），在《條例》中規範在§10.Ⅱ6、§117、§278。 

其次為「推動的手段」，指達到相對或絕對多數門檻，即可對少數不同

意參加者的自由處分財產權權加以排除，由實施者進入調查、向主管機關

提出「事業計畫」、「權變計畫」，不需檢附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證明文件，

即可申請建築（拆除、雜項工程、建造、使用）執照。在《條例》中規範

在§229、§22-110、§2311、§2512、§25-113，§26.Ⅱ14、§33.Ⅰ15，以及§3416。 

                                                                                                                                        
畫相關資訊之送達，且未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等，不符合正當行政程序、違反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意旨。 
4 所謂「強制參與」是指無選擇性地被納入都市更新計畫中，包括§10：少數人發起後強

制多數劃入更新單元範圍；§22、§22-1：土地及合法建物面積（樓地板）一定比例之同

意（多數決），劃定範圍之全部及需強制參與更新；§23：強制進入調查；§25、§25-1：

實施時得採用徵收手段；§27，更新事業範圍內公有土地一律參加都市更新。 
5  所謂「強制排除」是指排除不參與、不同意配合者「自我決定的行為自由」，作法包括

§25-1：所有權面積達一定比例可不考慮所有權人數；§26：強制配合整建維護；§33：

禁止變更現狀；§36：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自行拆除或遷移、實施者亦得代為拆除或請求

相關機關強制代為拆除。 
6 §10.Ⅱ：[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經

該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 1/10，並其所有土地總面

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1/10之同意，……。 
7 §11：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前條規定，申

請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8 §27：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 
9 §22：依§7迅行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應經單元範圍內所有權人數＞1/2、所有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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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

圖示來源

最後為「

都市更新

復原狀18

                
及合法建

所有權人
10 §22-1：

面積分別
11 §23：實

之公私有
12 §25：由
13 §25-1：

在協議不
14 §26.Ⅱ：
15 §33.Ⅰ：權

負擔；建
16 §34：權
17 §26.Ⅰ：

辦理，並
18 §33.Ⅱ：

《都市更新

：本研究繪製

「收尾工具

新事業。在
8，以及§36

                    
建築物）面積

人數＞2/3、所

同一建築基地

別計算其同意

實施者為擬定都

有土地或建築

由主管機關或

協議合建方式

不成後，申請

以實施者名義

權利變換計畫

建築物之改建

利變換拆除重

事業計畫範圍

並通知建築物所

違反§33.Ⅰ者

條例》中的

製。 

」，藉由強制

《條例》中

6的強制拆遷

                    
積＞1/2；依§10

所有權面積＞

地上有數幢或

意之比例。 

都市更新事業

築物實施調查

其他機關辦理

式實施都市更

請該管直轄市

義辦理（§26.

畫書核定後，禁

建、增建或新

重建更新，申請

圍內應整建維

所有權人或管

，當地直轄市

第

45 

的強制參與

制拆除的手

中規範在§2

遷。 

                    
0者，所有權

＞3/4，但所有

或數棟建築物

業計畫，得在

或測量。 

理者，得以徵

更新事業，所

、縣（市）主

.Ⅰ）而需申請

禁止變更現狀

建及採取土石

請建築執照時

維護建物，逾期

管理人依限繳

市、縣（市）

二章   都市更

與/排除作為 

手段，排除執

6.Ⅰ強制執行

                    
權人數＞3/5、

有權面積＞4/5

，以各該幢或

在報主管機關核

徵收、區段徵收

有權面積＞4

主管機關徵收

建築執照者

狀，包括土地

石或變更地形

時免檢附土地

期、經催告仍

繳納；逾期未繳

主管機關得限

更新強制參與

執行的最後

行17、§33.Ⅱ

                    
所有權面積＞

者，所有權人

或棟受損建築

核准下，進入

收或市地重劃

/5時，對於不

收後，讓售予實

，免檢附土地

及建築物之移

形。 

地、建物及他項

仍未辦理者，

繳納者，得移送

限期命令其拆

與/排除制度之

後障礙，來推

Ⅱ強制拆除或

                    
＞2/3；依§11

人數不予計算

築物所有權人數

入更新地區範

劃方式實施。

不同意之 1/5

實施者。 

地權利證明文

移轉、分割或

項權利證明文

得由實施者逕

送法院強制執

拆除、改建、

之探討 

 

推動

或恢

者，

算。 

數、

圍內

 

，得

件。 

或設定

文件。 

逕為

執行。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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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市更新實施者取得強制「權力」的一般論述 

對於為何以能夠採取「強制參與/排除」的作法，主管都市更新政策與

法令的內政部是從《土地法》的角度19引用土地所有權具有內在之「社會義

務」（或稱土地的「供用義務」） （陳立夫，2006：15920），因此得容許對

個別土地私權予以限制21，進而與《憲法》§23連結，主張為了公共利益的

增進而制訂《條例》、推動都市更新事業，因此對於限制或剝奪個人財產權

之處分自由與憲法並無抵觸（詳內政部營署更字第 0980032581號函釋）。

反論者則認為，強制參與/排除制度的施行（特別是《條例》§36）是在「欠

缺正當法律程序、不符合比例原則之多數決制度下，仍允許實施者進行強

制拆遷、剝奪憲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22對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與財產權，

將受有限制乃至侵害（陳碧玉, 2013：1~2）。 

實務執行上「強制參與/排除」已經成為都市更新政策的核心推動機制

（蔡志揚，2014：148），並有重重的制度設計以強化強制制度的可執行度。

然實務上仍常見私部門「實施者」高分貝呼籲「公權力介入」協助拆除23，

公部門又認為自己承受巨大壓力（台北市政府秘書處新聞稿，2012）24，台

北市甚至另訂規定，要求「更新單元範圍內代拆戶占總戶數 10%以下且戶

數 5戶以下」，否則只能繼續協商，而被質疑是「以行政命令另定辦法限縮

公權力行，使之義務」（陳麗瑛，2011：89）。因此，對於《條例》所採行

的強制參與/排除法理是否充分正當，顯然已陷入權力判斷的混亂。  

                                                                                                                                        
使用或恢復原狀。 

19 即以〈土地法〉§10: 「中華民國領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套聯「供用

義務」。此亦為土地法教科書廣泛採用的「上級所有權」，主張國家可在公共利益前提

下，據此種最高支配權對土地為支配（eminent domain）（戴秀雄，2011：89~90）。 
20 陳立夫對於「供用義務」特別補充說明「土地所有權雖內含供用義務，但其義務之內容，

於法律上仍十分抽象、空洞；是以，其供為土地利用義務之內容，仍應經公部門之土地

利用計畫（即都市計畫· 更新計畫）予以控制，並個案予以具體審查決定，否則，供用

義務之立論，將有易生侵害國民基本權利之危險性」（詳陳立夫，2006：159-160）。 
21  內政部為回覆監察院對於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方式疏失之糾正（監察院 101年 10月 8

日院台內字第 1011931061號函），於 2012.11.06「台內營字第 1010332240號」函呈行

政院之改善意見認為「土地具有公共性、社會性，是以土地所有權人負有將其土地提供

都市計畫利用之供用義務，此供用義務乃屬土地所有權內在之社會義務」。 
22 參閱釋憲案的「憲法解釋聲請書」。 
23 民間都更業者表示「若無公權力適時介入、強制執行拆除，都市更新將窒礙難行」，甚

至是政府積極提出的防災型都更案，「都面臨公權力無法介入執行拆除的關卡」（詳陳

美玲，2013）。  
24 台北市長郝龍斌表示北市府實施強制代拆是「承受巨大壓力依法行政」、「不得不而且

痛苦的選擇」，強調市政府亦認為制度有窒礙難行之處，數度行文中央，「盡快舉行公

聽會，邀集學者、專家共同研議，透過修法的方式，徹底解決問題」（詳台北市政府秘

書處新聞稿, 201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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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本權與國家高權 

都市更新之實施本屬「國家高權」（陳春生，2013；李震山，2013；蘇

永欽，2013），民主法治國家經「正當行政程序」（du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又制訂之法律皆可決定公共利益的內容（陳新民，1986：232），也就是所

謂的「以程序決定公共利益」（salus publica ex processu）（Häberle, 1970: 208），

這種以程序作為形式法治國家原則（Formeller Rechtsstaat）的主權者地位與

自由權利保障的手段（陳慈陽，2007：51）本符合所謂的「法治國家」基

本。然法律允許原屬私法性質的私部門「事業計畫」仍藉用行政機關以行

使國家高權之方式介入，構成財產權與居住權之限制，乃造成臺灣都市更

新政策與法令推動的爭議關鍵。 

一、 憲法中的基本權 

（一）立國精神與憲法體系 

一國之國民所願意共享並揭櫫的國家意義（石之瑜，1993：3）是謂立

國精神。國民對所屬之國家通常有不可言傳、但可意會之歸屬感，這種歸

屬感之發生多因生活方式類同，語言相通，互相理解、溝通，從而產生同

情之感，並且對彼此互動模式與各自追求之生活目標，產生相互知覺並彼

此認可（石之瑜，1993：3），使其對共創之國家具共同之使命感。 

而憲法體系則是對此立國精神的描述，是對一個由眾多獨立個體組成

國家團體後，以維護團體運作為出發點之成員間的價值交互關聯性，及其

所形成的價值共識的一種具法約束力的描述。獨立個體在此體系中擁有獨

立存在的價值，以及自由權與平等權，是讓一個國家具有整體永續活力的

價值所在（Hensel, 1931: 1）。故制訂憲法乃為人民對政府的一種「態度」

表示，為人民一定權利與自由之「宣告」（declaration），並要求政府對宣告

給予一定之尊重或絕對不能加以侵犯（涂懷楷、涂懷瑩，1961：41）。故，

憲法的發展是以人權保障為最終價值（詹炳耀，2007：18），其主要理念來

自於基於民主正當性之理性，得限制國家權力而盡量使其不會被濫用，致

使國民受到侵害（Hesse, 1959: 19）。美國於 1791年第一次修改憲法通過稱

之為「權利法案」的憲法修正案，即是特別用以對抗政府、保護人民權利

的修法（涂懷楷、涂懷瑩，1961：47）。 

（二）憲法中的基本權 

基於立國之精神，基本權是以國民為「國家主權（擁有）者」之民主

憲政國家之根本，此本質上具先於國家存在之特性，也是國家統治權力正

當性的來源（Hesse, 1959: 19）。一方面，基本權是主觀權利、是個人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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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其內容不僅只是作為一種狹義的人權與公民權，而且他們還能保

障某項法律制度或某一種生活領域的自由。另一方面，基本權也是共同體

「客觀秩序」的基本要素（Hesse, 1969: 226）。故所謂的基本權在憲法理論

上亦被稱為是「自然權利」，憲法所賦予政府的權利如超越自然權利之外則

屬無效（涂懷楷、涂懷瑩，1961：69）。這在我國的《憲法》中即為§7~23

中所條列的包括居住及遷徙、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等在內的人民的基

本權利以及其保障與限制。 

人民之基本權應受國家保障的倡議在 17世紀即已出現（如 John Locke

「社會契約」理論），二次大戰後「基本權先於國家之存在」之觀念已臻完

熟，被視為是每一個由人民所組成之團體(包括國家)的基礎，是不可轉讓與

不可侵犯性之權利（陳慈陽，2007：3）。也因為個人存在之基本價值乃為

憲法秩序永續生存不可或缺之前提，國家即為保護此一價值體系而存在（陳

慈陽，1996：36~37），所以說，自由民主憲法秩序就是一種以基本自由權

實現為存在要件之政治意志決定之程序（陳慈陽，2007：48），人民基本權

如被否定，則憲法秩序自因其主體價值之喪失而失去其存在之正當性（陳

慈陽，2007：2）。 

（三）憲政法治國家基本權之發展轉變 

從歷史觀點，由於憲法的核心價值就在對於基本權的保障，基本權之

形成的發展過程其實也正是國家理念形成與具體化的過程（陳慈陽，2007：

4），因而隨著時代演進對基本權認知的衍釋（以下分別說明），也可以看到

憲法理論與內涵的發展： 

君主主義（Monarchism）時期：此一時期領國內人民向君主繳糧納

貢以獲得保護，有規範人民行為的法律，拘束國家不侵犯人民尚不成為公

法（Mayer, 1895: 47），國家雖有增進人民福祉的觀念，但非基於人民具基

本權的考量上，君主（國）利益就是公共利益。 

自由主義（Liberalism）時期：為對抗保護王室利益為主的君主專制

而興起的市民革命揭櫫的自由意識，主張國家不得侵犯人權、不應對人民

權利有過多之干涉、應將「權利」25回歸人民為主。源自 17、18世紀布爾

喬亞（Bourgeoisie）階級革命所爭取的不全然是超階級的普遍性價值（浦

部法穗，1990：5~13），但已接近現代立憲國家主張不需要有太大權力、

除治安與國防外不強調積極的促進人民福祉（Humbold, 1792）、經濟上主

                                                       
25 這時期主張的「權利」為的自由所指的是自由權、財產權以及平等權,也就是「自然權

利」.之後隨著「自然權利」在憲法中備用來因應規範國家的各種責任,也展出「社會權」

或稱「社會基本權」如工作權,教育權等（詳 陳新民，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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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由放任的「國家消極作為」，可說是一種國家「無為而治」理念（陳

新民，1986：225）。 

國家主義（Nationalism）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 20世紀初期

因戰爭與世界性經濟蕭條盤的衝擊，人民無法自力獲得期望的幸福、遂同

意向唯一能被期待帶領改變的「國家」集中權利，國家的任務角色再度轉

換。此時自由主義為國家主義取代，一反過去的被動、保守，國家轉而成

為負有「廣泛的責任」（prinzip der umfassenden verantwortung）、以國民全

體利益促進的福祉國家（Badura, 1986: 194），是為「國家積極作為」時期。 

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時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主義極端發展，

國家主義向集體主義偏移，極端集體主義論政府認為在其政權之下人民才

能獲得最大福祉而發展出民主專制及共產專制的國家型態。此時人民基本

權在促成國家基利益的前提下被自願或非自願地限縮，公共利益的範圍也

隨之無限上綱，甚至發展出「公用先於私用」（陳新民，1986：227）國家

公法，個人權益須「負有社會功能」（soziales wirken）而「不能獨自享有

與掌握」，公共利益是全民共享一切（Merk, 1934: 70,172），私利益應屈服

公共利益之下。 

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時期26－二戰後大規模的重建帶來經濟

復甦、人民收入大增，恐懼政府過度干預的自由主義思潮再起。矯正集體

主義的偏鋒，「國家輔助性」理論（subsidiaritätsprinzip）被提出（Peters, 1962: 

532, 533; Isensee, 1968），主張實現公共利益固然是國家責無旁貸的任務，

但必須在個人盡自己之努力都無法獲得利益、致無法促進公共利益時方得

為之。此時期的國家角色不再是「福利機器」（wohlfahrts automa），亦非「產

生幸福之制度」（beglückungs institute），而是扮演法律保護者（schirmherr）

功能，做為人民追求利益、幸福的監護者（bevormundung）（Weustenfeld, 1962: 

142），國家自不得因積極或消極之作為而損害人民之基本權，重蹈國家主

義、集體主義之覆轍。 

過去把國家視為當然之公共，國家所需即得對人民基本權加以限制、

而不是保障，是傳統過時的見解（Häberle, 1970: 357），是公共理念之偏差，

也是對憲法理念之誤解。現代見解應是以人類的生存關係為最重要的判斷

標準（Klein, 1969: 74），甚至，具某些性質的私利益也是國家應追求的公共

                                                       
26 與「Neo-Liberalism」不同。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也被稱作「現代自由主義」

或「社會自由主義」），是一種主張政府對經濟進行廣泛管理和部分干涉的政治經濟立場；

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是「社會雖無權從道德上去教化她的公民，但保障每一個公民擁

有平等的機會卻又是社會的任務」, 注重和強調積極（肯定）的自由，致力於提高社會

弱勢群體和貧困成員的自由（詳李小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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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Leisner, 1970: 223），例如生命及健康等涉及生存（生命、財產及建

康）的私利益國家負有予以保障及危險排除的義務，這都是公共利益（陳

新民，1986：240）。以特定土地空間範圍內的所有權人「多數決」的程序

所包裝的「集體利益」（collective interest）27，即欲與公共利益等而視之，

是侵蝕民主憲政制度的作法。 

民主理念的「以程序決定公共利益」至少應具備兩種特徵，一是予大

眾一定的時間、空間使能對「具有多元價值的公共利益」充分瞭解與溝通，

是一種踐行「公共意志凝聚」的過程。二是對所適用的情境找出價值理念

相近的公共利益形態，再經「公開討論」的過程使公共的意志得以相互印

證並確認。是以，未經公開程序及不特定多數所達成的多數利益只能算是

集體利益、階級利益，據此認定基本權（財產權、工作權、遷徙自由等）

乃私利益而當然要為「公」為所犧牲的傳統思維及論理邏輯有再修正之必

要（陳新民，1999：171）。 

二、 國家高權與正當行政程序 

（一）正當行政程序 

「正當行政程序」又稱為「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大法

官湯德宗指出「正當程序」的理念源於英國法的「自然正義法則」（rules of 

natural justice）、可化約為「公正」與「公平」兩個古典的「正當程序」原

則，加上美國行政程序法倡導的「公開」（openness）原則，形成完整的現

代「正當程序」觀念（湯德宗，2003：8~9），美國實務上更將「正當程序

保障」（due process guarantee）區分為「程序上正當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與「實質上正當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 （湯德宗，2003：

169~170），確保國家權力公平合理的行使。這種以程序作為形式法治國家

原則的主權者地位與自由權利保障的手段，才符合所謂「法治國家」的基

本（陳慈陽，2007：51）。 

那麼我們應該進一步問：立法部門所訂定的「程序」都能符合「正當

法律程序」的精神？依「法定程序」執行就都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自始即以「體系解釋」（System Interpretation）觀點，並不

認為可以單由立法者之意志來規定任何程序為「法律正當程序」（湯德宗，

2003：169～170）。實務操作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為民主法治國

                                                       
27 集體利益（collective interest）是若干人利益的集合。集體利益的法律地位優於個人利益，

但僅限於同組成該集體利益的個人利益相比較。不屬於其組成部分的其他個人利益未必

居於劣勢地位。集體利益有三種特性：一是公共性，是一定範圍內的公共性；二是主體

的特定性；三是範圍的有限性，對於構成它的個人利益有「合法侵害權」，法律也應限

制其範圍（詳解志勇、于鵬，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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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基本，如果行政部門透過立法部門所通過的法律可以直接宣稱不違反

憲法，也就不需要大法官會議了。 

憲法所稱的「正當法律程序」非僅狹義的立法部門所定的「法律」，國

家機關所為之法律及依據之程序，「其內容更須實質正當，……，實質正當

之法律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逾越必要程度，有違實

質正當，自亦為憲法所不許」（釋字第 384號解釋參照）。具有實體法及程

序法的正當與必要程度，民主法治國家皆承認經「正當法律程序」制訂之

法律皆可決定公共利益的內容，符合憲法對人民保障的原則。 

（二）國家高權之意涵 

就字義來說，所謂「高權」（Hoheitsakt）是一種存在於相對的兩個權

力不對等關係主體之間、處於高位一方所具備的地位，主要是描述國家與

人民兩個相對主體中，國家所持有的地位。以下分就其意涵、與高權行政

之關連、類型、審查與行使分別說明。 

民主法治國家是由個別人民所組成，並在人民共同授權下組織「政府」

以管理「國家」，國家基於其存在之目的，必須要有「優越的統治權力」（陳

新民，2000：65），而俱有相對較高之地位、擁有「高權」之主體，以代表

人民之集合體進行治理。換句話說，高權主體得對於不履行行政上具體義

務之人民或其他主體，以自己本身力量及法定程序，不必向法院聲請，強

制地要求其履行公法上義務，或產生與義務已履行之相同狀態28，所以也常

以「國家高權」（Staatlicher Hoheitsakt）之組合詞呈現。 

回溯皇權專制時代，國家是由統治者（君主與貴族）與被統治的人民

所組成，統治者即國家。當時代尚未發展出憲法理論的「國家法人」，統治

行為並不受國家法律之拘束，只有規範人民行為的法律，拘束國家不侵犯

人民尚不成為公法（Mayer, 1924: 47），當時所謂的「國家」相對於人民具

有「高權」，自不待言。「君主憲政」時代，現代法治觀念已逐漸成型，民

事與刑事法有其絕對性，司法獨立之雛型已出現。然，國家治理雖不再單

憑統治者的意志與判斷、法規已作為行政之依據，但法庭仍是君主的法庭，

君主仍可隨時以敕令來干預司法，代表皇族行使統治權的政府對所有公共

事務仍是絕對主宰者（陳新民，2000：10~13），此時期的「國家」亦擁有

相對於人民的絕對高權。 

「法治國家」觀念興起，國家高權的觀念才趨於民主。法國思想家 Jean 

                                                       
28 詳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59號解釋。另參見蔡震榮，2000：96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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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Rousseau（盧梭） 1762年提出“On The Social Contract” （民約論29），

以契約論觀點主張國家政府是人與人契約後的一個代理行政組織，權力來

自所有人民賦權的集合。德國哲學家 Immanuel Kant（康德）也提出國家是

一群人在法律下的結合體，進一步將國家理念與法律功能結合，法治國家

的理念雛形已告誕生（陳新民，2000：15~16）。這種結合人民、形成國家

政府的契約也就是民主憲法，國家基於憲法這個「社會契約」而取得的一

種權利，可以透過立法單方面使部分人民產生遵從的義務30，是為現代法治

國家的「國家高權」，是受到民主法治國家的憲法所制約。 

（三）國家高權與高權行政 

從「權力分立」理論而言，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31都是國家高權，

如司法判決是國家高權行為的表現（蔡晶瑩，2003：112），不過，對於「國

家高權」的討論主要是針對行政權。以德國學說發展為例，學者 Hans P. Ipsen

於其著作“Politik und Justiz”（政治與司法）中首度使用「不受司法審查的

高權行為」（justizlose Hoheitsakte）一詞，將政府行為做明確的界定（李建

良，1999：326），所討論的就是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國家作用，也就是

國家（或政府）的「高權行政」，也是本文所討論的國家高權範疇。 

德國憲法學者 Rudolf Smend提出裁量理論，將國家高權中的「高權行

政」進一步區分為 “Regierung” （政府）與 “Verwaltung” （行政）兩部分，

並指出「政府」所掌理的範圍是屬於「政治的領域」（Kreis der Politik），具

有「領導國家」（Staatsleitung）及確立國家大計方針的功能；反之，「行政」

所從事者，只是個別性或技術性的問題（Smend, 1968: 79），從而主張「政

治上的裁量行為」不應受司法之審查。如總統所為之統帥權、公佈法令、

締約及宣戰媾和，以及行政院長之副署法令、外交經濟決策等等高度政治

性的「統治行為」（Regierungsakt），我國公法學者在討論政府行政時，亦

多將統治行為排除（李建良，1999：326），大法官會議即曾做出「統治權」

                                                       
29 “On The Social Contract”,原為法文：Du Contrat Social，譯為《民約論》、《社會契約論》

或《政治權利原理》。盧梭的“On The Social Contract”, （民約論）被譽為是現代民主

制度的基石。《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權威，他所說的政治權

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並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

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

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此為《民約論》之主要意

旨之一。 
30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97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租稅是國家基於憲法

這個社會契約取得的財政高權，通過個別立法單方面創設的公法債，使部分人民有依法

繳納一定數額稅金的義務」。 
31 此處以典型的三權分立為例。另以我國憲法採行的「五權分立」而言，亦有學者如林紀

東（1993:p9）、陳敏（2007:p3-4）等學者主張考試權屬於行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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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大法官審查職權事項之解釋32，認為政治問題或統治行為應由憲法所設

計之政治部門即政府與國會自行解決，司法機關不宜介入。 

根據大法官解釋第 457號見解，所謂「高權行政」淺顯的說就是「公

權力行政」。「公權力行政」為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居於統治地位、為因應

公共需要或達成其他行政目的，以公法規定為基礎，向人或物行使某些特

定態樣的「公權力」行為（也就是行政行為）。高權行政是最傳統、最典型

的行政，是行政主體基於國家統治權的權力而實行，因為人民必須遵從，

因而造成人民與行政主體之間地位的尊卑。故公權力行政也稱「威權行政」

（Obrigkeitsverwaltunf）（陳新民，2000：33）。也由於「高權性」有強大、

片面的裁決予處分力，因此，現代民主國家都逐漸傾向建立「公民治理」

（civil governance）社會，致力於在公權力行政之前或同時，納入公民參與，

落實公民主權，以平衡行政行為之單方性、強制性 ，使相對一方的人民在

此強制力行政下，不因其身分地位或個別之意思而得受到差別待遇。 

（四）高權行政之類型 

高權行政雖為國家單方面之行政行為，但也未必都是以公法執行。民

主國家之行政主體為了達成行政上的任務，得選擇以「公法上的行為」或

「私法上的行為」來做成實施之手段，也就是所謂的「公權力行政」及「私

經濟行政」兩種行政行為。私經濟行政的觀念可溯自十九世紀工業革命，

因強調民主國家對人民私權之保障，認為在國家與人民產生財產關係時，

國家也具有一種「私法人」性格而能與對造之人民以平等地位交涉。例如，

國家透過私法買賣取得人民之土地而不是以威權徵收，以降低對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侵害。而國家透過私法人身分所進行的私經濟行政，即便產

生之糾紛也是透過普通（民事）法院訴訟解決，此種型態又稱為「國庫行

政」（Fiskalische Verwaltung）。 

另一方面，「公權力行政」又可分為「高權行政」與「單純高權行政」

（schlicht- hoheitliche Verwaltung）。不同於私經濟行政，「單純高權行政」

是指公權力執行機關依據公法之職權範圍，但行使所為之「非公權力」行

為。如行政機關與人民簽訂行政契約、機關內部之行政任務、設立公共機

構等（陳新民，2000：34；陳敏，2007：16）。國庫行政與單純高權行政皆

非本文探討之「都市計畫」之類型，容不贅述。而本文所探討之「都市計

畫」即屬於國家高權、公權力行政下「高權行政」之一項。就公法行政的

分類上，屬「地方自治高權」的「計畫高權」（Planungshoheit）。 

                                                       
32 司法院釋字 419號解釋，該案為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適用憲法時產生疑義，聲

請解釋。司法院釋字第 328號解釋亦將政治問題（國家領土範圍之界定）排除於司法審

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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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高權」是為確保地方自治制度，憲法及法律均容許地方自

治團體就自治事項享有一定之自主權限33，德國學界稱此種由國家所授予地

方自治團體以確保能合於其任務需求而發揮功能之權能為「地方自治團體

之高權」。德國《基本法》§28.Ⅱ規定，憲法對地方自治提供最低限度保障，

各邦得於憲法保障之範圍內以不同的方式形成、補充和擴展邦行政事務。

聯邦立法者對於地方自治事項不可侵犯之核心領域包括六大領域：組織高

權（Organisationshoheit）；區域高權（Gebietshoheit）；人事高權

（Personalhoheit）：例如進用任免公務員及公務員關係法制由各邦自主決

定；計畫高權（Planungshoheit）：主要指土地利用關係；財政高權

（Finanzhoheit）：例如柏林邦預設各行政區收支總額，於該額度內由各行政

區自由使用；典章制定高權（Satzungshoheit）34。 

地方自治高權為地方自治之「核心領域」或「核心成分」，執行高權等

權能乃是地方自治高權所不可缺少之部分（釋字第 550號）。與所有行政高

權一樣，地方自治所享有的計畫高權乃為憲法與地方制度法對於地方自治

之制度保障。在此前提下，相關計畫主體的行政機關，自負有遵守該等權

限分派秩序的義務（釋字第 532 號），國家與各級政府當須遵照憲法秩序行

使國家高權，以維護每個國民人格尊嚴為目的。 

（五）高權行政之審查 

然國家政府所為之高權行為既基於人民的託付，即應有某種節制機制，

否則即無民主之實。奧地利法律哲學家Rudolf F.A. Laun延伸Smend （1968）

的裁量理論，進一步將「政府行為」歸類為裁量行為之一種，進而對政府

行為的審查界線，就如同對裁量行為的審查，僅及於其合法性，而不及於

合目的性（李建良，1999：347~348），僅審查其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法的規

範，而不審查其行政目的。 

著名的德國公法學者 Hans P. Ipsen於其著作“Politik und Justiz” （政治

與司法）中首度使用「不受司法審查的高權行為」（justizlose Hoheitsakte），

認為「政府行為」不應由法院認定，建議改由政府部門為之，意即於一般

法院外設置所謂「界定機關」（Qualifikationsstelle）負責「篩選」或「界定」

工作（李建良，1999：348）。此界定機關，即為適用公法之行政法體系創

                                                       
33 參照《地方制度法》「自治事項」§18「直轄市自治事項」六、關於都市計畫及營建事

項；§19「縣 (市) 自治事項」：六、關於都市計畫及營建事項。 
34 德國經濟行政法學者 Rolf Stober 列出的地方自治高權有 9項，分別是：領域高權、組

織高權、人事高權、財政高權、計畫高權、自治規章高權、行政高權、合作高權、資訊

暨統計高權（Rolf ,轉引自 黃錦堂，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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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行政法院35。因此，德國憲法及公法學學者 Karl August Bettermann認

為（Bettermann,1947: 394），於行政裁判概括條款之下，即無不受司法審查

的高權行為，亦無不受司法管轄的國家行為（李建良，1999：348）。 

三、 行政計劃 

現代國家之政府治理多會有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國家預算來源、社會

反應等的重要措施，勢必須行使計畫高權而進行「慎謀而後動」的規劃，

這種規劃（planung）稱為「計畫行政」（planende Verwaltung）（陳新民，2000：

431~432）。 

（一）行政計畫之內涵 

為達成引導社會經濟之發展、建設地方，或就有限之資源做合理有效

之分配運用之目的，行政機關所擬定之計畫即稱為「行政計畫」（廖義男，

1994：2）。《行政程序法》明訂於§163：「本法所稱行政計畫，係指行政機

關為將來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

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 

行政計畫依其涉及之事項，可分為財政計畫（finanzplan, haushaltsplan）、

空間計畫（raumplan）、發展及需求計畫（entwicklungs-und bedarfsplan）。「財

政計畫」即為各級政府的預算；「空間計畫」也就是土地利用計畫，又可以

分通盤性計畫與專案性計畫；「發展及需求計畫」如設立學校、公共設施之

規劃都屬之（陳  敏，2007：636~637）。我國法規對於行政計畫專設規定

者，多半屬於國土空間計畫，如《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農地重

劃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國土計畫法》。 

（二）行政計畫之拘束效果 

另一方面，行政計畫亦可依其拘束效果（bindungswirkung）分為拘束

性計畫（imperative Plän）、影響性計畫（influenzierender Plän）、建議性計

畫（indikativer Plän）三種（陳新民，2000：432~433）。其中，「影響性計

畫」是一種由行政機關所提出、作為政策引導的行政計畫，如鼓勵文化創

意產業的稅捐優惠，也有學者稱之為「誘導式計畫」（陳敏，2007：639）；

而「建議性計畫」又稱「說明式計畫」（陳敏，2007：638）則是指行政機

關提供資訊、判斷、預測等訊息，供社會各界參考的計畫，如衛生署發布

的國內疫情警報與國外旅遊疫情資訊公告。 

                                                       
35 我國行政法院依《行政法院組織法》§2，分為「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二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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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者都不俱法律上之拘束效果。「拘束性計畫」也稱「命令式計畫」

（陳敏，2007：638），我國《行政程序法》§164所稱之「行政計畫」即為

此類型（陳新民，2000：433），指對涉及之對象具有法律上拘束力效果之

計劃。也由於拘束性計畫之特徵也在其法律拘束力，故這種計畫具有行政

法法源之效果，也必須適用「法律保留」原則（陳新民，2000：433），指

任何行政行為或處分都必須有法律之授權基礎，行政機關不得有任何行為

之自由，必須由法律授予其行為之合法性後方可為之（陳新民，2000：69），

因此亦稱為「積極之依法行政原則」（陳  敏，2007：154）。 

相較於傳統行政法學對行政命令、行政處分等行政行為研究的完整，

「行政計畫」的研究起步最晚，我國《行政程序法》對「行政計畫」也只

是原則性立法（陳新民，2000：432）。拘束性計畫可以是以行政命令、行

政處分、地方自治規章、行政規則等不同的特性制定，都市計畫的法律性

質屬於哪一種，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論述（如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148、156）。 

根據《行政程序法》§150所稱之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

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法規命令雖由行政部門制定，但其效用如同法律，得設定、變更或消滅人

民之權利義務，具有強大之拘束效果。因此，法規命令為「實質意義之法

律」（陳 敏，2007：64）。授權制定法規命令之法律，如無得轉授權之規定，

受授權之行政部門，應不得自行轉授權（陳 敏，2007：64）。 

（三）計畫擔保責任 

行政計畫之意義在於使「計畫相對人」（plän adressat），特別是依據計

畫而從事經濟生產活動的人民，在計畫之拘束與允許之下，進行經營、處

置或投資等行為。因此制定計畫之各級政府須建立人民對計畫存續之信賴

（陳敏，2007: 654），故透過行政計畫制定者承擔計畫相對人對於計畫變更、

不維持、廢棄之損失請求權，而使人民對行政計畫願意投以期待與遵循，

使計畫目的得以實現，此為「計畫確保」（plängewährleistung）責任。日本

學者手島孝將 “plän gewährleistung” 翻譯為「計畫擔保責任」，又將德文 

“plängewährleistungspruch” 一語翻成「計畫擔保請求權」，其與計畫擔保責

任實為一體之兩面，前者係由人民之觀點出發，後者係由政府之立場著眼

（林樹埔，1983a），兩者都是擁有國家高權者對於人民之責任。 

計畫擔保責任主要是法治國家公法行政的「信賴保護原則」、「法安定

性原則」（Rechtssicherheit）以及「社會國家原則」。所謂「信賴保護原則」，

係指人民因信賴國家機關之一定積極作為（信賴基礎），並因此一信賴而安

排其生活或於經濟上處置其財產（信賴表現），且其信賴經斟酌人民之誠實、

正當與重大公益之衡量值得保護（信賴值得保護），則國家就人民之信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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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即有保護之義務（黃俊杰，2004：129）。學說上，一般咸認「信賴保護

原則」係由「法治國原則」衍生之「法安定性原則」、「基本權利保障」所

導出（亦有學者認為可由《憲法》§23導出）；該原則不僅屬「行政法原則」，

亦屬「憲法原則」（吳 庚，1999），具有憲法位階之效力，故對所有國家高

權行為（立法、行政、司法）均有拘束效力。 

四、 公權力獨占原則 

德國《基本法》§33.Ⅳ規定「國家高權性質職權之行使，原則上屬負

有公法上職務及忠誠關係之公務員持續性之任務」（程明修，1999：12），

此即所謂的「公權力獨佔」（Gewaltmonopol）原則。特別是國家公權力行

使不可放棄之核心領域（譬如國防、治安、刑罰、行政制裁）等涉及重大

法益之保護者，應保留由國家親自執行，不應輕易將此種國家義務以法律

課予私人履行，將國家責任轉嫁（李震山，2000：149）。我國監察院（2011）

調查報告也指出，「按國家高權有所謂『公權力獨占原則』，國家重要決策

涉及重大的公共利益，僅能由國家親自執行」。可知，國家高權（公權力）

之行使，原則上均應由屬於國家之公務員執行，方足以確保公務執行之公

正、中立以及追求公益等目的。此不論在德國或我國皆系如此，並無疑問。 

即便從「服務國家」的理想出發，修正「公權力獨占原則」的界線，

但與公權力有關的行政是否得完全委由私人行使，或是政府業務委託民間

辦理時，政府業務範圍應限制，亦即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得有排除事項

範圍，以避免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監察院，2011：11）。例如《都市計畫

法》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得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但這只是授予人民

「請求劃定權」，而非由私部門取得計畫高權（詳下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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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

第三

型的

一般

《都

一

（一

容

畫（

部三

定利

關權

效果

計畫

拘束

433

圖 2

圖示

       
36 依

畫

計

市更新制度困境

三節 

都市計畫

的國家高權

般事項所作

都市計畫法

、 都市計

一）內涵檢

根據行政

（陳敏，20

（主要計畫

三大內容。

利用或重大

權限者，確

果」之規定

畫（陳新民

束性的法律

；李惠宗，

2-2 都市計

示來源：本研究

                    
依照〈都計法

畫及細部計畫(

計畫」) 

境研究－強制

都市計畫

體系36就是

、計畫高權

抽象、具法

》對於授權

畫的法律

檢討 

政計畫事項涉

007：636~6

、細部計畫

復從《行政

大公共設施之

確定其計畫之

對照，都市

，2000：43

律效力，是行

，2008：42

計畫為具法律

究繪製。 

                    
〉§9包含市鎮

(§15/§22)，依

制參與/排除取

畫是典型

是ㄧ種處理土

權、行政計

法律效果之

權制訂單位

律性質 

涉及財政計

637）之定義

畫）、新市鎮

政程序法》§

之設置，涉

之裁決，應

市計畫、新

31~432）顯

行政計畫中的

25），必須適

律效果之拘

        
鎮計畫、鄉街

依類型分有新

取徑的解析與

58 

型的國家

土地利用關

計畫，更是單

之拘束性行政

位、計畫之拘

計畫、空間計

義（圖 3-2

鎮新建計畫

§164：「行政

涉及多數不同

應經公開及聽

新市鎮新建計

顯無疑義。再

的拘束性（命

適用法律保

拘束性行政計

街計畫及特定

新市區建設計畫

重構 

高權作為

關係的地方

單方面地對

政計畫。這

拘束力等相

計畫、發展

），《都市計

以及更新計

政計畫有關

同利益之人

聽證程序，

計畫以及更

再從其對機

命令式）計

保留之原則

計畫 

定區計畫；市鎮

畫與舊市區更

為 

自治高權，不

對多數不特定

這些特徵，也

關條文規定

展及需求計畫

計畫法》中的

計畫等，即包

關一定地區土

人及多數不同

並得有集中

更新計畫等具

機關以外的人

計畫（陳新民

。 

鎮計畫依層級

更新計畫(即「

不僅是典

定人民就

也反應在

定。 

畫三大內

的都市計

包含了全

土地之特

同行政機

中事權之

具屬行政

人員產生

民，2000：

 

級分主要計

「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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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拘束效果 

從計畫之拘束力檢討，《都市計畫法》§6明訂，直轄市及縣（市）（局）

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

此限制除具體規定在第三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外，亦表現在《都市計

畫法》§29之進入調查、§48及§58以徵收、區段徵收、重劃方式辦理。另§81

規定擬訂或變更都市計畫時，得先就計畫劃定地，經由該管都市計畫委員

會通過後，禁止該地區內一切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並禁止變更地

形或大規模採取土石。凡此種種，都說明都市計畫體系等行政計畫之「高

權性」，是具有強大、片面強制力的拘束性計畫。依照廖義男對都市計劃法

律地位之判斷，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重要設施規劃、預

計一定年限內之發展情形，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都市

計畫屬「行政法規」之法律地位（廖義男，2001：20-21）。 

（三）計畫擔保責任 

再從「計畫擔保責任」的角度，都市計畫從公布實施之後，國家即應

擔保按計畫實施之義務（林樹埔，1983a），如把都市計畫視為國家與國民

間之「契約」時，也可以把計畫擔保責任當作契約責任來構成（林樹埔，

1983b）。學者陳英鈐教授即認為，基於國家對基本權/財產權的積極保護義

務，即使是私人主導的都更程序，都更主管機關仍需確保第三人的正當法

律程序受到應有保護，負起國家的擔保責任（陳英鈐，2012：6~7）。 

（四）公權力獨佔 

都市計畫的制訂涉及都市重大利益之規劃，故無轉授權予公法上職務

與忠誠關係之公務人員以外的個人或團體自行制訂之規定，此乃計畫高權

為地方自治權限、「公權力獨佔原則」之體現。此從該法§13明訂都市計畫

由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之規定擬定之；§14之特定區

計畫，必要時得由內政部訂定之。同樣的《都市計畫法》§67亦明訂「更新

計畫」應由前述政府機關辦理，等規定足以印證。 

雖然《都市計畫法》§24亦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

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再申請當地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分析條文重點

1.不可以抵觸分區計畫；2.此「申請」並非請求權；3.主管機關仍須依細部

計畫相關擬定程序辦理，是以，計畫高權並未移轉予私部門。此即§25規定

所印證： 

土地權利關係人自行擬定或申請變更細部計畫，遭受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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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分別向內政部

或縣（市）（局）政府請求處理；經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

依法處理後，土地權利關係人不得再提異議。 

「請求權」指一人基於法律向對方請求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

而都市計畫目的在維護整體都市居民生活環境之公益，而非保護特定個人

之利益37，非經一定程序，主管機關不能基於特定所有權人或團體的期望而

「一定做為」。§25所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對於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

就其申請變更細部計畫之處理，不得提異議，即彰顯人民不具有「請求」

變更都市計畫之公法上權利38。因此，從地方主管機關得否准「自行擬定或

申請變更」這一點可以導出，§24只是授予人民請求主管機關擬定或變更細

部計畫的「提案權」，所謂「自行擬定」的計畫僅為所有權人的「提議」（王

珍玲，2012：11），而非由私部門取得計畫高權。 

二、 都市更新計畫的法律性質 

都市更新是都市計畫體系39的一環，釋字 709號解釋亦予確認，《條例》

即為依《都市計畫法》辦理都市更新之特別法，亦有內政部解釋函確認40。

換言之，都市更新計畫的擬定與推動，亦為行政主體居於高權地位單方面

地對一定區域內不特定多數人民就土地利用關係所作抽象、具法律效果之

計畫行政，是典型的國家高權、計畫高權行政作為。推動都市更新的總體

計畫在《都市計畫法》中稱為「更新計畫」、在現行法的《條例》中稱為「都

市更新計畫」，位階與都市計畫的「細部計畫」41相同。對照《都市計畫法》

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參閱次頁表 3-1），不論是其前置基

本調查分析之要件或計畫內容之項目，皆可確認，都市更新計畫的法律性

質為都市計畫（傅玲靜，2013：187）。 

將《條例》與《都市計畫法》做比較，雖然《條例》對於「都市更新

計畫」的應表明事項未及《都市計畫法》的具體、完整、嚴謹，但不論從 

                                                       
37 詳細論述，請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114號行政判決。 
38 詳細論述，請參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2714號裁定。 
39 依照〈都計法〉§9包含市鎮計畫、鄉街計畫及特定區計畫；市鎮計畫依層級分主要計

畫及細部計畫(§15/§22)，依類型分有新市區建設計畫與舊市區更新計畫(即「都市更新

計畫」). 
40 參閱內政部 2008年 8月 6日臺內營字第 0970806152號函釋 
41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2條明訂都市計畫通檢時應針對建築物密集窳

陋、影響公共安全，有更新必要地區，進行全面調查分析，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範圍，研

訂更新基本方針，納入計畫書規定。；第 9條明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舊市區更新

地區應辦理都市設計，納入細部計畫。但，亦有學者如台大法學院林明鏘教授主張都市

更新計畫的位階應提升到「主要計畫」的層級（林明鏘，2006：245~24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圖 2-3 都

圖示來源

《條例》

「事業計

有上位的

三、 都

依《

一部，就

章」。是以

得以自己

生與義務

作為，非

律性質（

用少數發

（§25）、

（§33），

因此

續」之信

應兼顧攸

自當謹守

區原住居

或財產處

                
42 詳大法官
43 請參照司

都市（更新

：本研究繪製

或《都市

計畫」。推論

的「細部計

市更新計

《條例》推動

就法律性質

以，行政高權

己本身力量

務已履行之

非僅一種行政

（廖義男，2

發起（§10）

、進入調查

以及強制拆

此，劃定或

信賴改變，

攸關憲法上

守「計畫擔保

居民進行雙

處置之依據

                    
官會議釋字第

司法院釋字 5

）計畫之法

製。 

計畫法》，

論，「事業計

畫」或「更

計畫中的高

動的拘束效

而言屬「法

權之主體對於

及法定程序

相同狀態42

政處分，而

2001：21）

「多數決」

（§23）、強

拆除（§36）

不劃定為都

制定或發布

人民權利保

保責任」原

向的意見溝

。 

                   
第 559號解釋

525號解釋. 

第

61 

法律效力 

不論是「細

計畫」不論

更新計畫」

高權表現（

效力而言，「

法規命令」（

於不履行行

序，即可強
2，是擁有國

而與細部計畫

。例如，《

強制執行

強制配合辦

等條文中，

都市更新地

布法規之機

保障之信賴

原則、審慎訂

溝通，以便

釋。另參見蔡震

二章   都市更

細部計畫」

是依計畫理

之指導（圖

（強制） 

「都市更新計

（釋字 148

行政上具體義

制地要求其

國家高權地

畫一樣（表

條例》的單

（§22、§22

理整建維護

都是拘束性

區都是政府

關依法定程

保護原則43

訂定「都市

於確定後做

震榮，2000：

更新強制參與

或「更新計

理論或法律

圖 3-3），顯

計畫」屬都

、156參照

義務之人民

其履行公法

位、具拘束

表 3-1）具有

單向強制性

2-1、§25-1

護（§26）、

性計畫的高

府對其所建

程序予以修
3。從而在劃

市更新計畫

做為居民調

960~961。 

與/排除制度之

計畫」，都內

律規定，都必

顯無疑義。 

都市計畫體系

）或「自治

民或其他主體

上義務，或

束力的計畫行

有法規命令之

表現在強制

），得採用徵

禁止變更現

高權行政表現

立的「計畫

改或廢止時

劃定更新範圍

」，與受影響

整其生活模

之探討 

 

內含

必須

系之

治規

體，

或產

行政

之法

制採

徵收

現狀

現。 

畫存

時，

圍時，

響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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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條例》與《都市計畫法》之「都市更新計畫」比較 

 《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計畫法》、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前
置
基
本
調
查
分
析 

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

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

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

面調查及評估 

一、自然生態環境、自然及人文景觀資源、

可供再生利用資源。 
二、災害發生歷史及特性、災害潛勢情形。 
三、人口規模、成長及組成、人口密度分布。 
四、建築密度分布、產業結構及發展、土地

利用、住宅供需。 
五、公共設施容受力。 
六、交通運輸。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據前項基本調

查及分析推計，研擬發展課題、對策及願景，

作為檢討之依據。 

（以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5） 

更
新
計
畫
內
容 

一、更新地區範圍。 
二、基本目標與策略。 
三、實質再發展44。 
四、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

劃定基準。 
五、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道路系統。 
六、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七、其他。 

（以上《都市計畫法》§22「細部計畫」） 

一、 劃定地區內重建、整建及維護地段之詳
細設計圖說； 

二、土地使用計畫； 
三、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之設計圖說； 
四、事業計畫； 
五、財務計畫。 

（以上《都市計畫法》§65「更新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基於授權制定法規命令之法律，如無得轉授權之規定，受授權之行政

部門應不得自行轉授權（陳 敏，2007：64）。鑒於《條例》並未允許主管

機關轉授權予實施者自行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自不得由實施者於申請更

新單元劃定時自行研提都市更新計畫再由主管機關審查。況實施者為實施

更新之當事人，對於實施更新之作法有切身重大的利益關係，允其研提具

有行政法規地位之「都市更新計畫」，去「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

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顯非適當。 

                                                       
44  行政院修正案訂版為：「三、實質再發展與再生活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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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權力（利）義務關係檢視強制參與/排除制度
－以《條例》§3645為例 

都市更新雖有「強制參與/排除」制度的設計，但實際執行上、《條例》

§36「強制拆除」中的權力（利）主體關係卻相當混沌曖昧，表面看似公法

關係、係究又有私法的牽涉。本節先釐清權利主體，其次說明矛盾的存在，

再分別從公法與私法兩格面向說明權力主體關係的矛盾。 

一、 強制參與/排除制度中的權力（利）義務主體 

「強制力」需要「具有強制權力（利）」的主體、以及「必須（或被迫）

遵守強制義務」的主體兩造，並透過法規命令、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

法院之裁定，確立兩造的權力（利）義務關係。所謂的權力（利）主體可

能是個人、也可能是法人團體或機構，雙方不是居於公法關係就是居於私

法關係。公法上的強制主要依循《行政程序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處

理；相對的，私法上則循《民法》、《強制執行法》等處理。 

（一）私法關係下的權力（利）義務主體     

私法關係下，基於「私法自治」（private autonomy）原則，都市更新中

的「實施者」與「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簡稱「所有權人」）兩造的

關係應「以自由對等關係為其基礎，至於其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究為私人、

私團體、國家或公共，並無關緊耍」（詹森林，1993：2）。民事之強制執行，

乃國家行使公權力以實現「已確定」之私權內容所為之公法行為，是國家

對於人民私權之保護（吳鶴亭，1992：1）之一種，係由執行機關對於債務

人實施國家之強制力，以實現債權人私法上之給付請求權之制度（陳計男，

2002：3），並非私人相互間之私法請求權、不得自行行使強制執行權。 

此種強制作為是為了「債權實現」，經債權人之請求而實現、依執行名

義而存在及發生（吳鶴亭，1992：2~3）。因強制執行是一種公權力、只能

由國家執行，故債權人只能說是「具強制執行請求權」的「權『利』主體」、

非具有強制力的「權力主體」，而相對方則是需履行義務的「債務人」。債

權人取得執行名義後請求執行機關執行，國家是處於被動地位，非本文所

討論的「權力（利）－義務關係」兩造之任一。 

                                                       
45 鑑於討論《條例》相關爭議的學術文獻有極大比例是產生在第 9次修訂完成（2019.01.30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1038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88條）之前，這些文獻所使用的法

令條次皆為第 8次修訂版（2010.05.12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6571號令修正公布），

因此本研究所稱〈條例》仍沿用第 8次修訂版的原條次，並在必要時，附上第 9次修訂

版的新條次、條文。修訂前後之條次對照，請參閱表 1-1「《都市更新條例》第 8次～

第 9次條號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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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法關係下的權力（利）義務主體     

就公法關係上而言，強制執行是公權力行政的一種。公權力行政也稱

「威權行政」（Obrigkeitsverwaltunf）（陳新民，2000：33），是行政主體基

於國家統治權的權力而實行，因為人民必須遵從，因而造成人民與行政主

體之間地位的尊卑。《行政執行法》第三章「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27：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

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

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因此公法關係的強制執行是一種行政機關對於不

履行義務之相對人（或稱義務人），以強制手段使其履行義務，或產生與履

行義務相同之事實狀態的一種作為。故而，公法下的「權力主體」為國家

行政機關、居於主動地位，相對方為「義務人」居於被動的地位。 

（三）釐清 「X權」來源即能確立權力（利）義務關係     

假設都市更新確需運用「強制參與/排除」制度，《條例》的制度設計

就必須在某一個（或多階段）法定程序46完備之後構成這種強制與被強制的

相對關係。《條例》制度讓「實施者」對不同意戶擁有執行及請求47協助「強

制拆除」的「權力（利）」（暫稱為「X權」）究竟是因為私法關係而產生抑

或因公法關係而生，是決定被影響之相對一方究竟是私法關係下之「債務

人」還是公法關係下的「義務人」，也決定強制執行制度中的政府機關是居

於被動地位抑或負有主動責任。 

二、 從公法邏輯檢視強制拆除規定中之權力（利）義務關係 

一般說法認為，依法定程序及要件取得符合《條例》§22之多數同意門

檻後，循序依§19、§29擬定「事業計畫」、「權變計畫」由主管機關審議通

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亦即依法行政或完備法律正當程序），該行政處分即應

對「事業計畫」內的所有關係權利人產生拘束力（張志湧，2012：6），使

得實施者48擁有「X權」，讓拆遷義務人必需遵守「X權」所發出來的公告、

通知與自行拆遷限期，並在屆期不履行「義務」下，得由實施者逕為執行

強制拆遷作業，係採都市更新的實施者是受託行使公權力（洪任遠，2008：

                                                       
46 釋字 709號解釋雖已經確立《條例》§10第一項、第二項以及§19第三項違憲，§22第

一項與憲法上比例原則尚無牴觸，然§36因終局判決均未適用申請釋憲之規定而未受理，

因此不能就此推論§36及其他法定程序皆能通過正當性的檢驗、無違憲之虞。 
47 《條例》§36：「…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 
48 根據《條例》§9、10、11，實施者不一定是私部門的民間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也可以是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及被前者授權同意的其他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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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之觀點49，以下即分別討論。 

（一）實施者執行強制拆遷為基於公法關係之假設推論 

1. 拘束力法源之推論  

公法上的「行政強制執行」規定在《行政執行法》中50，主要規定在第

三章「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專章。其中，§27明揭「依法令或本於法

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

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51方法執行

之」。而其執行，根據《行政執行法》§4：「行政執行，由原處分機關或該

管行政機關為之」52。 

由於公法上能形成強制執行力的行政處分只有「下命處分」53（吳庚，

2000：319；陳敏，2007：337；李惠宗，2008：324；李建良，2013：38），

因此，有一種說法主張《條例》對「事業計畫」與「權變計畫」核定之行

政處分或可推論為符合《行政執行法》的「依法令或本於法令」所做行政

處分之定義，屬下命處分性質，而使「事業計畫」「權變計畫」具有拘束力
54與強制執行力，得採取「行政強制執行」（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的

                                                       
49 《行政程序法》規定之公權力委託行使之方式有兩種：一是由行政機關以行政處分或行

政契約(§136~149)為之；二是直接以法律規定(§16)為之。但仍需確定以《條例》§10、§11(非

都更主管機關公開徵選委託之實施者)進行的更新事業之實施者是否有明確的授權「行

政處分」或行政契約，又是另依值得詳細探究之問題。 
50 若對於公法上的行政強制執行有爭議，則另依《行政訴訟法》提起訴訟確認後，由行政

訴訟庭依§305先定相當期間通知債務人履行；逾期不履行者，依§306囑託民事執行處

或行政機關代為執行，及依相關規定辦理，容主文部分不另贅述。 
51 《行政執行法》§28：間接強制包含代履行及怠金；直接強制包含進入、封閉、拆除住

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以及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推論《條例》

§36的「代為」等手段似為比照此規定。另，所謂「代履行」則似參照《行政執行法》

§29「…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

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 
52 《行政執行法》§4規定的行政執行機關有「原處分機關」、「該管行政機關」與「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三種，但第三種主要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

《條例》§36所列、不論是「實施者」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顯然不會是「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僅可能是「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 
53 所謂「下命處分」係指人民與國家產生行政程序法上的給付義務時，國家命相對人(人

民)為特定之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的處分；納稅處分、徵兵處分及警察機關為維護秩序

之各種處分均屬之。下命處分所課予之義務，相對人未履行時，即生強制執行之問題。  
54 「拘束力」的說法也出現在「司法院 709號解釋」中(對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事業計畫

之核定乃賦予法律上拘束力之公權力行為)，但李建良（2013）指出這樣的敘述屬「不

具有法律上意義之語句」，蓋拘束力「乃行政處分的主要特徵」，如果未在該行政處分

中明確定性出具有何種法律拘束效力、屬於哪種行政處分，則所謂的「拘束力」之言並

不具法律上之意義。蓋行政處分之類型多樣，可能是形成處分、可能是確認處分，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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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當然也包括得以執行強制參與/排除，而讓計畫中的所有權人「負有

行為或不行為義務」。 

2. 受託行使公權力法源之推論 

根據《行政程序法》§2：「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

圍內，視為行政機關」；大法官第 269 號解釋認為「依法設立之團體，如

經政府機關就特定事項依法授與公權力者，以行使該公權力為行政處分之

特定事件為限，有行政訴訟之被告當事人能力」。是以，或可推論，依《條

例》規定的一連串法律程序完備下，主管機關所做出「事業計畫」與「權

利變換計畫」核定，即可讓實施者具有《行政程序法》§2「視為行政機關」

（也就是《強制執行法》§4的「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兩者之

任一）之身分，因而成為「受託行使公權力」之都市更新事業執行單位。 

其次，對照《條例》§36：「…應行拆除遷移…，由實施者公告之，並

通知其所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行拆除或遷移；屆期

不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之規定與《強制執行法》§27的條文結

構，或可推論實施者是因「受託行使公權力」而擁有「X 權」的「執行機

關」，得做出具有公法上效力、等同行政處分效力的「限期履行之文書」（即

載明限定相當期間履行的「公告」），輔以對拆遷義務人的「通知」，而認定

上述程序完備下，「義務人」就必須承擔被強制拆遷的公法上義務。進而，

實施者得於限期終止後扮演強制拆遷執行機關的角色，「替」不願、也未授

權55強拆的拆遷義務人完成拆遷（即《行政執行法》§28「間接強制」的代

履行）。當然，都更主管機關如居於監督之地位從旁協助，尚難駁為無據。 

（二）從公法邏輯檢驗實施者執行強制拆遷之合理性 

1. 強制執行需由行政處分之「原處分機關」執行 

「原處分機關」指行政處分做成機關應，「該管行政機關」則「在中央

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條例》

§2）。以「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的行政處分而言，「原處分機

關」與「該管行政機關」都是同一個，即直轄市、縣（市）政府56，不是其

他公部門單位，也不會是實施者，此結論顯無慮爭議。 

                                                                                                                                        
有「下命處分」才是具有「執行名義」之執行力。 

55 既然是強制拆除，拆遷義務人顯係處於「不同意被拆遷、也不會授權由實施者『代』拆

的情況」，故所謂實施者的「代拆」不是「幫」拆遷義務人進行拆遷，而是在拆遷義務

人反對甚至抵抗下進行的強制代行拆除，拆遷費用仍須由拆遷義務人負擔(另詳〈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20)。 
56 《條例》§19、29規定，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

通過後發佈實施，故不包含「該管行政機關」之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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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承「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行政處分視為具執行

力下命處分之假設，故當其發布實施後，推定該行政處分即對「事業計畫」

內的所有關係權利人產生拘束力（包括承擔被強制拆遷之義務）。但是，根

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的規定，顯然《條例》

§36的「公告」以及「強制拆除」（或代為拆除）等作業，僅能由做成「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等行政處分的「原處分機關」－即直轄

市、縣（市）政府－親自執行，不僅不是擔任實施者的其他公部門機關，

也顯然不會是私部門的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或更新會。從而，當都市更新進

行到強制拆除的程序時，由於「實施者」不是「原行政處分做成機關」，依

法不具有上場執行強制拆遷的資格，而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來主

動啟動相關程序。不僅不是實施者執行拆除，直轄市、縣（市）政府也不

能等實施者請求才負有義務「代」實施者拆除，強制拆除應該就是直轄市、

縣（市）政府自始至終應負的責任。 

2. 強制執行需由「視為行政機關」之實施者執行 

另一可能是「受委託執行公權力」說。理論上實施者若具有「受委託

執行公權力」之身分，則「視為行政機關」。但根據《條例》§19規定，事

業計畫由實施者擬定、實施者的法定身份是在「事業計畫」核定後確立，

是以，除《條例》§9的主管機關自行實施以外，實施者本身不會是核定「事

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的機關。 

在整個都市更新事業的推動中，可以讓實施者「受託行使公權力」的

法律程序只能是事業計畫核定之後。加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的行政處分也

是由主管機關做成，並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才進入§36公告並執行強制拆

遷程序，所以實施者對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產生強制拆除的執行權力，最

有可能是來自於實施者在事業計畫核定後確立其法定身份，並於權利變換

計畫核定後，以「視為行政機關」的身份對拒絕拆遷者所發的「公告」與

「通知」的行政處分，形成單元內所有權人遵守限期自行拆遷的義務，以

及實施者對不履行自行拆遷義務者進行強制拆遷的權力。 

若依此邏輯，實施者在強制拆遷事務上依法具有等同於主管機關的公

權力，在相關公告通知程序完備、自行拆遷期限屆滿後，逕為執行強制拆

除的作為應無適法上與正當性之問題。拆遷義務人若有爭議而提起行政訴

訟，實施者應以「行政訴訟之被告當事人」參與相關程序，並於判決確認

後，依判決執行或不執行強制拆除之公權力57。簡言之，實施者若具「受委

                                                       
57 若經判決確定對人民造成不法侵害時，根據《國家賠償法》§4：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

體，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權力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2：公務員於執行職務

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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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執行公權力」身份，強制拆除就應該是實施者自始至終應負的責任，不

需也不該再由另一個公權力執行單位越位代勞。是以，另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之作法，不啻為畫蛇添足，其

所依據之法理為何，也令人費解。何況在解釋上，尚難認為在自辦都市更

新情形， 有委由民間實施者行使公權力之意旨（戴秀雄，2016：60）。 

（三）實施者受託行使公權力假設的內在矛盾 

綜上可知，實施者是否是「受託行使公權力」並不能改變《條例》§36

法理矛盾的問題。但不管是具「受託行使公權力」身份而得依法逕為執行

強制拆遷之作業，或不具「受託行使公權力」身份而需由都市更新主管機

關逕為執行強制拆遷，都不存在有向主管機關「請求」代為拆除之需要，

當然，也不存在主管機關負有代實施者拆除「義務」之法理。 

換言之，實施者有「受託行使公權力」的假設，才是造成深層矛盾、

紛爭不斷的來源，行政院認為經由修法讓法院判決確定並執行即可解決此

一法理矛盾58，顯係見樹不見林、治標不治本。為了維護不存在的「受託行

使公權力」，許多規定不僅牽強，反而凸顯實施者的「X權」並非因公權力

之委託而得，連帶反映出都市更新制度將「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

的行政處分所形成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設定成一種公法

關係（因而產生「拘束力」）的企圖，也存在嚴重的論理不足疑慮。 

三、 以私法體系檢視強制拆除規定中之權利義務關係合理性 

主管機關做出「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行政處分，即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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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92），是一種公權力表現殆

無疑義，但其「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59所形成的權利、義務，並不限於

公法上權利與義務，亦包括私法上權利與義務。接續以私法關係進行探討。 

（一）實施者執行強制拆遷為基於私法關係之法理依據推論 

                                                                                                                                        
及§9：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是以，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實施者若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由委託機關為國家賠償義務

機關。參閱陳敏，2007：993~1003。 
58 行政院版「《條例》修正草案」刪除實施者「代」義務人拆之權力、主管機關代拆義務，

增定可提起行政訴訟等文字。詳行政院於 2012.12.07院臺建字第 1010151872號函送立

法院審議。 
59 指行政處分之內容(即公權力之決定或措施)對作成處分機關以外之人(含相對人及第三

人)之權利、義務、法律地位或法律上利益直接發生得、喪、變動或造成影響之結果（廖

義男，200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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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成私法上權利義務之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其可能「發生法律上之效果」本來就不以公法上之效果為限

（吳庚，2000：307；廖義男：2003：148；陳敏，2007：322；李震山，2007：

344），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所為之決定，直接發生私法之權利義務與法律

效果者亦為行政處分，稱為「私法形成之行政處分」（privatrechtsgestaltender 

Verwaltungsakte）（陳敏，2007：322~323）。包括原本有當事人間之私法上

行為存在，須主管機關作成處分介入之後，使產生權利義務變更之效果或

方屬法定手續完成（吳庚，2000：320）的「形成處分」（gestaltender 

Verwaltungsakte），如私法契約之認可、法人或人民團體決議之撤銷。另一

種是使私法上法律關係或權利地位得發生變更之效果，並不以有當事人間

之私法上行為存在為前提（吳庚，2000：320）的「確認處分」（feststellender 

Verwaltungsakte），如不動產產權登記、土地移轉之公正與登記（陳淑芳，

2013：8）等等皆屬之。「更新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的核定既為行政

處分，即有發生私法之權利義務與法律效果之可能。 

2. 都市更新實施者與所有權人權利義務關係之私法通說  

基本上，司法院並不認為都市更新的「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

的關係是公法上的上對下關係60，林碧玉大法官也認為（2013：3）兩造之

間為私法上之（委任）契約關係，都更個案之實施「應依兩造合意之契約

內容履行契約責任」。內政部更於解釋函釋中揭示，「事業計畫」是實施者

取得一定門檻之同意比例報核 ，「嗣後所有權人如有不同意見，似屬實施

者與所有權人間之爭議，宜循私法途徑解決」61，隱含了「事業計畫」核定

後所形成的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是建立在私法關係上，

                                                       
60 司法院（2013）認為都市更新之定性「在通說上還是私法上問題，是實施者與所有權人

之間都更計畫實施關係，是私法關係，不是公法關係」。詳 2013.08.13內政部召開「都

市更新條例第 36條修正條文公聽會」司法院提出相關意見，台內營字第 1020809049號

函之公聽會會議紀錄（內政部，2013）；以及 2014.03.11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所召開的修

法小組會議上(司法院代表口頭發言重申 2013.10.25所提意見)所表達的意見。 
61 詳內政部民國 95年 12月 04日台內營字第 0950184914號函。原為內政部為釐清都市更

新事業進行中或處理程序終結前得否要求撤銷原簽訂之同意書之疑義，參酌法務部法律

決字第 0950028811號、法律字第 0950041895號函之意見，認為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錯誤

之確認，需依《民法》§88、§89、§92之規定，訴請司法機關裁定始為定案，並引法務

部意見「…嗣後所有權人如有不同意見，似屬實施者與所有權人間之爭議，宜循私法途

徑解決」。不過，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 692號判決」亦指出，同意書的出具

是「具有私法及公法上意思表示之雙重性質」。從公法上，如同意之出具有爭議而欲撤

回，本即可循《行政程序法》§24之規定處理，因此「在行政機關為核准與否的決定前，

提出撤回…原則上並不加以禁止」，且「人民所為公法上之申請…，其撤回即不生權利

濫用之問題」。可見內政部認為「實施者與所有權人間之爭議，宜循私法途徑解決」，

亦難謂正確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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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司法院的見解相同。因此，似可推論「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

都是一種「經主管機關作成處分介入之後，使產生權利義務變更之效果或

方屬法定手續完成」、對私法契約做「認可」的「確認62處分」63，故，「私

契約」所產生的糾紛循「私法途徑」解決是理所當然。 

（二）從私法邏輯檢驗實施者執行強制拆遷之合理性 

1. 私法關係下強制執行名義法源之假設推論 

如果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屬於以行政處分形成（或確認）私法關係

下的權利義務，則實施者未受託行使公權力但又可以執行強制拆遷的矛盾

困擾似乎就有比較合理的解釋了。根據《強制執行法》§4，民法上得為強

制執行之名義有六類，其中第六類64為：「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

行名義者」。因此，或可推論《條例》將實施者定為事業計畫的執行單位、

基於私法關係將§36由實施者進行之拆除定義為「依法律規定得為強制」之

事項，又將「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行政處分當做是強制

拆除的執行名義，而由實施者執行。 

又《條例》§36是由實施者代不願自行拆遷的義務人進行拆遷之規定，

或可推論是比照《強制執行法》§127規定，債務人應為一定行為而不為者，

執行法院得以債務人之費用命第三人代為履行。此又可從《條例》§36把拆

遷費用從被拆遷者之應領補償金中扣回，也就是強制拆遷之費用由拆遷義

務人負擔、由實施者「代為履行」之規定，推論《條例》強制拆遷制度設

計似比照私法《強制執行法》作法與規定。或許也因為是這樣，司法院也

認為，「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的行政處分作為「執行名義」，

實施者所作成之「公告」或「通知」、限期三十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之規定，

                                                       
62 法務部 2008.11.25法律字第 0970039209號解釋函認為，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核

定乃行政機關本於行政權之監督作用，就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類似「確認處

分」之行政處分(最高法院 94年度台上字第 1461號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

字第 285號裁定參照)。學者研究也指出(陳 敏，2007: 338)，下命處分或形成處分之作

成，皆以確認相關之法律狀態為基礎，因此可認係以確認處分為基礎。 
63 此行政處分當然亦包含主管機關對於所欲授予「獎勵容積」的公益性強度的審查與衡量，

也可視為私部門對國家為鼓勵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而給予「容積獎勵」之「給付」的請

求權確認，就其法律效果而言可歸類為一種授益處分，就其內容似亦有「確認處分」性

質，限於非探討主題，容本文不另加延伸討論。 
64 得為強制執行之名義的其他五種分別為：一、確定之終局判決；二、假扣押、假處分、

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三、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

或調解；四、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

押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條例》§36所走的程序階段既

未走提出民事訴訟程序，即無所謂終局判決、和解或調解、假扣押等強制執行裁判、法

院為許可強制執行等，故應偏向第六種之「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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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像私法上有給付性質的司法催告行為（司法院，2013：2）。 

2. 私法關係下政府協力正當性法源之假設推論 

由於實施者對於所有權人非為公法上的上對下關係，而是居於私法的

平等關係時，經主管機關確認其私法上的權利義務後，依《條例》程序進

入實施者執行強制拆遷而遇有困難時，由公權力執行機關的政府主管機關

「代實施者進行強制拆遷」的制度設計是基於「如果民間單位無法做到，

應由政府提供『公權力』協助」對不同意戶進行拆除的配套規定」（丁致成，

2012：5），因而主張實施者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代拆，本即是國家所負擔

保更新順利進行之義務（洪任遠，2008：2），似乎也就難謂為無理。另一

方面，也可能就是因為主管機關都認知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僅為私法上

的關係，因此對於兩造之間的拆除搬遷爭議，認定應居於被動（甚至不得

已）配合角色，主管機關只是因為《條例》§36規定「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

義務」而必須設下嚴格之受理標準，並以實施者有無確實進行「公告」及

「通知」作為主管機關受理及審核代為拆除或遷移之法定要件65，因此行政

部門才會希望在此次的修法機會中，刪除代為拆除法律規定，避免法令規

定與實務執行的落差與矛盾。 

（三）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居於私法關係假設的內在矛盾 

都市更新之定性在通說上雖認為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是私法關係，

前節也推論出私法體系中強制執行相關法令與《條例》的可能連結與類比。

但，即便依前述論點，《條例》§36的強制拆除程序規定仍可發現存在矛盾

需要調整。 

1. 民事的強制執行者僅能由法院執行 

根據《強制執行法》§1，私法關係的「強制執行」是「民事強制執行

事務」、由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設「民事執行處」辦理。執行之名義需根據法

院之判決（需提出判決書），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需提

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詳§4、§6）。這個途徑中沒有民事執行

處以外的執行者，當然更不可能賦予「實施者」對不同意戶執行強制拆除

的「X權力」，也不會是由「實施者」向主管機關提出代拆除請求的作法。

司法院也認為，即使因為有「事業計畫」核定的行政處分而構成法律上的

權利義務關係，這種關係也好像一個契約，即使再經過公證、認證，如果

有一方不履行，民事上還要經過裁判取得執行名義後，才可以由法院民事

執行處來執行，貫徹其私法上的權利（司法院，2013：1）。 

                                                       
65 內政部 101年 2月 13日台內營字第 10100887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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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院法務部的「臺北市華光社區都市更新旗艦計畫」66來說明，在

原住居民提出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已經內國法化67，

要求先合理安置再行拆遷下，政府機關未循求《條例》§41以都更事業實施

者身分處理舊違章建築戶之方式68，反而循「國庫行政」的民事途徑，改站

在私法人身分的「債權人」位置，對原住居民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拆屋還

地69，並追討住戶占用該片土地五年之不當得利。最後於 2013.03.27，由台

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拆除，不是台北市政府建管單位，更非法務部。

簡言之，如果確認參與都市更新的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確為私法關係，

則《條例》§36規定實施者具有對所有權人強制拆遷的地位，顯已經不符「民

事強制執行事務」之法理與相關法令。 

2. 行政處分無法命令私法債權的履行 

同理，雖有一種說法70認為主管機關核定「權利變換計畫」的行政處分

                                                       
66 行政院法務部管理、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光明里及錦泰里，由杭州南路、金山南路、金山

南路 2段 30巷、金華街所圍繞，占地面積約 12.49公頃之區域。2006年（行政院長張

俊雄任內）被官方宣傳為扮演台灣金融管理及數位通訊中心功能的「台北華爾街計畫」，

2012年（行政院長陳沖任內）又認為原計畫有很大盲點，入夜人潮散盡後，勢將變成

「黑暗中心」，由金融機構、電信機構移駐，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也相對減少。因此變更

為更具時尚、文化元素，如東京六本木、紐約時代廣場般的新觀光不夜城的「台北六本

木計畫」。主辦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的華光新村旗艦計畫在 2013.03.27由台北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拆除最後幾戶後，臺北市政府於 2016.12.12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

華光社區暨周邊地區（不含中華電信及中華郵政部分）住宅區及變電所用地土地為特定

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主要計畫案』，2017.01.09公告實施細部計畫案。根據內

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公告，目前之實施進度為：國產署刻正評估招商前置作

業事宜。參閱 https://twur.cpami.gov.tw/zh/urban/govplan/view/12 
67 台灣於 2009年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簡稱《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兩公約內國法化。 
68 §41：權利變換範圍內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處理事宜，由實施者提出處理方案，

納入權利變換計畫內一併報核；有異議時，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69 根據司法院法學料檢索系統「裁判書查詢」資料庫搜尋結過，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年訴字第 8065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年訴字第 8788號民事判決、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 97年重訴字第 720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年審訴字第 1027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年度重訴字第 211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176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年訴字第 191號民事判決、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 98年訴字第 399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185號民

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430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年度

訴字第 3205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2765號民事判決、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 100年度重訴字第 586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年度重訴字第

203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4717號民事判決……等，以上皆

為民事法庭。前述判決尚未能窮盡華光新村強的「拆屋還地」訴訟案，容予說明。 
70 詳內政部，2013.08.07召開，「都市更新條例第 36條修正條文公聽會」中華民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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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種「下命處分」，相對人未履行所課予之義務時，即生強制執行之問

題，因此更新事業範圍內的不同意戶自然要承擔「特定之作為、不作為或

忍受」的義務。然「權變計畫之核定，其性質大體不出形成與確認兩種效

力， 很難談得上主管機關透過這個核准的行政處分下令各該權利人拆除建

物」（戴秀雄，2016：60），法律的學理與實務上並沒有由國家下命 A人民

（不同意戶）對 B人民（實施者）履行私法上債務（被強制拆遷）的下命

處分（司法院，2013：3）。同樣的，私法關係下由實施者所做的公告與通

知，就不會是有執行力的、公法上的「下命處分」，也不會等同於民事判決

的執行名義效力。主張所謂的強制拆遷是由「主管機關」以「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的行政處分使實施者在私法關係下得擁有強制義務人

產生與義務已履行相同狀態之「X權」，並不成立。 

歸納以上分析可得出三個簡單結論：實施者無權執行強制拆除、實施

者無權請求主管機關代為拆除、主管機關不能被動接受申請而是主動辦理。

《條例》§36的「強制執行」並不符合私法「民事強制執行事務」相關法令

規定、從公法上又出現抵觸「行政強制執行」的問題，因此，可以說在法

理邏輯上仍不足以解釋或支持§36 代拆條款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戴秀雄，

2016：60）。簡言之，《條例》的「實施者」不論從私法觀點或公法觀點，

都不是具有「強制拆除」資格的「權力主體」，當都市更新走到強制拆除的

程序，只能由原行政處分做成機關主動啟動相關程序，應無規避之空間。

如果由政府去「代」實施者拆除不同意參與「事業計畫」的所有權人的建

築，恐怕不能不回答候選人時期的柯文哲對於都市更新強制拆遷的批判： 

現有都市更新模式中，政府的角色不見了。「文林苑」的問題就是

把都更丟給建商和住戶造成爭議的典型例子，不應該當建商跟住

戶有爭執時，就叫政府來拆房子。如果是由政府主辦，政府考量

到都市整體發展的公共利益而拆除，這樣還有道德的正當性；但

如果是建商的問題，還叫政府拆，難道政府是黑道養的嗎？ 

 柯文哲，2014.07.1971 

從而，所謂實施者具有「請求」主管機關代為拆除權力之合法性從何

而來不無疑義，而主管機關因民間實施者的請求、而負有代為拆除或遷移

之義務的法理更值得商榷。候選人時期的柯文哲對於都市更新強制拆遷的

批判，顯難推為無理之指摘而無視，尤其是這七年以來的臺北市政府。 

  

                                                                                                                                        
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之發言。 

71 參閱「柯 P新政#8」公辦都更（2014.07.19發佈）。

https://doctorkowj.gitbooks.io/kppolicy/content/part_2/222.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74 

第五節 合法但不合法理－制度矛盾 

以高權理論下的公法途徑、本於國家計畫高權行使的《條例》§9公劃

公辦，基於「公權力獨佔」原則，在進入到§36拆除遷移土地改良物時之「通

知」，以及訂定期限辦理強制拆除或遷移，乃由國家擔任實施者的主管機關

所下的行政處分，尚無疑義。 

相對而言，在政府判定沒有更新必要之地區，由私部門依自行申請劃

定更新單元的「民劃民辦」（§10、§11）都更，除了可以享受容積獎勵、稅

費減免等優惠外，甚至依然得以適用§36強拆，不僅破壞了都市計畫體制72，

更有違憲疑慮。蓋§5明揭，「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是列入「全面調查及評估」

後擬定的「都市更新計畫」的記載項目之一。甚且，§11既為沒有更新必要

之地區，當然無「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不受都市計畫節制，也必然無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可供依循。 

然各都更主管機關在§11的實務操作上多以規避中央法令規定、另於地

方自治法規定訂中央法令所無之劃定基準73來操作，除有違反《中央法規標

準法》與《地方制度法》74之虞外，也無法真正替代「全面調查」之立法原

意與法律效果。是以，最高行政法院「判字第 647 號」判決，認為訂在自

治規定裡的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因加入與中央法規無關之規定致違反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評估標準之判定僅作審查而未經實質專業調查與

                                                       
72 2010.10.20立法院第7屆第6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決議，批判「近年各項『容積

獎勵』過於浮濫」，「都市更新容積獎勵不受都市計畫主要計畫所載容積上限限制」，

「造成都市計畫之毀壞，使得公共設施成本增加，形成部分人享受容積獎勵，卻要由

全民買單之亂象，引發都市計畫學界嚴重批評」（參閱立法院，2010：10）。同年11

月，監察院對內政部提出「099內正字第0040」糾正案，直指「各式獎勵容積之累加竟

無上限規定，致都市計畫法基準容積率（法定容積率）制度名不符實未能發揮成效」

（監察院，2010）。即便嚴詞批評「都市計畫體系遭到都市更新破壞」的說法是「存在

了對都市更新的誤解與對都市計畫的迷思」的都更業者，也不得不承認前述說法「不盡

然是錯的」，並列舉理由「同一個案居然可以依不同法源的容積獎勵無上限堆疊」、

「給了容積獎勵卻完全讓人看不出有整體都市規劃的關係」、「政府忽略了都市更新

條例第5條整體都市更新計畫的重要性」、「缺乏整體、全市（縣）性或是針對個別區

域的都市更 新策略（因地制宜的容積獎勵是其一）來指導都市更新開發行為」（丁致

成、麥怡安，2018）。兩相對照，立法、監察對都市更新破壞都市計畫體制的批評，應

非誤解。 
73 如「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

然條列之 14項「指標」除了大致可呈現發展現況外，並不能反應「居民意願、原有社

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等《條例》§5規定之更新地區劃定要件，也缺乏〈都市計

畫法〉§65的「更新計畫」內容。 
74 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應以法律定之」；《地方制度法》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之規定，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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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即驟為判准、訂定與《條例》劃設要件無關之指標……等，裁定台北

市政府所核准之更新計畫撤銷確定。足證，《條例》§11 民間自行申請劃定

更新單元的法源基礎有重大缺漏75，也徹底。 

再查《條例》§3之用語定義，所謂「更新單元」係指「更新地區內可

單獨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分區」；又「都市更新事業」係指「依本條例規定，

在更新地區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業」。換句話說，所謂「更新單元」

必須具備位於已劃定為更新地區之內、可以單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一個

「分區」的要件，才屬於《條例》法令效力所涵蓋與賦予權利的「更新單

元」，在根本違反法律定義之下，§11 成為都市更新制度上的一大矛盾（另

於第五章詳予論證），卻仍得以適用§36、由私部門實施者執行強制拆遷，

更放大違憲疑慮。如此私權得僣用公權的操作，使民間實施者趨之若鶩，

以台北市為例，幾達 96%之譜76，致現行都市更新的推動「以民辦為原則、

公辦為例外」（監察院，2012：3）。 

民間實施者原只是應政府「誘導性行政」（各種租稅與容積獎勵）之誘

導，受委託擔任政府或原住居民之「代理實施者」角色，故與所有權人之

間本為私法的「契約關係」（陳碧玉，2013：3-9）77，應取得全體所有權人

同意始得進行。然而政府卻又以公權干預，以法律條文加解釋函示曖昧地

將專屬「公權力行政」的強制參與/排除之國家高權借予私部門實施者，令

私部門實施者得以「依法」請求主管機關為其執行強制拆遷。 

蓋「行政機關有選擇行為方式之自由，將應以公法形態之作為，改採

私法形態為之。……一旦採用私法（或公法）方式之作為，則全面適用私

法（或公法），不能僅適用私法中有利之部分，其餘又援引公法」（吳 庚，

2000：32~33），讓§11的實施者得以適用§36強制拆遷，不僅是違反「公權

                                                       
75 此一論點，作者在受邀參與 2014.03.11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條例》修法小組會議時即發

表過相關論證。中間休息時，司法院代表與行政院法務部代表（參事）再私下過來溝通，

確認後，同意作者的論點。會議繼續進行後，主持會議的立法委員請法務部代表就休息

時間的討論，說明其見解。法務部參事發言證實（錄音整理）：「未劃定更新地區，要

依照劃定基準去劃為劃定地區的單元，這個是行政規則，如果要用這個變成規則，一定

要是一個法規命令，這部分在行政院審查時就會有問題」。 
76 以台北市為例，截至 2013.12.31止，依都市更新條例劃定都市更新地區(單元)1037處，

民間申請自劃高達 77%(797處) (詳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官方網頁「都市更新推動成果」

http://www.uro.taipei.gov.tw/ct.asp? xItem=72080375&ctNode=12897&mp=118011；查閱日

期 2014.10.02)；若扣除北市府劃定優先劃定更新地區有 205處在 2012年 6月已超過 6

年公告期限未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詳蘇瑋璇，2013），則民間自劃實施之比例已達

到 96%。 
77 陳碧玉大法官在司法院 70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表示，（民辦都更的）「土地、建築物

所有權人與該事業機構間為私法上之契約關係」(p3、p6)、「民辦都更所有人與實施者

間為對等之契約關係」(p3-4, p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76 

力獨佔原則」，也是應負起都市更新職責的國家逃避依法行政原則之羈束，

公法遁入私法的不當作為。 

實施者（特別是私部門）越位承擔政府政策執行的責任後，基於營運

成本壓力，必然以各種手段與途徑在最短時間內促成所有權人的參與，無

可避免地造成互信關係低落、衝突不斷。而服從於計畫高權的人民卻在欲

向政府撤回同意時發現卻需循私法途徑解決78，在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發生爭議、尋求法律救濟時，卻發現因訴訟對象是核定「行政處分」的主

管機關，人民無所適從。 

第九次修法前的都市更新制度設計，讓推動都市更新所涉及三個主要

角色─政府、私部門事業機構、原住居民─的權力（利）與義務被嚴重扭

曲。遺憾的是，第九次修法時，仍未能面對制度設計混亂公法都市計畫體

系與私法住宅改建體系的問題，留下合法但不合理的混亂困境。 

                                                       
78 詳內政部 2006.12.04發文之台內營字第 095018491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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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都市更新理論衍變－從《都市更新條例》

名稱考察展開 

在外國，「都市更新」是一個髒字，曾引起非常大的社會衝

突，……這是 1960 至 1970 年之間，外國政府……之重要政策，

但卻引起嚴重的「返都市更新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

「少數民族運動」和「社區運動」……，已經沒有工業國家再採

用「都市更新」一詞。 夏鑄九，1997.03.15 於立法院  

本章在論述架構上之功能與第二章相同，乃承接第一章所提出的問題

意識，在法理觀點之後，再從都市計畫（更新）的理論思潮，比對臺灣在

形成都市更新政策的時期所採用的理論思維與價值觀點，以及行政部門在

研提《條例》時對於都市更新理論意涵的理解、辯證與最後的定調，來探

討臺灣現行的都市更新政策法令，是否符合都市計畫理論與實務所強調的

實現重大公共利益的要件，論證都更制度困境，實出計畫性地對公權力與

私權利界分做選擇性混淆，而形成的強制參與/排除制度。 

本章第一節先說明每一個都市更新關鍵字，除了是社會意涵的創造與

重製（Lees, 2003: 62）外，更代表了一個都市計畫（更新）理論的形成與

更迭。台灣引都市更新為政策核心價值前，無意遵循既有的知識基底

（baseline knowledge），造成對話的混淆與認知落差，也導致政策執行的

重大偏誤。第二節透過官方文件的比對，梳理「都市更新」或「都市再開

發」作為各版《條例》草案名稱的原因與論述脈絡，說明關鍵字使用，就

代表了整個政策法令的思維邏輯。第三節梳理以英、美為主的都市更新理

論與政策衍進，對照出台灣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所採用的思維的落後。第

四節整理臺灣形成都市更新政策的各時期上位政策計畫，對照當時的政經

背景，說明都市更新淪為刺激不動產業景氣工具的轉折脈絡。第五節為結

論，並藉由都市史論大師 Lewis Mumford與都市規劃評論家 Jane Jacobs對

於都市更新的批判，反映出台灣政府並非不瞭解 “urban renewal” 的意涵，

而是想做的就是 1940~1960年代的美國推土機式更新，印證都市更新制度

困境的產生，實為權力漂洗混淆公權、私權所造成。 

第一節 前言 

文本及語言是論述的形式，有助於社會意涵（social meaning）的創造

與重製（Lees, 2003: 62），採用不同的文字表述，反應了隱藏其後的思維偏

向與行動取徑，以及所欲創造的社會認知。常為臺灣官方取經的英國對於

都市更新的理論發展以及辯證開始甚早，根據各階段的都市更新理論衍進，

以英國為首的歐美都市政策、計畫學界自 1945年以降，採用一系列的“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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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專有名詞（以下簡稱 URe.），來代表不同階段的都市發展理論與政策

思維，包括“urban re-construction”、“urban re-newal”、“urban re-development”、

“urban re-generation”（Furbey, 1999: 419; Roberts & Sykes, 2000: 14），以及

1990年代的、義涵最 深遠的 “urban re-naissance”1 （Lees, 2003: 66）。 

臺灣對於國際都市更新思潮的引進與學術論著在《條例》著手研擬草

案（1982年）之前也已經非常蓬勃、完整（參閱第三節表 3-2），並無與

國際思潮脫離，然我國的《條例》自 1982年內政部營建署開始研擬草案、

到 1998.11.11公告施行，卻採用了與美國 1940~1960年代「都市更新」思

維無二致的名稱與法律定義，甚至法定英譯名稱也使用 “urban renewal”，

並未參採當時與「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2結合的

都市再生（urban renaissance）觀念，更逸脫美、歐國家謹守的都市計畫格

局，向個別街廓內建築改建的操作傾斜，立法時期曾引起學界強烈的反對，

認為這種過於強調實體空間改造、以拆除重建為核心的觀念是過時而且具

高度爭議的。 

由於許多都市問題的討論經常忽略為其使用的關鍵詞釐清定義

（London and Palen, 1984: 6），特別是台灣在運用這些引自近代都市發展

先進國家的 URe.觀念時，基於翻譯的因素，常多加了一層文化的理解與詮

釋，甚或是誤解。從而在制度學習與政策制訂時，出現了與都市計畫脫勾

的重大偏誤。而自詡引進國外經驗的「公私合夥」（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

參與都市更新事業，更混淆了私法自治契約自由 vs.國家擔保責任、公權力

介入時機，創造出台灣特有的「公法遁入私法」的都市更新模式，讓私部

                                                       
1 台灣一般將“urban regeneration”翻譯成「都市再生」，把“urban renaissance”譯成“都市復

興”，卻沒未有做系統性釋義、區別兩者的差異。然這兩組專有名詞，早有正式的漢字

翻譯與定義。1971年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下稱經合會）的《舊市區更新

法規之研究》即已將“regeneration”譯為“重生”，以代表都市獲得新生命之意。其次，日

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於 2001年成立的「都市再生本部」，採用“urban renaissance”的論

述與英文名稱“Urban Renaissance Headquarter / URH”，並有相關的定義與正式文件，是

國際間最先、也是唯一有對“urban renaissance”做漢字釋譯的政府。因此，本文參考辭

典對“regeneration”與“renaissance”的釋義，採用經合會 1971年 “urban regeneration”的

中譯「都市重生」，“urban renaissance”則採用日本政府「都市再生」的漢字翻譯，以區

別兩者在時代背景、意義與政策意涵上之差異。 
2 當時臺灣已成立「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即負有將續發展概念納入法令修正的

任務。行政院因應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佈了「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

以及 1992.06巴西里約舉行「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所通過「21世紀議程」

（Agenda 21 ），於 1994.08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該小組並於 1997.08.23

升格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為當時下設 6個工作小組

之一，負責可持續性發展指標、環境承載力（carrying capacity）、永續發展概念納入法

令修正等任務。參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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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實施者得以依《條例》借用公權力以對他造為有力的干預與強制（李震

山，2013：2）。終於因為臺北市政府在 2012.03.28動用七百多名警力，替

私部門實施者強力拆除不願意參與都更重建的士林王家，而引起重大社會

關注、立法委員的強烈質詢、內政部長評為「居住不正義」的表象，而開

啟長達 7年、歷兩屆立委任期的第 9次修法。 

研究發現，1960年代末期台灣的政府與學界即展開 URe.政策的研討與

學習，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到 1990年代末期制訂法令時，行政部門不僅

未引進當時與永續城鄉發展結合的都市再生觀念，仍堅持採用先進國家早

已廢棄、國內學者強烈反對的 “urban renewal”，更逸脫美、歐國家謹守的

都市格局與計畫工具，向個別街廓內建築改建的操作傾斜。顯與當時的都

市發展理論衍進及實務操作無關，而是受到台灣當時代政經操作的影響。 

本章之討論，以開始起草《條例》草案的 1980年代，到發佈實施的 1998

年為期間，取自立法院公報、行政院院會紀錄，以及國家檔案管理局官方

文件中所記載的行政、立法部門對於都市更新的討論，再追溯前後時期影

響政策制訂的論述研究、上位政策計畫，特別是影響台灣都市規劃理論與

實務操作深遠的美國、英國，與近期的日本。 

研究目的不在為各階段的 URe.「正名」，更非討論《條例》的英文應

該如何翻譯，而是藉由《條例》從草擬、提出草案、立法院審議等各階段

的歷史文件回溯分析，輔以當時期政經濟脈絡的對照，探討行政部門堅持

採用美、英兩國早已廢棄的“urban renewal”的原因與政策轉折點，說明政府

行動的目的並不在都市結構與機能調整，也非產業發展政策，而是包裝在

都市地區居住環境提升的民生課題下、扭曲了「適足居住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欲藉刺激不動產業景氣來進行政策買票所編制出來的

戰術（tactic）。 

在本文所引文獻中，URe.的出現除了作為專有名詞使用外，也常被作

為形容詞使用，此時所表達的意涵就很廣範甚至抽象，也不一定具有論述

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例如，Donnison與Middleton（1987）所合編的《內城

地區的重生》（Regenerating the Inner City）就常把 “urban renewal” 與 

“urban regeneration” 交互使用。不過，如果是以專有名詞來使用，不同的

URe.就代表了不同的世代及其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脈絡。尤其是把 URe.

納為國家法令的條文用詞，甚至高舉為法令名稱，其欲賦予該 URe.進行政

策宣示的企圖，不言可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80 

第二節 以「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作為法令名
稱的論述過程 

採用不同的關鍵詞，反映了對該詞彙所欲表達的現象及意義的不同認

知（London & Palen, 1984: 6），也就決定了論述思維與政策取向。《條例》

從 1982年內政部營建署開始研擬草案、1992.10.12完成草案「初稿」、1994.11

經內政部審查通過3、1995.04送行政院核備，同年 6月送立法院，後遭退

回修正研議（周素卿，1999：27），又經 1996年第一本「營建政策白皮書」

發佈、1997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都市更新方案」

公布，以及 1998.11.11公告施行前、三個送進立法院審議的草案版本，多

數都採用「都市更新」為法令的名稱，正式頒佈版也以 “Urban Renewal Act”

為英譯名稱。從其中、英文名稱，以及採用與 1940~1960年代美國的觀念

相同的重建、整建、維護三個操作定義來看，到了立法院審議時，採取哪

一個名稱較為恰當、是否是「適應社會變遷及都市發展之需要」的觀念，

自然會引起不小爭議。 

一、 三個草案版本的提出 

第一個被交付立法院相關委員會審查的「草案」版本提案單位，不是

行政院或執政黨立委，而是當時在野黨身份的民進黨立委4。就在 1992年

營建署「初稿」完成後 1年，民進黨委員張俊宏在「第 2屆第 2會期第 21

次會議」（1993.12.11）中質詢時指出，因知悉草案允許民間業者可自行申

請參與都市更新計畫，特別提出專案質詢，希望行政院加緊立法腳步5。復

於 1995.04的「行政院版」被退回重行修正研議時，或許是等不及或是對院

版不滿意，張俊宏等 31人在 1995.12.01以「院總第 1709號 委員提案第 1370

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提出《條例》草案（下稱「張俊宏等 31人版」）。

議案關係文書中指出，所謂的「改善居住環境、合理利用都市土地」，是因

為都市已發展的老舊地區，其「建物結構與環境品質」無法適應社會變遷

及都市發展之需要，因此透過「施行拆除重建、保存維護等措施」來加以

改善。 

                                                       
3  1994.09.21內政部營建署公布條例草案，擬建立都市更新及強制參與的制度。草案中明

訂經更新區域內合法建築 1/2的面積及所有權人同意就可以辦理。參閱黃秀義(1994), 

〈都市更新將採強制參與》, 聯合報》, 9月 22日. 版 10. 
4 民進黨曾在 1992年的「政策白皮書」中提出要制訂「獎勵都市更新辦法」。不過，除

了在 1993.12.11的書面質詢外，在「張俊宏等 31人版」提出前，立法院議事錄中並未

到有「都市更新」的質詢與討論。參閱彭威晶(1992), 〈民進黨土地政策草案定稿》, 《聯

合報》, 10月 10日，版 04；立法院公報影像檢索系統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gazettetp 最後瀏覽: 2020.02.27. 
5 參閱立法院第二屆第二會期第二十一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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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內政部營建署的草案、經建會的計畫，以及「張俊宏等 31人版」

等各版採用「都市更新」為名稱，具建築師背景、當時執政黨籍身份的謝

欽宗委員認為不應該採用過時、高度爭議的「都市更新」觀念，而領銜以

「院總第 248號 委員提案第 1798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提出（1997.04.19）

《都市再開發條例》草案（下稱「謝欽宗等 46人版」或「再開發條例」）。

總說明上更直剖「都市土地的重新利用，並不是硬體的物質性『拆掉重建』、

『汰舊換新』而已」，而是一種透過「實現都市空間配置的合理轉換」來達

到都市機能復甦、居民生活內涵提升的目標。不採用「都市更新」作為法

案名稱而改用「都市再開發」（英文仍為 urban redevelopment）的關鍵考量6，

是「希望進一步突顯觀念上的進步性」7，換言之，硬體的改建更新，是「謝

欽宗等 46人版」力陳應予揚棄的陳舊思維與操作。顯然，即使大部分的操

作型條文可能類似，但對於「都市土地再利用」的態度（attitude）與高度

（altitude）不同，導致執行結果也會也所不同，因此採用不同的法案名稱，

顯具有高度宣示性與指導性的意圖。 

行政院第 2533次會議（1997.06.26）修正通過內政部所提都市更新草

案8後，1997.09.20行政院以「院總第 666號 政府提案第 5858號」立法院

議案關係文書提出《條例》草案（下稱「行政院版」）。認為都市已發展老

舊地區內建築結構與環境品質不符社會變遷及都市發展需要，用拆除重建、

整建、保存維護等措施，達成改善居住環境、合理利用都市土地的目的，

與「張俊宏等 31人版」的定義相似，而顯與「謝欽宗等 46人版」所強調

的「並不是硬體」的汰舊換新、而是都市尺度的空間配置轉換有格局上的

差異！ 

若未注意到草案名稱有「都市更新」與「都市再開發」的差異，進而

                                                       
6 「謝欽宗等 46人版」立法意旨與特色： 一、關於「都市再開發」理念的釐清與落實：

本草案捨「都市更新」而選擇以「都市再開發」作為本條例名稱，基本上係希望進一步

突顯觀念上的進步性。對於都市土地的重新利用，並不是硬體－包括建築物、公共設施

等的物質性「拆掉重建」、「汰舊換新」而已。而是透過一連串「再開發」的過程，實

現都市空間配置的合理轉換，達到都市機能復甦、居民生活內涵提升的目標。在「再開

發」的概念之下，涵括了社會與經濟資源的整合、鄰里與社區關係的重建、公部門與民

間組織的互動、都市住民意識的型塑等具體事務的發展與再生，決不僅僅是硬體的破壞

興建設。此一精神，貫串本條例各章條文立法規範之設計考量，故應於草案名稱予以充

分表達。參閱立法院院總第 248號委員提案第 1798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7 提案當時的 1997年，國際都市再發展理論與實務操作，已經從主流 18年（1979-1997）

的 urban regeneration進入 urban renaissance的階段。詳本文第三節說明。 
8 該次會議確定在土地權利人自行實施或委託私部門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下，得採用

「強制參與」制度，以鼓勵民間參與、刺激營建業發展。也通過同意由中美基金及行政

院開發基金投資，設立一個民間性質的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由當時的經建會專

任委員張隆盛負責規劃。政策形成當時，也已經設定該「都市更新公司」將處理台北後

火車站的交九 2.1公頃菁華土地的規劃與招標。參閱馬道容（1997）、李順德（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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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謝欽宗等 46人版」強調非僅硬體的拆除重建、汰舊換新，僅從立

法目的並不容易看出三版本的差異（詳表 3-1），是以 1997.09.15「內政及

邊政委員會」提報院會將兩案合併9審查，並在立法院第 3屆第 4會期第 4

次院會（1995.09.25）及立法院第 3屆第 4會期第 5次院會（1997.09.26）

中，先後決議將「行政院版」及「張俊宏版」與「謝欽宗版」交內政及邊

政、財政、司法三委員會併案審查（立法院，1997c）。 

表 3-1 都市更新條例草案立法目的比較 

 張俊宏等 31人

版 

謝欽宗等 46人

版 

行政院版 審查通過版 

 1995.12.01 1997.04.19 1997.09.20 1998.11.11 
名
稱 

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再開發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 

立
法
目
的 

為實施都市更

新，以消除都市衰

敗頹舊、改善住民

居住環境、促進土

地有計畫之再開

發利用及復甦都

市機能，特制定本

條例。 

為促進都市內土

地之合理、健全利

用，從事計畫性都

市機能更新，以改

善居住環境，提升

生活品質，增進公

共福祉，特制定本

條例。 

為促進都市土地

有計畫之再開發

利用，復甦都市機

能，改善居住環

境，增進公共利

益，特制定本條

例。 

為促進都市土地

有計畫之再開發

利用，復甦都市機

能，改善居住環

境，增進公共利

益，特制定本條

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上述三版本的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1998.01.05立法院第三屆第四會期內政及邊政、財政、司法三委員會併

案審查「都市更新條例草案」案第一次聯席會議10上，謝欽宗特別強調所提

之版本與傳統的都市更新完全不同（立法院，1998：307-308）。對照三個

版本確實如此，不論是從法令名稱或主要條文內涵來看，執政黨的「行政

院版」與在野黨的「張俊宏等 31人版」反而是比較一致，而與執政黨籍立

委「謝欽宗等 46人版」差異較大。 

二、 都市更新 vs.都市再開發：三版本之異同比較 

對於法令的正式名稱，「張俊宏等 31人版」並無加以論述。而對於揚

                                                       
9 「張俊宏等 31人版」為立委第二屆期間，「謝欽宗等 46人版」為立委第三屆期間，依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13: 「政府機關及立法委員提出之議案，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

滿時，尚未完成委員會審查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應無法併案。但立委第二、

三屆早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制訂前，故仍有隔屆併案。 
10 「張俊宏等 31人版」提案人張俊宏未出席，對於「都市更新」或「都市再開發」何者

適合，無記錄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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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都市更新」而採用「都市再開發」作為法令名詞的「謝欽宗等 46人版」，

與當時執政黨同黨籍的提案立委謝欽宗不斷強調： 

相較於傳統使用「都市更新」的名詞，本席認為「都市再開發的」

內涵更趨積極性與多元化，不只是傳統「推土機」式更新的做法，

而更強調社區居民的參與、都市計劃手段的多重運用……  

 謝欽宗（立法院，1998：307） 

行政院……提到「都市更新」是大家較能理解的名稱，但是就目前

學界來看，則大都認為「都市更新」會讓人回想過去美國紐約政府

以推土機將住宅剷平，結果是產生更多的黑人、貧民問題……  

 謝欽宗（立法院，1998：310） 

為了替「都市更新」作為法令名稱辯護、否定採用「都市再開發」的

論述，晚於「謝欽宗等 46人版」5個月後才提出的「行政院版」在立法說

明中指出： 

依據 1949 年美國住宅法的規定，政府應著手進行「都市再開發」

(Urban Redevelopment)針對環境窳劣、髒亂的住宅區及貧民窟，

徹底予以改良並清除，併同戰後大規模住宅的重建及貧民窟的消除

工作，於焉逐漸展開。至 1954 年將「都市再開發」改稱為「都市

更新」，除增加整建（Re-habilitation）及維護（Conservation）的

觀念外，並將更新地區由住宅區推展到舊都心的辦公及商業大樓，

期以復甦都市機能。……從以上美國推動都市更新之歷程可知，「都

市再開發」為「都市更新」的早期名稱，其涵面不若「都市更新」

廣泛。 行政院版，1997 

關於「都市更新」是否較優於「都市再開發」，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

《1949年住宅法案》（Housing Act of 1949）與《1954年住宅法案》（Housing 

Act of 1954）最鮮明的差異，除了將法案中的「窳陋清除與再開發計畫」(slum 

clearance and redevelopment programme)的用詞改為「窳陋清除與都市更新

計畫」(slum clearance and urban renewal programme)外，另外就是強調由聯

邦支持的商業機制性11的「都市更新」再開發，來取代前者以聯邦補助地方

政府12藉興建公共住宅來處理城市中心區的衰敗問題的「都市再開發」

                                                       
11所謂的「商業機制性」是該法案要求地方政府，在符合都市更新補助資格以前，必須先

提出社區發展的「可行的計畫」(Workable Program) ，聯邦則視財務可行性決定是否達

到補助資格（參閱 Caves，1989： 65）。 
12聯邦及地方政府制訂並審核發布都市更新計畫及個別的更新事業計畫後，地方主管機關

即勸說所有權人讓出房地，政府也有權在未經所有權人同意下對私人財產進行強制徵收。

再將建物拆清、地面整平、興建配套的公共設施後，透過公開標售或談判方式將建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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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nagan, 1997: 256）。簡單講，「都市更新」導入以商業開發機制達到財

務平衡，所以，美國的住宅開發產業堅決反對《1949年住宅法案》，但對

《1954年住宅法案》是熱烈支持的（von Hoffman, 2008: 282）。然經過十

幾年的實踐，因為根本未產生任何重大的效益（Anderson, 1964: 1），尤其

對於過度侷限於以硬體的拆除重建來處理都市頹敗、忽略城市整體的機能

復甦的爭議上，在 Jane Jacobs（1961）的觀察中，兩者顯然無甚差異。 

行政院對於同黨立委「謝欽宗等 46人版」的「都市再開發」強調「並

不是硬體－包括建築物、公共設施等的物質性『拆掉重建』、『汰舊換新』

而已」，而是一種「實現都市空間配置的合理轉換」、「涵括了：社會與

經濟資源的整合、鄰里與社區關係的重建……，決不僅僅是硬體的破壞與

建設」、已非美國《1949年住宅法案》的「都市再開發」，也超越了《1954

年住宅法案》「都市更新」的重大訴求，較晚提出的行政院版並未加以回

應，而是巧妙地以「都市再開發」及「都市更新」兩個專有名詞出現在美

國正式法律條文上的時間先後，暗示年代較晚者一定比前者先進，冷處理

了對「謝欽宗等 46人版」版的討論。 

1998.01.05立法院審查「條例」草案的會議13上，出席立法院會的營建

署長發言表示，確實瞭解「都市更新」一詞就是代表美國式的推土機更新，

但主觀認為，只要在行政院版中將都市更新一詞重新定義，就不會是推土

機式都市更新了。且因為「尚有 7、8個法律都是以『都市更新』為名，難

道都要一一修正嗎?」，因此認為只要把「都市更新」用不同的「法定的解

釋」來賦予新定義就可以了（立法院，1998：311），從而否定了「都市再

開發」版一再強調的「不是硬體的汰舊換新」核心理念，也未再探究為什

麼在“urban renewal”蒙上負面寓意後，“urban regeneration”一詞已成為當時

國際都市發展主流思維與實務操作（Tallon, 2010: 5）的事實。 

三、 法案名稱的討論 

議論與非議論（non-discursive）之間存在著有一層辯證的關係，兩者

唇齒相依（Atkinson, 2000: 212），特別是從都市研究以及都市地理學（urban 

geography）的觀點，論述轉折（discursive turn）與在架構政策目的與機制

時所用的語言與措詞有緊密的關係，語意的代表性與背後意涵是一種文化

                                                                                                                                        
地讓售予私部門開發商，按照主管機關核定事業計畫中批准的建築規模與設計要求，重

新興建新的社區大樓。開發商取得土地的價格大約是政府收購、清理、改善土地所花費

成本的 30%，差額的 70%則由聯邦政府直接補助地方政府（參閱 Anderson，1964：1-2）。 
13立法院第三屆第四會期內政及邊政、財政、司法三委員會併案審查「都市更新條例草案」

案第一次聯席會議，併案審查「本院委員張俊宏等三十一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草案』、

謝欽宗等四十六人擬具『都市再開發條例草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都市更新條例草

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第三章  都市更新理論演變－從〈都市更新條例》名稱考察展開 

85 

政治，是無法與正式的治理與決策的政治活動切割（Lees, 2003: 62）。在法

案名稱該不該採用「都市更新」的論辯上，面對學者引經據典地指出爭議

點，行政部門則是淡淡地藉由論述的轉折，堅定地捍衛既定的治理思維。 

1997.03.15立法院就「都市更新問題」邀請專家學者、政府代表發表意

見14。針對爭議核心的法案名稱，夏鑄九教授直陳「立法時絕對不要鬧笑話，

因為『都市更新』（urban renewal）這四個字根本用錯了」、「在外國，『都市

更新』是一個髒字，曾引起非常大的社會衝突」、「以國家公權力大規模對

市中心貧窮居民聚居的窳陋地區，進行拆除重建」、「這是 1960 至 1970 年

之間，外國政府……之重要政策，但卻引起嚴重的『反都市更新運動』、『學

生運動』、『反戰運動』、『少數民族運動』和『社區運動』……，已經沒有

工業國家再採用『都市更新』一詞」，並具體建議把「都市更新」修正為「都

市再發展」，因為「都市更新只不過是都市再發展的一種特殊手段」（立法

院，1997a：184）。黃健二教授提醒，在擬定條例時「應整體考量都市未來

的發展」（立法院，1997a：186）；張金鶚教授指出「以往或太強調實質環

境的改善，卻忽略了最重要的部分，即經濟與社會的議題」（立法院，1997a：

188）、「贊成變更名稱。……學術界對都市更新確實有負面之說法」（立法

院，1997a：189）。 

1997.05.14立法院再舉行「都市再開發條例草案」座談會15，再次受邀

出席的夏鑄九教授直陳營建署並未參酌前次學者認為需要進行大幅修改的

意見，並強調應把「都市再開發」翻譯成「都市再發展」（英文皆為 urban 

redevelopment）（張金鶚隨後也附議），批評「營建署之更新用詞，個人認

為是不妥的」（立法院，1997b：466）。夏鑄九又提醒，行政院版基本上都

是考量拆除重建，張金鶚也強調都市之再發展「絕對不是拆除、重建」。而

兩位教授都主張應另列專章來強化整建維修的重要性。相對的，建商代表

的擎碧建設董事長黃銘坤則認為，「判斷該國之進步與否，一定要從建築物

看起」，因此主張採用「更新」，不贊成法案名稱採用「再開發」或「再發

展」（立法院，1997b：470），不難看出開發商所理解與期待的「都市更新」

就是老舊建築的拆除重建。而代表行政部門出席的營建署長只是重複表示

非常清楚許多學者質疑法案名稱的妥適性，但堅持都市更新比再開發意涵

更廣（立法院，1997b：465），無意回應這個各界關注的焦點。 

在之後的法案三讀會議資料中，內政部營建署顯已擱置學者針對「都

市更新」作為法案名稱極不恰當的批判與引述的歷史教訓，只是在立法說

明中以「都市再開發」是「都市更新」的早期名詞、層面不若「都市更新」

                                                       
14立法院第 3屆第 3會期「內政及邊政委員會」第 9次全體委員會議，主席謝欽宗委員。 
15立法院第 3屆第 3會期「內政及邊政、財政、司法三委員會」召開的「座談會」，主席

謝欽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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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URe.定義衍進的時空背景及意涵 

對於 URe.的認知，學術界與政策制訂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相關的差異，

不過都市規劃學術社群早有嚴謹的區分，從觀念的提出，到賦予操作定義，

再成為後來法案使用的法律名詞，一系列的 URe.關鍵字出現的先後，反映

著當時代的社經意義與價值觀。台灣在經合會的國際顧問協助下，很早就

著手探討都市更新，對於何謂都市、以致於什麼是都市更新，都有清晰的

論述。 

一、 台灣對 URe.的研究－《都市更新條例》公告前 

有關 URe.的用詞非常多，這與透過都市研究與都市地理學來架構當時

代的政策目的與機制所用的語言與措詞有緊密的關係（Lees, 2003: 62）。台

灣其實很早就由中央政府單位組織對都市更新的研討，學者的著作也很多，

理論基礎與參考案例皆引用歐、美、日等都市發展先進國的論著與實務操

作。就《條例》公告前，有關 URe.的研究、專書，經建會前身的國際經濟

合作發展委員會（簡稱「經合會」）就曾經在 1967年編印了一本由都市計

畫專家 Astrid Monson16撰寫的『台灣都市更新政策－問題與途徑』， 1971

年再出版《台灣都市更新之課題與政策》，陸續也有其他都市更新專書出

版，如 1978年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編行的《都市及區域計畫》也納入都

市更新專章。在 1983年營建署展開專法的研擬時，學界與工程實務界對

URe.的論述已相當豐富（參閱表 3-2）。 

表 3-2  我國早期都市更新研究中對都市新的定義 

年代 著作名稱 作者 都市更新的意涵 
1967 台灣都市

更新政策
－問題與
途徑 

Astrid Monson  
(孟松．愛絲) 

 有計劃、有系統的重建已開發土地或就該土
地作更佳之利用，或改造其結構、面目，加
強其功能，如改良質料不佳、形式陳腐、結
構不堅固，或公共設施頹壞等（p1） 

1971 台灣都市
更新之課
題與政策 

楊重信/行政院國
際經濟合作發展
委員會都市建設
及住宅計畫小組 

 實施都市更新至少應具有綜合都市計畫…由
政府訂詳細的發展計畫或更新計畫(p33,34) 

 無綜合都市計畫及更新計畫之禁止私人零星
重建之行為。零星重建將妨礙引用現代都市
計畫原理予以重建之機會(p35) 

1971 舊市區更
新法規之
研究 

行政院國際經濟
合作發展委員會
都市發展處 

 都市更新乃對都市建成區整體所做的健康檢
查與治療 

                                                       
16 Astrid Monson（1937-2006），出生於德國柏林，1937年拿到美國 North West大學碩士
學位。與丈夫 Donald Monson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事歐洲住宅重建的「馬歇爾計畫」，
以及因聯合國計畫在肯亞、阿根廷和台灣等國家之重建計畫，後期參與推動美國芝加哥、
底特律、紐約市和西雅圖都市計畫之相關工作（陳湘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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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著作名稱 作者 都市更新的意涵 
1974 台灣都市

更新之研
究 

黃正義  都市更新的涵義不僅指清除貧民窟、重建住
宅……一種由政府領導，做有系統有組織之
努力，整理或復建頹敗區域之外，同時還要
包括挽救可以避免老化、頹敗之區域(p2) 

 美國的都市更新之演變(p6,7)： 
 更新的精神與範疇日漸擴大 
 由零星沒系統的單一城市的個別執行計
畫，成為全國性通盤計畫的系統更新方案 

 由單一的住宅及實質工程改善計畫，改進為
實質改善計畫與社會經濟改良計畫的密切
配合 

 由簡單的貧民窟消除做到都市衰敗窳陋原
因的防微杜漸 

 由有形物質結構的更新進而成為家庭、社會
及人的更新 

1975 都市更新-
理論與範
例 

朱啟勳  容易將（衰敗或枯萎地區的改建、興建高樓
大廈）市區局部改良事業，誤認為都市更新
（p1） 

 都市更新是要從整體的立場，補救這種都市
局部改良事業的不足……而做綜合的事業改
造（p2） 

 已經不是住宅的復建，實際上已向更具有遠
大目標的市區改造方向進行（p4） 

1978 都市及區
域規劃 

王章清、倪世槐 
/中國土木水利工
程學會 

 從單純的市區重建－進展到都市頹敗現象之
消除、朽壞癥候之預防；由政府單獨之行動，
推展到公、私部門力量之結合；由單獨實質
（physical）改善之考慮，推展為配合社會、
經濟、實質等之規劃；由純粹之住宅區之改

善，推展為非住宅區之更新；由零星、無系
統之各個都市更新計畫，推展為全國性綜合
計畫之更新方案（p216）。 

 乃對都市整體所做之健康檢查與治療
（p216）。 

1978 都市計劃
導論 

錢學陶  都市再發展（urban redevelopment）與都市更
新（urban renewal）這二個名詞，在很多場合
已經通用，惟實則在意義上仍有差別（p487） 

 再發展……其實質意義則遠較（清除貧民窟
與重建住宅）為廣泛，可能涉及為著商業丶
工業丶快速公路丶祉會的或公眾的娛樂丶及
其他目的，將許多地區整個的從事再發展，
而不涉及房屋之建築（p487）。 

 都市更新……已經不是住宅的復建，而實際
上已向更具有遠大目標的市區改造方向進行
（p488） 

1979 都市更新 行政院研究發展  是基於都市整體的利益，在舊市區中按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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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著作名稱 作者 都市更新的意涵 
地區劃定
準則之探
討 

考核委員會 定的都市計畫，對一定區域進行拆除重建、
整舊復新或維護保存的措施(p7) 

 都市更新是基於社會整體利益的觀點來進行
(p8) 

 真正的都市更新是有計畫的都市更新(p8) 
 都市更新實施地區的土地通常都具有相當大
的規模(p8) 

1981 都市更新
論 

黃正義  都市更新基本上屬社會及經濟問題的一
環，……應配合全盤之體制，並對一切可能
影響市內各頹敗地區重建之一切因素預加考
慮；應重視區域性之關連，……要著眼於全
市之經濟與社會之價值；應為一項經常性、

切合時需又具創意性的工作(p5) 
 都市更新不能完全著重在改變都市的實質
（physical）景觀，更重要的是要解決都市建
設發展上所存在的經濟、文化與社會問題
（p6）。 

1984 都市更新
之研究 

黃健二  為總和政治、社會、經濟、實質等因素的一
項都市事務(p2) 

 是基於都市整體的利益，經由公私部門持續
不斷努力，採取實質與非實質手段…以達都
市機能重整與生活環境改善的整體性目標
(p17) 

1994 都市計畫
概要 

于明成  都市更新……狹義的實質環境的改善或配合
都市整體發展計畫來做都市機能的調
整，……廣義的角度來看，不僅解決更新地
區住民的實體空間性問題，也要同時解決更
新地區住民的非實質的社會性丶經濟性問題
（p4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以第一個《條例》草案在 1995年提出之前的重要文獻為主。 

這些研究專書，多數都曾經被列為臺灣大專院校中都市計畫、建築、

地政等學系採用的教科書或參考書單，訓練出無數的專業者、公職人員。

在當時期，即便是引用「都市更新」為專有名詞，皆明確指出「都市更新」

所談的並不侷限於舊住宅建築物的補強、整修或拆除重建，而是整體的、

非零星的，區域的、非個別街廓的，非僅實質空間面、也是含括社會經濟

多面向的、不是住宅的改建而是整體市區的機能調整。 

二、 URe.的理論衍替及通用定義 

（一）都市再開發（urban redevelopment）與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 

有研究認為，近代都市更新起於美國《1949年住宅法案》(王章清、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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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槐，1980：215；黃秋月，1982：40；陳明竺，1992：253)，也被許多後

來的研究引用17。但也有研究指出美國的都市更新概念起於《1937年住宅

法案》（Housing Act of 1937）（Carmon, 1999: 146），但如果把歐洲納入

討論，1947年就有英國倫敦市政府為了推動都市更新而訂定該市的改造計

畫、允許將毗連地區合併開發，倫敦市的 Barbican地區就是當時規模最大

的一個計畫（朱啟勳，1975：219)。因此，近代都市更新起於美國 1949年

的住宅法案的說法應該有修正的空間。 

美國在 1930’s為鼓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住宅改建、修繕、改善，

以成立「重建融資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 RFC)”來推動

政策而制訂《1934年國家住宅法案》（National Housing Act of 1934），採

用 “re-construction”為法律用詞；“re-development”則是 1940’s《1941年紐約

都市再開發法案》（New York Urban Redevelopment Act of 1941）、《1943

年聯邦都市再開發法案》（Federal Urban Redevelopment Act of 1943）與

《1949年住宅法案》的法律用詞。在《1949年住宅法案》中，宣示了每一

個美國國民都應該有「像樣的住宅與適宜居住的環境」(decent home and a 

suitable living environment)的重要政策，而提出「窳陋清除與社區開發及再

開發」（slum clearanc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development）（Title 

I）。對於“redevelopment program”的定義，指以明確的當地居民的目的為

基礎，從事土地的適當使用，以及交通、公共運輸、公共設施、休閒與社

區設施的改善，以及其他的公共設施提升。 

英國學者提到“urban renewal”的用詞是源自美國（Gibson & Langstaff, 

1982: 12），但沒有說明其文獻來源。新加坡學者則具體指出是 Eisenhower

總統的住宅政策諮詢委員會成員、經濟學家Miles Colean在 1953年的著作

『更新我們的城市』（Renewing Our Cities）中所提出（Koon, 1998）。但也

有美國學者 Robert Cowan指出，“urban renewal”的觀念在 1940’s已經在英

國學者的專書著作18中被提出來（Cowan, 2005: 426）。比對美國的法案內

容，《1954年住宅法案》是首次採用“urban renewal”為法律名詞、並具體

把「整建」（rehabilitation）與「維護」（conservation）納入都市更新的手

                                                       
17 根據美國住宅與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官方

網站所做的記載，此並非美國的第一個住宅法案，卻是第一個促進整體性的都市更新的

法案。1949年的住宅法案除與之前的法案一樣是透過政府的融資強化窳陋社區的建築

物重建以外，更針對開放空間、鄰里設施、基礎供水與污水設施等提供資金上的協助。

參閱 http://www.hud.gov/ offices/adm/about/admguide/history.cfm 
18 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國，建築與都市規劃學者 Thomas W. Sharp在其著作《愛賽特鳳凰

－一個重建計畫》(Exeter Phoenix－A Plan for Rebuilding，1946)中已經提出“urban 

renewal”的觀念，倡議「未來的口號已經不是“restoration” (整修)，而是“renewal”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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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中的法案，這是《1949年住宅法案》所沒有的。再查 1958年舉辦的第

一次國際都市更新研討會（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Urban Renewal, 1st / 1st 

ISUR）的會議中，也把“urban renewal” 定義為是透過重建（redevelopment）、

整建（rehabilitation）、維護（conservation）三種取徑構成（Miller, 1959: 11~12），

“urban renewal”通用的定義於焉確定。1st ISUR會議總監、紐約哥倫比亞大

學建築學院教授 J. Marshall Miller的宣示自信而冷酷，反映了 1st ISUR定義

下的“urban renewal”取徑，壓倒性地偏向大規模清除與重建的計畫： 

城市反映出其意志、智慧、想法與人類的理想，從承擔人類的機能、

需求與慾望的角度來看，社區的結構紋理沒有什麼價值。城市的生

命存在於居住人們的生命中，而城市的空間結構必須更新以便孕育

當代社會的生命。 J. Marshall Miller, 1959: 6 

參與 1st ISUR19的前兩大團體分別是美國 9位與英國的 7位，卻完全由

美國的官員學者20負責替大會撰述「都市更新基本原則」（Fundamentals of 

Urban Renewal）。由此理解“urban renewal”作為一個概念或是形容詞，在

英、美兩國差異或許有限，但成為都市規劃的學術名詞、法令用詞的時間

上甚至定義上具有相當的落差，並不意外。至少，在 1st ISUR大會之前，

美國已經有法律的定義，而英國則沒有。因此，有研究將“urban renewal”

引為 1970’s的發展趨勢（如吳俊偉，2001：2-12； 錢琬青，2006：43；佘

高紅、朱晨，2009：78），而沒有區分美、英兩國是否有不同，恐是疏忽了

所引用的 Peter Roberts與 Hugh Sykes的《都市重生手冊》(Urban 

Regeneration－A Handbook) p14表 2.1的「都市重生的演進」（The evolution 

of urban regeneration）的社經背景是英國，以及編制該表所引用的兩篇文獻

（Stöhr, 1989與 Lichfield, 1992）的社經背景也都是歐洲所致。復以 1961

年已經有 Jane Jacobs出版《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敗》（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大力批判美國的大規模都市更新、1963年 James A. 

Baldwin21批評“urban renewal”為「黑人移除」（negro removal）政策，1964

                                                       
19  1958.08.22~29，於荷蘭海牙舉行。有來自歐洲的荷蘭、英國、法國、義大利、西德、比

利時、瑞士、瑞典、丹麥、挪威、波蘭、南斯拉夫、葡萄牙；北美的美國、加拿大；中

南美的巴西、哥倫比亞、秘魯、阿根廷、墨西哥，以及印度、阿拉伯大公國等 22國、

32位專家發表論文。 
20  Hugh R. Pomeroy, 1st ISUR主席，時任美國紐約州 Westchester County 規劃局長、美國

規劃官員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Planning Officials）主席；以及 Professor George S. 

Duggar, Dept. of Urban Affair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1  James A. Baldwin(1924–1987)，知名美國小說家，出生於紐約哈林區。在 1963.05.28接

受紐約市WNDT-TV訪問時談到舊金山市正在進行大規模的都市更新，讓一位 16歲男

孩無家可歸、在電視上泣訴宛若不屬於任何國家（“I’ve got no country. I’ve got no flag），

因而批評「都市更新就是黑人移除」（urban renewal, which means moving the Negroes out）、

「聯邦政府就是這件事實的幫兇」（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an accomplice t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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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國更通過《公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刪除了“urban renewal”政

策所造成的種族房契限制（racial deed restriction）。到了 1965~1967年間，

為抗議都市更新政策中的種族隔離與歧視色彩，發生了橫掃美國的反種族

歧視暴動、1970年代初期許還有許多城市舉辦「反清除式 urban renewal」

的運動…等等，1970年代的美國已經在“urban renewal”的尾聲階段了。 

換言之，若謂“1960~1970年代為 urban renewal時期”，應僅限於英國，

因為當時的美國已經進入反思“urban renewal”政策負面衝擊的檢討期。印證

於英國的官方文件－例如 1998年的《匯聚英國：國家鄰里更新策略》

（Bringing Britain together: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Neighbourhood Renewal），

比起美國，英國的“renewal”是更關注窳陋地區的犯罪、失業、教育等社會

剝奪（social deprivation）等社會性改變（social change）問題的對策，顯見

美國與英國在各自的“urban renewal”思潮與政策上，並無年代先後的關連，

而是對使用文字的不同認知而有不同的定義。因此，在未加以分辨並說明

時，就可能張冠李戴的做出美國的“urban renewal”與英國的“urban renewal”

是相同時期、相同意涵的誤解。 

都市更新成為大規模拆除重的代名詞，讓都市更新沾上階級隔離、種

族歧視的污名的，不僅限於美國《1949年住宅法案》、《1954年住宅法案》

的「聯邦推土機」（Anderson, 1964）。英國《1930年住宅法案》（The Housing 

Act of 1930，也稱 Greenwood Act）22、1944年的《城鄉規劃法案》（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又稱 “Blitz and Blight” 法案）等，都是英國大規

模清除窳陋行動的推土機。在 1930年代，有將近 200萬住宅單位、500萬

人的家庭被拆除或封閉（Gibson & Langstaff, 1982: 11），1944年《城鄉規

劃法案》也是設定以是重建而不是整修的方式來處理大戰期間損壞的房屋。

換句話說，如果說都市更新的觀念作法起於美國的「聯邦推土機」，那英

國的「推土機」還提早了快 20年。但相同的是，執行者都忽略了強制拆遷

時沈重的心理成本，以及瓦解一個完整社區時的社會成本（Carmon, 1999: 

146）。40年後的台灣《條例》沿用了 1st ISUR的用詞以及三種操作，也在

台灣的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中獨尊拆除重建，但卻選擇性地拋棄當時各國

在執行都市更新時，由政府承擔的全盤性計畫與大規模重建。 

（二）從修復（rehabilitation）到再活化（revitalization） 

因為第一代推土機模式受到嚴厲批判，60年代導入受到美國規劃思維

所影響的社會計畫，如民眾參與社區開發以及對弱勢的輔助，URe.的論述

                                                                                                                                        
fact.）。 

22以該法案的提案人 Arthur Greenwood(1880-1954)為名。1922年當選下議院議員。擔任過

衛生大臣(1929-1931)、不管部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194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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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鄰里修復」（neighborhood rehabilitation）的時代，以「舊屋變新屋」

的口號，快速的從窳陋清除轉變到原建築與環境的改造。此一用詞的原意

是為了老舊或閒置建築物的再利用（reuse）而作的改善，而且是針對建築

物而不是地區，使其達到合理的整修與甯適的程度。這類型的住宅環境提

升，是透過大比重、以社會福利為目的的公共計劃的實現，而不是住宅的

拆除重建。在都市計畫的架構下，地方性、規模不大的窳陋鄰里被指認為

「全面改善地區」（General Improvement Area），在處理住宅硬體改建計

劃的同時也進行空白填補式（fill in gaps）的社會問題處理（Gibson & 

Langstaff, 1982: 147）。不過，由於只考慮現有人口，因此雖然對現祝居民

有利益，卻很難創造出任何的「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也沒

有改善地區的狀況（Carmon, 1999: 154）。到了 1990年代，“rehabilitation”

已經很少使用（Cowan, 2005: 325）。 

對於“revitalization”， Cowan的定義是替一個地方帶來生命，如替一個

老舊建築找到新的使用方式或推動文化活動、而比較未涉及大幅的改建

（Cowan, 2005: 329）。Carmon研究指出“urban revitalization” 是透過大型

社會計畫推動都市再開發卻效益不彰後，一種自發性的、以一種類似商業

手段、強調經濟發展，對市中心商業區及周邊地區低價值土不動產的再發

展的過程（Carmon, 1999: 147），特別是某些仍具有某種歷史魅力或生活記

憶的地區或建築，藉由對硬體的整修，再導入經濟的、文化的活動而達到

再利用（reuse）的效果。簡言之，「修復」與「再活化」偏重於特定地區、

街廓內，甚至是建築物的再利用行動，以導入新的經濟、文化活動為主，

較不處理建築物/群的拆除改建，亦少涉及都市尺度的公共設施、基礎建設

的調整，更未涉及都市更新的迫遷。 

這一類案例的行動者通常是高知識年輕族群、雅痞以及頂客族等中產

階級。政府部門透過簡便的規定、減稅(tax abatement)、補助貸款(subsidized 

loan)以及道路與其他設施的改善，有效地帶起一股中產階層回流城市的趨

勢（Laska & Spain, 1980: 298；Kaufman & Carmon, 1992: 2）。但副作用是

中產階層回流進駐後，原先頹敗的不動產因為商業模式的空間經營，使得

周邊地區房價提高，市場力量造成在地常住原住戶－特別是低收入租屋居

住者－被排擠出去（Hartman, 1979: 489；Kaufman & Carmon, 1992: 2）。 

（三）從都市重生（urban regeneration）邁入都市再生（urban renaissance） 

台灣從 1983年營建署開始研擬都市更新法令草案、到 1998.11.11《條

例》公告施行的這一段期間，國際都市規劃主流正要從「都市重生」走向

「都市再生」。 

1979.05.04，帶領保守黨新右派（New Right）贏得大選的Margare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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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cher成為英國首相，同時也承擔了龐大的政府負債、高漲的失業率－

近 120萬的人民失業，與經濟不景氣（Timmons, 2001: 386-387）。當政府支

持者訴求個人主義的同時，Thatcher結合了基督教信仰，替英國的都市政

策尋求一種帶有宗教色彩23的企業文化，用傳福音式的角度詮釋，讓它成為

一種超越經濟復甦的道德十字架來重振英國的精神與國家的價值（Morris, 

1991: 24~25），提出了“urban regeneration”。Thatcher政府保留了 1978年

的《內城地區法案》（Inner Areas Act）及 1977年白皮書「內城區（inner city）

經濟景氣的衰退通常是問題的核心」與「公私伙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主張，提升企業文化（enterprise culture）在創造內城區

經濟成長與繁榮中的角色（Lawless, 1987: 124），運用「都市開發公司」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與「企業分區」（Enterprise Zones）來

產生新投資，是一種物業導向（property-led）、透過 PPP的安排、由私部

門在都市重生計畫中扮演主導角色（ Turok, 1992; McCarthy & Pollock, 1997）

的 URe.政策。 

保守黨執政 18年，使得“regeneration”變成 1980年代英國都市政策的

關鍵字，影響深遠一直到 1990年代末期。但即使 “urban regeneration” 已

被視為是近年使用最普遍的正面用詞，學者仍批判英國的“urban 

regeneration”策略只專注於大型計畫，對都市中低收入者不僅貢獻不高，還

常造成迫遷、移居到房價低廉地區的困境（Hall, 2006: 143~144）。研究發

現這一時期的 U.Re.在許多城市都出現 “富人”與“窮人”落差的擴大。經濟

導向的都市再活化（revitalization）並未如「下滲理論」(trickle down)一般

產生利益下濾到所有社會階層的效果，反而在 1980~1990年代間形成了仕

紳化（gentrified）、階級化的“割裂的城市”（divided cities)與“衝突的城市”

（cities of conflict）（Marcuse, 1993），是孤立在一片“頹敗之海”中的“更

新島嶼”(islands of renewal)（Berry, 1985），對原住居民來說，大部分的情

況是受創的。Turok（2005）的研究指出 “regeneration” 的思潮與政策如果

曾有過全盤性作法的話也是極少。Hausner也有相同的看法，強調“urban 

regeneration”存在著短期的、不完整的，特別是以個案為基礎、缺乏關照整

體都市發展廣度與整體策略架構的先天缺點（Hausner, 1993: 526）。也因此

在 1990年代末期到 2000年代初期新工黨（New Labour）政府的主導下，

“urban regeneration”的政策已被具有新意涵的“urban renaissance”取代。 

當Tony C. L. Blair領導的新工黨在 1997年大選中擊敗保守黨取得政權

後，英國民眾敦促新政府提出新都市政策方向的聲音不斷。許多檢討 1980

                                                       
23  Browning（1996：318）考證 “regeneration”的拉丁文原意是“rebirth”；Hastings （1981：

639）考證希臘文原意是「再度變成新的或回復原狀…藉由各種的宗教儀式使得在面對

死亡時獲得勝利，人可因而轉化或不死」。Furbey的研究也指出（1999：421）：“regeneration”

一詞源自於宗教、社會學理論與醫學，對許多人而言與基督徒個人的“復活”意義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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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來不動產開發導向的“regeneration”的弊端研究與評估出爐，指出

1990年代初期，受到自由放任式規劃（laissez-faire planning）政策與社會

重生（social regeneration）途徑所造成的負面外部性的夾攻，迫使保守黨政

府調整“urban regeneration”政策、導入規劃導向體系，專注於都市中心周邊

的發展（詳 DoE, 1996），原先倚重由私部門的操作也鼓勵轉由公部門來推

動（詳 DoE, 1994）。 

Richard Rogers與Mark Fisher在 1992發表的《新倫敦》（A New London）

獲得新工黨的注意。1998年，Rogers被當時的副首相 John Prescott徵詢，

負責成立並整合一組成員龐大、來自公私部門專家的「都市任務小組」

(Urban Task force/UTF)，目的是「找出英國都市衰退的原因，並且提出將

人們帶回到都市、城鎮與都市鄰里地區來的務實解決方案」（UTF, 1999: 

213）。Blair政府採納 UTF在 1999年所提出的《邁向都市再生》（Toward an 

Urban Renaissance）的建議，揭示「都市再生」必須建立在卓越設計、經濟

力量、環境責任、良好治理以及社會福祉等的原則之上（UTF, 1999: 2），

相關政策概念，將被作為公共支出決策框架的參考，以及審查的依據（UTF, 

1999: 196）。新工黨政府隨即在 2000年回應此一建議、公布了標題為「我

們的城鎮與都市－未來：都市再生的誕生」（Our towns and cities－The future: 

Delivering an urban renaissance）的《都市白皮書都》（Urban White Paper / 

UWP），帶領國際都市發展思潮進入了“urban renaissance”時代。 

Lees的研究認為，“urban renewal”是在公部門主導下的大規模計畫，首

要關心的是“過度擁擠”的內城區窳陋地區大規模的、通常是高度分區的再

開發；相對而言“urban regeneration”著重在整體性經濟成長，而以政府資金

的挹注，來撬動大量不受指揮的投資市場。而“urban renaissance”則記取之

前過度不動產開發導向的失敗，透過推動並協調一系列的計畫（公部門與

私部門皆有），導入環境可持續性（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觀念，使都

市重新復甦成為適居的地區（Lees, 2003: 66）。 

更多研究指出，從 2000年中期開始， “urban renaissance” 與更廣義的

可持續社區（sustainable community）的論述與發展進程結合（ODPM, 2003; 

Raco, 2005; Raco & Henderson, 2006），認為 “urban renaissance” 是可以跟

「都市可持續性」（urban sustainability）的觀念與操作結合，因為 “urban 

renaissance” 受到都市集約化或高密度化，以及在頹敗地區土地上開發更多

住宅等要求的包圍，創造出一個緊密或生態的都市（Breheny, 1992; Jenks, 

Burton, & Williams, 1996）。這樣的理念被具體地實踐在 2012倫敦奧運上，

場址選在失業最嚴重、落後貧窮的東倫敦地區的受污染工業地區

（brownfield），提出“Lower Lea Valley Regeneration Strategy”，是英國史上

最大的都市再生計畫。除了處理土染污染問題、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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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外，更將規模及數量都龐大的場館設施設計成可以拆卸組裝、移轉到

需要的地方重組使用，主場館則在減量後，從容納 8萬人次變成 2.5萬人次

的地方型、中型場館，方便地方政府可以作為經常性使用與管理。 

「都市再生」的論述與政策也風行草偃地影響亞洲的日本。2001.05.08

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內閣會議中通過推動全國性都市再生工作決

議。同年 08.28內閣會議通過成立「都市再生本部」（Urban Renaissance 

Headquarter / URH）的任務部門來專責統籌相關事務的籌畫與推動的決策，

由內閣總理大臣親自擔任「本部長」，國務大臣擔任「副本部長」24，成立

第一年就進行了三次的都市再生計畫的指定，包括東京灣臨海部的基幹的

廣域防災據點的整備、 大都會圈的零垃圾城市再構造、中央政府機關

設施整備、大都會圈的環狀道路體系整備、大都會圈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

再生……等 11個再生計畫，促動的大規模建築開發計畫包括台灣所熟知的

「丸之內地區的再開發」、「品川東口再開發地區」、「虎之門地區再開發」

等。 

三、 URe.的定義發展與公共性 

觀察 URe.論述的發展，19世紀中期~20世紀初期的「窳漏清除」（slum 

clearance）時代背景為中央集權（centralisation ），以及 1850年代~1930年

代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進入「都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公共性

的詮釋是從國家觀點由上而下的國家主義觀。而後在 1940年代進入「都市

再開發」“urban re-development＂階段，再一次因為二次世界大戰需要大

規模的復原、重建，由菁英主義下的都市發主導了都市計畫理論與實務。

未受到二次大戰戰火摧殘的美國都市，由於經濟蓬勃發展，進入奉行大規

模改造的「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時期，從而需要國家以外的資本

家介入，這時期資本主義主導了公共利益的論述，私部門觀點勝過國家觀

點。之後，以歐洲為主的「都市再利用」“urban re-use＂、 「都市再活化」

“urban re-vitalization＂的地方性觀點盛行，公共性由民眾詮釋。1980年代

~1990初期，高度經濟觀點、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都市重生」“urban 

re-generation＂，到 1990年代初期、反省「都市重生」過度放任自由市場

主導、加入了「可持續性」意涵的「都市再生」“urban re-naissance＂，公

民主義主導了公共性的詮釋（如次頁 圖 3-2）。換言之，URe.論述的發展也

伴隨著對於公共利益的認知與詮釋而演進，從國家主義到公民主義，反映

了幾個時代的價值觀。 

  

                                                       
24參閱日本〈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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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都市更新政策提出的時空背景－如何從

「都市」的更新變成為了振興營建業？ 

台灣都市更新的基本問題之一在於規模與目的－是「都市」的機能更

新？「社區」的環境改善？還是房地產的「集合住宅」改建？都市地理學

者周素卿已經在1999年的研究中批判，長期以來，中央並不重視都市更新，

會忽然受到中央青睞，是因為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後，營建業景氣卻仍持

續衰退，公共工程之投資成長也離預期甚遠，因此經建會便提議以都市更

新來挹注房地產業發展，讓營建業的產值得以從不動產營建中獲得，彌補

公共工程之不足（周素卿，1999：27-28）。追溯政策轉變的脈絡，可自 1993

年行政院核定「振興經濟方案」開始，期間歷經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再

到 1997年經建會端出以刺激不動產業景氣為目的的「都市更新方案」後，

都市更新翻身成為顯學。 

一、 1993年「振興經濟方案」與 1994年「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 

鑑於當時國內經濟成長雖稱穩健，但投資成長卻見遲緩，尤其一向為

國內經濟發展原動力的製造業，因大量外移至國外及大陸投資設廠，使得

資金外流，出現年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快速下滑、投資遲滯的狀態，

1993.07.01行政院第 2338院會通過「振興經濟方案」（完整標題為「振興經

濟方案─促進民間投資行動計畫」）。探究廠商出走的主因除基層勞動力不足、

產業技術沒有升級，以及水、電、運輸等公共設施服務容量配合不及之外，

也把「產業用地取得困難且地價偏高」列為重大投資障礙。因此「振興經

濟方案」特別針對土地利用措施上，擬透過研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研

擬釋出公有公營事業用地及農地25供產業用地使用、提高工業區容積率、放

寬工廠毗鄰用地限制、規劃工商綜合區等政策。隨後便於 1994.01.17~18舉

辦了「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26，經建會主委蕭萬長於開幕致詞時表示，未

來土地政策將朝「公地出租」、「農地釋出」、「放寬土地使用限制」，以擴大

市場供給。不過，負責「國土規劃與產業發展」場次報告之學者在研究中

指出，影響製造業經營的因素，土地取得只排到第 10位，因此，與會學者

顏愛靜教授便指出，經建會對於土地取得困難有誇大之嫌27。 

                                                       
25即後來於 1995.07.27行政院第 2441次會議通過之「農地釋出方案」。 
26會議邀請德、日、法、荷四國國土計畫專家及國內 30餘位學者專家發表論文及講評，並

有產、官、學及民意代表各界 200餘人參加。同年 04.10~11再舉辦擴大研討會，並根

據會議結論與建議，完成「國土綜合計畫法草案」。1995.04.10~「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

檢討修訂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27參閱經建會(1994), 《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民國 83年 1月 17~18日）議事錄》, 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p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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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95年「全國建築會議」 

「全國建築會議」在 1995.09.04~05舉辦，內政部營建署一開始就將都

市更新與獎勵民間參與相關措施的落實與配合直接列入「全國建築會議」

討論提綱。這是先前的「振興經濟方案」、「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中所

無的課題，政策的轉折，至少與兩件事情有密切關連。 

首先，預期政府將全面實施容積管制（1991.04.30）、地下室納入容積

率，以及建築物停車空間附設標準修正，引起了搶建風潮，在 1990~1992

年期間先拉出歷年最高量，造成了嚴重的房市供過於求（營建署，1996：

80），1994年的臺北、台中平均銷售率不及四成（卓輝華，2014：112），讓

台灣房地產進入「泡沫與失落的十年」（卓輝華，2014）。 

其次是 1994.07.28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確立總統、副總統直

接民選，在總共 4組候選人的激烈競爭下，執政政府為黨提名參選人展開

的政策買票。因此，當前述兩個具上位指導地位的會議做出為產業用地鬆

綁的政策建議時，主管營建業的營建署便移花接木地超前提出這項為房地

產業所做的政策利多。 

這個轉折點是相當露骨的。但觀 1994年經建會舉辦的「國土綜合開發

研討會」僅由主任委員蕭萬長致詞，而層級較低、議題較為特定的「全國

建築會議」反而是由總統和行政院長（當時國民黨正副總統參選人）親臨

致詞，提出土地釋出、從產銷面健全建築產業發展等政策支票（周冠印，

1995），次日閉幕又由行政院副院長致詞、承諾對營建業紓困，內政部長

保證想辦法讓建築業欣欣向榮（王鴻薇，1995），不難想像閉幕儀式是如何

充滿「促銷房市利多」氣氛（黃秀義，1995），房地產業自此翻身成為振興

經濟與國土規劃的政策主軸。 

換言之，「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所指的「住宅產業用地供需失調」本來

就是容積管制政策造成的，而且是供給過剩下的房地產蕭條，並非供不應

需的市場失調。政府卻在面臨大選時，先放緩國土計畫腳步，搶先推出鎖

定個別街廓建築改建的都市更新政策，來掃除市場陰霾、舖陳經濟前景，

應證 Anderson的批判，政治人物所言的都市更新讓城市再次運轉，只是政

客的一筆政治資產（political asset）而已（Anderson, 1964: 217）。 

三、 1996年「營建政策白皮書」 

「全國建築會議」結束不到一年，第一屆的民選總統、副總統就任不

到一個月，營建署即（1996.06.01）端出「營建政策白皮書」（下稱「白皮

書」），分展望與目標、現況與課題、政策與策略等三大部分。在「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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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規劃，落實永續發展」政策部分，提出以市地重劃辦理都市更新（p245）；

在「都市計畫」面向提出「獎勵都市更新，繁榮老舊市區產業經濟及促進

防災」政策，執行策略有建立權利變換制度、建立強制參與更新、發展文

化遊憩、落實都市防災等四個方向（p280~281）。 

在檢討「都市計畫」的現況與課題中，不意外地，「白皮書」已經跳

過「振興經濟方案」或「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的製造業產業用地對策方針，

而是把都市老舊地區的產業移轉至新發展地區視為產業發展的當然，只處

理建築密集地區在產業外移後的衰敗窳陋、市容醜陋問題。 

也就是說「白皮書」承接了總統大選的政策支票後，拋開「振興經濟

方案」所強調的「應配合國土利用之規劃」的底線，就放手以多數決圈定

個別、零星分散的都市更新單元作為操作主軸，將「都市內一般土地產權

持分過細，所有權人協調不易」、無「強制參與」機制，致「少數人不同

意而無法推動全地區的更新」（營建署，1996：67~68），列為都市更新無

法推動的關鍵因素，欲透過新訂法令來解決此一涉及違憲疑慮的基本權剝

奪。是以，訂定「土地取得、建築物重建丶拆遷補償、安置分配，更新後

管理維護等」（營建署，1996： 71）的法令工具便成為當務之急。 

而這時候「白皮書」中的「都市更新」，甚至不處理地震頻仍下的都

市防災、老舊建築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而是另規劃由災害防救方案以及

都市計畫的擬定或通盤檢討來落實（營建署，1996：68、281），也與調整

產業用地、振興都市經濟脫鉤28。半個月後的財經副首長座談會後，都市更

新已經被賦予「刺激營建產業」的重任，帶著強烈的房地產開發色彩了。 

四、 經建會「當前經濟問題」座談會、「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與

「都市更新方案」 

緊接著「白皮書」的發佈，經建會於 1996.06.18召開「當前經濟問題」

座談會。不意外的，與會經濟相關副首長29基於「營建業景氣指標持續低

迷，……影響內需產業甚鉅」，而做出「為提振經濟景氣，請研究以推動都

市更新方式，刺激營建業發展方案」（經建會，1997：1）的結論，媒體（呂

紹煒，1996）更以「經建會獎勵都市更新提振房市」作為標題大加報導。 

                                                       
28 『營建政策白皮書』歸納「國土綜合開發計畫」重點，其中「住宅產業用地供需失衡」

列為「當前遭遇的問題」的首要課題（p25），而對應的「戰術」之一便是「積極辦理

都市更新」（p26）。 
29 包括經建會副主委薛琦、李高朝、劉玉山，經濟部次長李樹久、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長

李勝彥等人，出席經建會召開之當前經濟情勢研商會。會後，李高朝向媒體表示，國內

前半年公共投資成長僅達 2%~3%，低於目標 8.14%甚遠，因此需要藉由占「資本形成」

的比重過半的營建工程業來拉高公共投資比（張海琳，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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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振興經濟方案」的因應措施而著手制訂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經建會，1996）30，在檢討「國土發展面臨之問題」的土地不當利用中，

已經提列了「無法適時適地以合理價格提供產業發展及住宅使用」（p14）

的理由，增加了「振興經濟方案」所沒有的「住宅產業用地供需失衡」。第

五章「生活環境品質之改善」關於「質量並重之住宅與社區建設」一節，「住

宅投資變化」佔據突兀而顯著的篇幅，並在揭露住宅供給增加、高空屋率

浪費資源下，仍將空屋類型歸納為「非全然是可供市場交易之住宅」

（p79~81），從而導出積極辦理獎勵民間參與都市更新（p84）的政策方針，

為日後以都市更新挽救營建業景氣確立政策基石。 

同年底，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即在高雄市民眾座談會（12.20）上宣

布：「為刺激營建業景氣，內政部應儘速提出『都市更新條例』（草案）」31，

以及在 1997.02.01的記者會中表示將「都市更新」與「公營企業釋股」及

「國家基礎資訊建設」並列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三大重點推動工作。 

特別要補充的是，原本「當前經濟問題」座談會的財經官員認為公共

投資低迷的主因是房屋供給過剩、連帶房屋建築業前景看淡，才因此造成

營建工程業占「資本形成」的比重低於國際經濟快速成長國家平均水準的

50%，所以才主張刺激營建業，更特別強調僅針對「房屋建築業以外的營

建工程發展」、著重在「城市與鄉村基礎設施改善」的都市更新營建工程32。 

簡單講，就是擴大對都市公共設施改善的資本投入，而不是處理零星

住宅建築基地的整合。這在後來經建會發佈（張海琳，1996）的「都市更

新方案」中的「容積獎勵」，是在「不增加總住宅單位之原則下」允許「適

度增加」建築容積（p10~11）可得印證。 

經建會的「都市更新」似乎還謹守「不增加空屋存量」的大原則，但

在後來投入的政策法令措施包括修訂《銀行法》將房貸放寬為 30年、800

億郵政儲金供無自用住宅貸款及建築投資業者融資、農地釋出方案、通過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6萬/坪勞工住宅，也包括了推動都市更立法、

提升營建業景氣， 「刺激營建業發展」已完全被導向振興房地產業了。 

五、 從「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成為國家重大經濟建設，到成為

5,000億產值的內需產業 
                                                       
30  1996.11.18《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由行政以院台 85內字第 40822號函准予備查。 
31參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7), 《都市更新方案》,1997年 2月。 
32  1997.02.13行政院第 2514次院會通過。其後，陸續發佈「振興營建業，加速推動都市

更新方案(草案)」(2005)、「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2006)、「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

(2010)、「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修正)」(2012)、「2015_都市更新發展計畫」(2015)、

「都市更新發展計畫(108-111年)」(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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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都市更新被定調為刺激營建業發展的工具後，都市更新就順理成章

地導向以民間實施為主的方向，換黨執政後的第一次總統經濟顧問小組33會

議（2003.07.10）由前朝的行政院長蕭萬長擔任召集人，在都市更新政策上

也不意外地蕭規曹隨。總統把都市更新政策定調為「是當前提高都市老舊

社區土地價值、促進建築業發展及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從而翻身成為「國家重大經濟建設計畫」之一。 

根據這樣的政策指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2005.08.15召開的

1220次委員會議中提出「振興營建業，加速動都市更新方案（草案）」，

以臺灣地區「40 年以上老舊住宅達 175 萬戶，佔總戶數的 1/4」為前提，

「導引民間投資挹注更新重建市場」投入住宅改建，以「避免臺灣地區房

地產因全球經濟成長漸緩，造成失溫、泡沫化」、「刺激整體經濟成長」。

2006.01.25再將前述草案核定為「加速推動都市更新方案」，希望「導引民

間投資挹注更新重建市場，以帶動營建關聯產業」。 

2008年國民黨總統候選把「都市更新」列入「愛台 12 項建設」作為

競選政見。換黨執政後的行政院遂於 2009.02.09端出「都市更新推動計畫

（98-101 年）」，延續之前的「加速推動都市更新方案」，繼續以帶動營

建產業景氣來提高經濟成長的政策，2010.11.06「都市更新產業行動計畫」、

2012.08「都市更新產業行動計畫（修正案）」也延續相同的政策方針。到

2012年蔡英文的總統選舉政見，更把都市更新定調為規模以兆計的「內需

產業」，2016總統選舉政見，都市更新已經翻身成為每年創造五千億產值

的產業。 

  

                                                       
33 會議由總統陳水扁主持，與會者有呂副總統、總統經濟顧問小組召集人蕭萬長、總統府

秘書長邱義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康寧祥、行政院副院長兼經建會主委林信義、台灣

智庫董事長陳博志、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吳榮義、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陳添枝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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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誰的城市？誰的價值？ 

美國公共行政學者 James Q. Wilson在其經點著作“Urban Renewal: The 

Record and Controversy”強調並提醒： 

每個都市發展計畫似乎都需要重新審查其首要原則：城市的目的

是什麼？服務誰的價值？公民必須為共同利益做出何種程度的犧

牲、公共利益又如何定義？政府應向誰支付相關補助、如何證明

其為正當性（justification）？基於民主，公民對於社區未來及私

有財產處置的決策，可以參與或加以否決的程度為何？ 

 Wilson，1966：xiv-xv 

Wilson所提醒的，正是經建會、內政部營建署等中央層級單位制訂都

市再發展政策所需要反覆檢視的。從經建會第一版「都市更新方案」以「刺

激營建業發展」為目的，具體作法是以民辦為主、再動用政府公權力來介

入民間興辦的都市更新事業，而定下「儘速提出『都市更新條例』（草案）」

的任務目標，顯然已經把台灣城市的目的與價值定調在服務房地產業。 

以臺北為例，以「刺激營建產業」為導向的都市更新政策，導致絕大

多數的「自行劃定單元」都落在房地產市場價值最高的大安區、中山區（合

計超過全市 30%）34，而不是亟需進行公共設施改善、都市機能調整、居住

環境提升的萬華區（僅大安區的 1/3）、大同區（僅大安區的 1/4）等早期

發展的窳陋頹敗地區。 

這樣的都市更新卻能讓政府資源的支付方向是朝著參與都更事業的私

部門企業或個人，且不區分個別事業計畫有無上位都市計畫指導、是否僅

由私部門擔任實施者，就逕以行政函示解釋只要是推動《條例》的「都市

更新」就是公共利益、具有正當性35，就可以繞過司法民事訴訟，對於特定

範圍的都市更新單元內的私有財產的處置以「多數利益」來決定，剝奪少

數者的財產處置自由。 

雖然行政部門強調會在法律條文中賦予「都市更新」全新的法定解釋，

但從後來通過、並適用至今的都市更新定義（§3）「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

                                                       
34統計資料取制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更新單元查詢」官方網站 https://www.gis.udd.gov. 

taipei/ua_frmEasyQuery.aspx . 最後瀏覽: 2020.03.30 
35如 2006.11.20法務部法律字第 0950041895號「按都市更新條例第 1條規定……是都市更

新事業具有公益性」；2006.12.05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50184914號解釋函示表示，「按

都市更新條例第 1條規定……是都市更新事業具有公益性」、「所有權人於同意後似不

得任意撤回」；又如 2007.05.21內政部營署更字第 0980032581號解釋函示「爰有關都

市更新事業之實施，悉依都市更新條例及其相關子法規定辦理，具有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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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以及處理方式（§4）36，

完全看不到有更嶄新於美國《1954年住宅法案》或 1958年 1st ISUR提出定

義的企圖或實質作為。 

再查《條例》也只針對拆除重建，整建維護專章盡付闕如，實務執行

又極端偏重於小規模基地的拆除重建、92.5%的更新基地規模都不到 5,000

㎡，甚至高達 1成的基地規模不到 1,000㎡37。三年前又在《條例》修法討

論進入白熱之際，強勢推動單點的「都市針灸」式《都市危險老舊建築重

建促進條例》（2017.05.10頒佈）38等偏離「都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利用、

復甦都市機能」政策宣示的作法，不言而喻地洩漏出我國的都市更新在開

發規模與政策承擔上遠遠不及、也無意學習英、美、日諸國，顯然是根源

自政策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停留在 1940~1960年代的推土機更新操作。 

台灣的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在 1960’s駐台的經合會國際專家引領，

以及早期台灣學者深入的研究與豐富的發表下，在知識力與行動力上原本

很有機會避開歐美都市發展先進國家曾經犯下的錯誤。在展開都市更新政

策及法令草擬的 1990’s年代，正值聯合國邀集 171個國家元首及代表於巴

西里約舉行「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通過「21世紀議程」（Agenda 

21）。當時的英國也正在構思融合永續發展的「都市再生」政策、組織「都

市再生任務小組」（Urban Renaissance Task Force），而能在世紀末發表了

「邁向都市再生」（Toward an Urban Renaissance），讓英國成為國際都市

發展的典範。 

當時的台灣也曾迅速地與國際接軌、於 1994.08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

政策指導小組」，兩年後提升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引領台

灣進入「永續都市發展」（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思維，更在「環境

保育與永續發展的前提下，促進國土的合理利用」的總體目標下展開「國

土綜合開發計畫」（經建會，1996：1）。遺憾的是，台灣雖恭逢盛世，不

僅完全沒有將永續發展納入都市更新之中，還讓政策思維停留在過時、廢

                                                       
36 僅在 2018.12.28 全文修正時，將§4條文中的「地區」改為「單元」或刪除。更凸顯都

市更新僅侷限在個別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單元內的狹隘觀念。 
37 以臺北市為例，統計累計至 2018.12.31止。參閱臺北市都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推動成

果」https://ur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B649 EEAA7A7E35DB&sms=3 DCF9FD2 

8E559058 &s= F0E9E31078AF60FE最後瀏覽: 2020.03.30 
38   2017.01.05「都市更新國際研討會」，當時的內政部長致詞指出，台灣天災考驗頻仍、

老舊建物有安全疑慮，內政部將積極檢討都更法規，同步引入「都市針灸」（urban 

acupuncture），推行小規模危險、老舊建物改建，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獎助

條例」草案，提為老舊建物改建提供一條重建的「高速公路」（黃麒珈，2017）。此一

說法被立法委員批評「缺乏整體配套到最後可能針灸不成反而變成腫瘤或爛瘤」（立法

院，201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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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的「聯邦推土機」式的 “urban renewal” 狀態。 

種種跡象顯示，行政部門對於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方針的觀點與意圖，

自始至今都自限於狹隘的推土機式更新。換言之，《條例》並未誤用「都

市更新」一詞（包含採用的英譯“urban renewal”）及其代表的論述與實務操

作，而是自始即意圖藉由「依據條文內容重新定義『都市更新』，……條

例通過後，我們就能予「更新」一詞重新定義」（立法院，1998：311）的

詭辯，冷處理各界的質疑與糾正，以便能讓格局狹隘的「推土機都更」能

夠「頭過身就過」地通立法機關的審查與人民的檢驗，以便套上「不違反

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的保護套，以繁雜的「法定程序」淡化「實質不正

義」，進行對財產權的剝奪，終致釀成重大社會爭議。 

被推崇為 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 Jane Jacobs在其 1961年出版的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39中指出，「從頭到尾，從

Howard 到 Burnham40，乃至最新修訂的都市更新法律，整個結合，都與

都市的運作無關。……，城市只是獻祭的犧牲品而已」（Jacobs, 1961: 25），

批評美國的都市更新充斥著各種戰術，但都不是讓城市運作得像個城市

（work like a city）的戰術，暗喻這些戰術是極端聰明的都市計畫官僚們的

認知錯誤下制訂出來的，碰到行不通時，就「再長出一個新的合理化說法」

（grew a new rationalization）來強力地去支持、掩飾先前的錯誤，是「讓都

市淪為這些戰術下的戰俘（prisoner）的瘋狂作為」（Jacobs, 1961: 331~332）。 

很遺憾地，台灣的都市更新也承繼了這樣的戰術製造算計，即便清楚

綜合發展已經是國際都市再發展的主流思維，仍然為了達成「振興營建業」

的短線目標，編制各種似是而非的戰術性論述。此從「行政院版」在草案

的「說明」欄中，露骨地表明並沒有要跟上當時代世界各國朝向綜合性都

市再發展的意圖可以得見： 

經研析各先進國家對於對於都市更新工作的推展，固然均已朝向

綜合性都市再發展的目標努力，惟其推動都市綜合性再發展所依

                                                       
39台灣有出版中譯版，Jane Jacobs (著), 吳鄭重(譯), (2007),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

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 新北市: 聯經。 
40  Ebenezer Howard（1850-1928），出生於英國，對於田園城市（Garden City）進行深入

研究，在 1898.10下旬發表了《明日：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1902年改名為《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開啟了城鄉規劃的新頁。1899年成立「田園城市協會」（The Garden City 

Association），以鼓吹田園城市思想，希望運用機制與團體的力量，促進田園城市的實

現；Daniel H. Burnham（1846-1912），美國建築師及城市設計師，是「城市美化運動」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領導人，也是 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的大會建築師，提倡透過美化運動恢復城市的環境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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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法規，包括都市計畫或建設法系、住宅或公寓大廈管理法系、

都市更新或再開發法系、建築法系、歷史文化景觀法系及其他社

會福利、救助法系等一系列法規，而都市更新或再開發僅為其中

之一環。條例實際上無法涵蓋都市再發展的一切規範與作為。  

 行政院版，1997 

這也印證了論述的語言與措詞與真正的政策目的關係密不可分的事實，

所謂要用專法替都市更新建立新的意涵，無非是在取得法律執行工具的過

程中，盡量不在眾多揭露事實的學者專家面前趨於論述下風的諸多戰術之

一而已。翻閱、比對、分析當年對於《條例》法定名稱論辯的歷史文件，

Jacobs的另一段對都市政權推動都市更新的犀利批判，以及都市史論大師

Lewis Mumford寫給英國花園城市運動（The Garden City Movement）領導

人 Frederic.J. Osborn信中41對於“urban renewal”的感慨，其實早已預告了堅

持使用「都市更新」一詞的台灣，注定要重蹈美、英早年的覆轍： 

當前城市重建的經濟理論根本就是一個騙局（hoax）。城市重建

的經濟學並未如都市更新理論所主張的那樣，健全地仰賴公共租

稅補貼的合理投資，而是大量地依賴從一些重建地區裡無助的受

害者（helpless site victims）身上所搾取的、非自願性的[租稅]補

貼。 Jane Jacobs, 1961 

除了羞辱與憤怒，urban renewal 一詞沒有帶來任何東西。在美國

就只是一個政府給予私部門投資者協助，以搜刮土地的政策，而

這投資者又從政府獲得補助、以低於市場要求的成本獲得土地。

整件事情是令人憤慨的：為了富人而發生對窮人的徵收與驅逐的

社會化現象。 Lewis Mumford, 1958  

時間拉回到 2020年的今天，Jacobs與Mumford的批判顯然也能跨越時

空地適用到臺灣。都市更新依舊是充斥著貪婪、猜疑、憤怒與羞辱的污穢

字眼。採用不同的關鍵詞作為法令名稱，也就決定了論述思維與政策取向。

《韓非子‧說林上》的名言：「見微以知萌，見端以知末」，行政部門為這個

承載著羞辱與憤怒的名稱辯護，其實就是 Jacobs所點破的都市計畫官僚們

的戰術運用，反映出行政院版草案以降的都市更新法令、政策與實務操作

所定下的格局，在採用「都市更新」的理念、操作，乃至於堅持使用「都

市更新」為法令名稱時，格局就已經確定了。 

 

                                                       
41 參閱 Hughes, 1971: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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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權力與權利―權力三面向理論 

最終的結果總是轉移人們對根本肇因的注意力，而不去碰觸最核

心的社會不正義（social injustice）問題。而最常被提出來作為問

題解決之道的，當然就是拿受害者來開刀。解決的方法就是一成

不變地改造並修正受害者，從來不是去改變整個造成問題的環境。 

 William Ryan1, 1976:24. 

承前面章節分別從法理面的國家高權、以及都市計畫（更新）理論面

的URe.衍變來論證都市更新制度困境在於公私不分的強制參與/排除制度，

本章梳理「權力三面向」（three faces of power, or, three dimensional views of 

power2）理論，作為分析臺灣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建構公私混淆的「權力

vs.權利」框架而自陷制度困境的論述工具。 

透過「權力三面向」理論及本研究所進一步提出的「權力漂洗」（power 

laundering）的權力運作分析取徑，說明即使主管國土空間政策與法令的主

管機關所建構、用來限制人民處分私有財產自由的論述，其法理基礎有如

壘卵、處處顯露違憲疑慮，卻仍能透過法律的制訂，將有缺陷的論述轉變

成必須遵守的規約，從而使原屬於私法關係的協議合建型拆除重建，得借

用多數決而轉變成可以動用公權力的強制拆除。 

                                                       
1 為了反駁 Daniel P. Moynihan 1965年為美國勞工部撰寫的研究報告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社會學者William J. Ryan（1924-2002）撰寫了 Blaming the 

Victim一書，批判美國黑人所受到的種族歧視與社會不正義的現象，是美國社會集體的

一種「譴責受害者」意識形態。 
2 關於「面向」的原文，Peter Bachrach與Morton S. Baratz在 1962年《美國政治學報》(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發表的文章是採用‘face’。而 Steven M. Lukes在《權

力―基進觀點》（Power: A Radical View）（2005）中則是‘face’與‘dimension’或‘dimensional’

皆有使用，但 Lukes在說明自己所提出的權力觀理論時，主要是以‘dimension’來表示。 

 查國內學者陳文俊（1986）將‘face’譯為「面」；蕭全政（1986）將‘face’譯為「面」，將 

‘dimension’譯為「面向」；郭秋永（1995、2004）將‘face’譯為「貌」、「面貌」，將 ‘dimension’

譯為「向度」；徐世榮、蕭新煌（2003）與邱昌泰（2004）則全部譯為「面向」。《權力

―基進觀點》中譯本（林葦芸譯，2006）則將‘face’譯為「面貌」或「面向」（p112、116）、

將‘dimension’譯為「面向」。以上文獻皆未討論 Lukes原文中的‘face’與‘dimensional’是

否是刻意的區分，亦未說明翻譯用詞的採用理由。 

 本研究認為，Lukes分別使用‘face’與‘dimension’，可能是要“to think about power broadly 

rather than narrowly” （Lukes, 2005: 1），故加以區分應有助於理解 Lukes的用意，因此

贊同郭秋永的「面」與「向度」的翻譯。唯 Lukes本人也未說明為何不沿用之前學者的

‘face’，而是另以‘dimension’來說明自己的概念，亦未解釋‘face’與‘dimension’同時存在

的用意何在以及差異為何。由於是否區分‘face’與‘dimensional’並不影響本研究所討論的

課題，故依照「翻譯本」導讀學者們不特別區分‘face’與‘dimensional’的中譯方式，全部

都以「面向」表達，以與大多數中文文獻的表示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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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本應透過都市計畫整體調控、擬定都市更新計畫，以證成國家

干預特定地區硬體改建乃具有高度公益性、必要性、具正當性的國家高權

行為，又是如何地透過公私合夥的論述，模糊了公權、私權界線，公法遁

入私法下，免除了國家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擔任實施者的責任與義務，放

任原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的民間擔任實施者重建計畫，得以借用公權

力強制拆除，使都市更新制度陷入公、私混淆而有違憲之虞的困境。 

本章梳理、理解並運用權力三面向論述進行歷史脈絡的梳理，並說明

所謂「三面向」除了是三種解析權力的觀點（view），也是具有寬廣 vs.狹

隘（Lukes, 2005: 1）、可見 vs.不可見、有意識 vs.無意識等不同向度的「涵

構」（context）關係。建立此一認識後，再進一步說明各個權力面向的內涵，

輔以 John Gaventa（1949-）3歸納的權力具有積累的本質（accumulative in 

nature）、權力三面向的作用存在著循環的軌跡，本研究嘗試將此軌跡標示

為「權力的循環」（the circulation of power）、提出「權力漂洗」概念，併

同第二章國家高權理論、第三章都市更新理論，作為後續章節解析都市更

新政策制訂與立法機制的權力運作模式之論述基礎。 

第一節 權力理論的論辯 

當代有關探討「權力」的文章，借用學者的說法是「多如過江之鯽」(陳

墇津，2006：3)，實難涵蓋討論。就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叡人的見解，

第一階段論辯的主要啟動點是由社會學大師 C. Wright Mills（1916-1962）4於

1956年出版的『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點燃戰火（吳叡人，2006：7），

之後，相關代表人物有對Mills批判的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社會學大師 Talcott Parsons（1902-1979）5、多元主義論（Pluralism）政治

學家 Robert A. Dahl（1915-2014）6，以及批評權力多元主義論的政治學者

Peter Bachrach（1918-2007）7與Morton S. Baratz（1924-1998），之後又對

前兩者再批判的 Steven M. Lukes8等人加入權力的論辯，也讓有關對於權力

的論述從「過於平面的權力概念」（吳叡人，2006：9）基礎上，逐步架構

出「權力三面向」概念。 

一、 當代對於權力理論的論辯 
                                                       
3 John Gaventa （1949-），美國 University of Sussex 發展研究所研究主任。  
4 Charles Wright Mills (1916.08.28–1962.03.20)，美國社會學家，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 
5 Talcott Parsons (1902.12.13–1979.05.08) ，美國社會學家及哈佛大學教授，廿世紀社會學

理論的重要思想家，也是「行動理論」(Action Thoery)的提出者。 
6 Robert Alan Dahl(1915.12.17-2014.02.05)，美國政治學家、民主理論大師，曾擔任美國政

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主席。 
7 Peter Bachrach（1918.06.19-2007.12.14），美國知名政治理論學者、教授。 
8  Steven Michael Lukes，政治學及社會學者，美國紐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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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菁英主義論（elitism）與多元主義論（pluralism） 

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是永遠不變的事實，問題在於這些少數人是

如何哪些人、如何產生、代表誰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享受著

偉大的民主勝利、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與政治中心下，以 C. Wright 

Mills（1916-1962）9為主一批美國社會學者從制度位置和社會聲望的角度

研究權力結構，發現美國是由一群菁英（elite）決定了社會大眾的生活和走

向（胡朝進，2004：25），認為權力是集中在軍事、經濟與政治的少數菁英

手上（Mills, 1956），而不是多元分布，稱為「菁英主義論」。「權力菁英」

（power elite）的輪廓，可從以下Mills的一段敘述清晰地呈現： 

某些占據美國社會制高位置的人，俯視著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其

言行與決定對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有著強大的影響。……他們佔有

能造成重大後果的決策位置，甚至不行為與不做決定本身都遠比

做決定能產生更大深遠的影響，因為他們掌控了現代社會的主要

階級與組織。……他們占據了社會結構中，一個能夠集中他們所

享有的權力、財富、名望等強大工具的戰略指揮位置。 

 C.Wright Mills, 1956: 3-4 

以政治學者為主、認為權力是廣泛分散的多元主義論，則批評社會學

者的「權力是高度集中化」的菁英主義觀點，是站在錯誤的前提假設上： 

只有在以下前提存在時，統治菁英的假設才能夠通過嚴格的檢驗：

1. 所假設的統治菁英是一個定義明確的群體；2. 存在大量且涉及

關鍵性政治決策的案例得以檢驗所假設的統治菁英的主觀願望是

否另有其他集團與之反相對抗；3.如果上述前提存在，則統治菁

英的偏好是能居於上風。 Robert A. Dahl, 1958: 466. 

菁英主義假設所有人類制度均存在一個井然有序的權力系統，且永久

穩定，又把名望視同真實權力（actual power）（Bachrach & Baratz, 1962: 947），

而多元主義論則主張「美國社會中的權力並沒有過度集中，因為永遠會有

一個團體去平衡另一個團體的權力」（Lukes, 2005: 8），認為權力是透過公

開的競爭而分散到各個利益團體中。這是 Dahl研究美國城市（New Haven, 

Connecticut）的政治運作、權力生態，以多元主義模式解釋美國民主政治

的特質，提出「對權力的直覺想法」（intuitive idea of power）。認為公共

政策乃是民主多元社會中各種不同利益與觀念自由競爭的產物，權力是廣

泛地分佈於該社會所有成員當中，並且成為公共政策過程的主要動力（丘

昌泰，2004：195）。 

                                                       
9 Charles Wright Mills（1916.08.26-1962.03.20），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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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與非決策制定（nondecision-making） 

相對於菁英理論與多元理論，有 Elmer E. Schattschneider（1892-1971）

的「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理論（Schattschneider, 1960），以

及 Peter Bachrach與Morton S. Baratz（1962, 1963）提出權力的「非決策制

定」（nondecision-making）理論。當時擔任美國政治學協會會長的

Schattschneider在其發表的『美國民主的現實觀點：準主權的人民』（The 

Semisovereign people：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中指出，

為了確保存在，任何政權都會設法讓潛在威脅的對象或問題無法觸及其領

域，透過讓這些對手或議題無法進入政治議程內，於是動員社會偏差，挑

起某些衝突，而壓抑某些衝突（林智勝，2015：20）。Schattschneider點出： 

檢驗衝突是否發生的決定性方式就是不提供任何可以致使衝突發

生的場域……。所有的立法程序（legislative procedure）都配備了

控制爆衝性資料流向統治機制（governmental apparatus）的裝置。

所有政治組織形式都喜於利用某種衝突，同時又回頭壓制其他衝

突的趨勢（bias），因為組織就是偏差動員下的產物。某些議題會

被組織入政治當中，而其他議題則被排除在外。  

 Elmer E. Schattschneide, 1960: 69 

而 Bachrach與 Baratze更指出，多元論對於菁英論的批評固然無懈可

擊，但也沒抓到事情的全部面貌，不僅沒有發現權力的運用模式相當侷限

的問題，也未提供客觀的標準（Bachrach & Baratz, 1962: 947）。對於「非決

策制定」的權力作用模式，Bachrach與 Baratz是這樣敘述的： 

當 A 參與一項能影響 B 的決策制定時，A 當然運用了權力；但當

A 致力於社會、政治價值與制度的創造或強化，俾使公眾所思考

的政治處理範疇得以侷限對 A 比較無害（comparatively innocuous）

的議題上，A 也同樣是在運用權力。因為，基於一切的實際目的，

如若甲成功發揮影響，就可以阻止 B 先提出任何可能損及 A 所設

定的偏好（preference）的議題被作成決議。 

 Peter Bachrach & Morton S. Baratz, 1962: 948. 

Bachrach與 Baratz（1970: 44）將「非決策制定」定義為是一種抑制或

壓抑那些對於決策者價值與利益具有潛在或明顯挑戰的決策型態，是菁英

主義或多元主義都未能洞見的權力面向。這個觀點，當然也再為多元主義

者如 Nelson Polsby、Rrmond Wolfinger，以及 Richard Merelman所強烈批評

（Lukes, 2005: 15）。如論如何，「偏差動員」說與「非決策制定」說，的確

都點出了菁英主義、多元主義所沒有觀察到的非直接性權力作用取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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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多元論的權力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補充作用（蕭全政，1986：106），

也都被 Lukes所吸收，轉化成「權力三面向」理論的提出。 

相關研究都把Dahl及其他多元主義同道們的觀點歸類為「第一面向」。

但事實上，首先，當然不是 Dahl把自己的論述定義為第一面向，而且，後

來批判 Dahl的多元主義觀點、提出「權力有兩個面向」（there are two faces 

of power）的 Bachrach與 Baratz（1962: 947）也只是提到「多元主義本身並

沒有掌握事情（權力）的全部真相」，因此認為權力有「兩種面向」（two faces 

of power），但也沒有把多元主義觀點定義成「第一種（first）面向」、把自

己的論述定議程「第二種（second）面向」。換言之，學者並沒有把權力運

作的型態以先後關係來定義，只是以類型的差異來區分。 

二、 權力三面向理論的提出 

延續「不行動」的決策制定理路，Matthew A. Crenson（1943-）10從美

國印第安納州兩個空氣污染嚴重城市（East Chicago與 Gary）的研究中發

現，一個採取積極對策，另一個則沒有任何行動。主要原因出在政商關係

雄厚的美國鋼鐵公司（USA Steel Co.）能有效地將環境問題排除在地方議

程之外（Crenson, 1971: 107），而這種非決策制定的背後有著一種高度貫穿

的阻卻力（Crenson, 1971: 179），是一種「具有能命其不作為的作為

（command inaction as to action）之權力」（Parsons, 1997: 139）。換言之，

Crenson的研究已經點出了一面向的「控制行為」、二面向的「抑制行為」

之外的「命令不行動行為」（丘昌泰，2004：200）。 

Lukes（1974: 6~7）也認同 Bachrach與 Baratz在「權力的二種面向」

（The Two Faces of Power）一文中對於多元主義權力觀點的批判，更架構

出「權力三面向」概念，發表於 1974年的『權力－基進觀點』（Power－A 

Radical View）一書。在導論中，Lukes認為 Bachrach與 Baratz對於權力作

用的敘述確實可以呈顯多元主義觀點論述上的不足。 

在闡述自己的看法之前，Lukes嘗試回答 Charles Tilly（1929-2008）對

於「不行動行為」的提問，以及七個假設答案：「如果日常的支配持續不斷

地損害從屬團體（subordinate groups）的利益，為何從屬者們要遵從？為什

麼他們不持續地的反叛？或至少是一路抵抗？」（Tilly, 1991: 594）。Lukes

認為 Tilly的七個假設答案都解釋了從屬團體不行動的原因，尤其是第四點

的「受到欺瞞、壓抑或是單純無法取得其他意識型態架構，使得從屬者無

法瞭解自己真正的利益所在」；第五點的「武力威脅與惰性使得從屬者沒有

採取行動」；第六點的「抵抗與反叛成本高昂，絕大多數從屬者缺乏必要的

                                                       
10 Matthew A. Crenson（1943-），美國政治學者，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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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Tilly, 1991: 594）。而第四點，正點出了 Lukes想要闡述的權力的第

三種面向（third dimension），是一種可以「透過形塑人們的想法、認知與

偏好，以使他們接受自己在既有秩序中的角色，從而盡可能地防止他們產

生任何不滿的權力」（Lukes, 2005: 11）。 

Lukes覺得可以用三種概念地圖（conceptual map）來區分三種不同的

權力觀點的特徵，並具體的把多元主義者的權力觀點稱之為「單一面向」

（one-dimensional）的觀點，把批判多元主義的權力論稱為「兩個面向」

（two-dimensional）的觀點，並把自己發展出來的觀點稱為「三個面向」

（three-dimensional）的觀點（Lukes, 2005: 15）11。在 2005年再版的導論

中，Lukes（2005: 1）進一步說明「我們必須用更廣闊的觀點思考權力，而

不是狹隘的觀點―用三個面向的，而不是一個或兩個面向」。 

此一歸類方式也被 Gaventa在其探討權力的著作『權力及無權力－阿

帕拉契亞谷的沈默與反抗』（Power and Powerlessness- 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1980）中所採用、詮釋與再發展，用

來解釋權力弱勢者不採取行動的背後因素，並進一步提出掌握權力者與被

支配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具有積累（accumulation）效果。支配方、持續性的

權力積累，會使得被支配的一方感到沒有公平競爭的機會，而放棄挑戰。

但如果被支配一方認知到，是何種意識型態及文化建構在引導著他的行為，

而這些行為其實是違背了他本身的利益（徐世榮、蕭新煌，2003：40），並

起而行動，去排除這種意識形態的宰制，不是沒有可能從權力三面向的處

境脫身，甚至向權力二面向、一面向的權力關係中的權力支配者挑戰。 

                                                       
11 鑑於『權力－基進觀點』（Power－A Radical View）有中文版翻譯（Steven Lukes著/林

葦芸 譯，2006），此處關於‘one-dimensional’、‘two-dimensional’、‘three-dimensional’

的中文表示方式，為該翻譯本之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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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權力三面向理論的內涵 

反抗可能會隨著權力關係的改變而浮現。瞭解權力和無權力之間

的互動模式可以消弭問題的產生、不滿的表達和利益的承認。 

 John Goventa, 1980: vii 

一、 權力一面向：資源落差與能力競和 

被 Lukes及 Gaventa等學者歸類為「權力一面向」的多元主義權力觀

點（pluralist view of power），主要就是 Dahl（1958）在批評Mills的權力

菁英論時所提出的。Mills在其著作『權力菁英』中分析了美國政商體系中

的高階菁英的背景，發現有階級背景與發展經歷類似的，提出（Mills, 1956: 

9）「沒有人能夠真正的擁有權力，除非他有能力佔有主要制度的發號位置

（the command of major institution），因為正是這些制度性的權力工具，使

得有權力的人一開始就具有權力」。而 Dahl認為美國是權力分散的多元主

義社會（吳叡人，2006：9），主張決策權乃經自由競爭而分布社會中的各

個階層。 

這種「自由競爭」反應在權力的展現上，是觀察決策場域上的各個參

與成員，不論是提出決策選項（alternatives）的被採用、被修改或被否決，

或是對其他成員所提選項進行認可、修改或反對，假設有一種統計可以將

這些決策行為的結果以「成功」（successes）或「失敗」（defeats）來表列

統計，成功數最高的參與者就是最有影響力者（the most influential）（Dahl，

1961: 336)。因而定義權力是：「A 可以對 B 行使權力而令 B 去做原本不會

做的事」（A has power over B to the extent that he can get B to do something 

that B would not otherwise do）（Dahl, 1957: 202~203）。根據這樣的定義，

意味著權力是一種「控制行為」（丘昌泰，2004：195）。 

Nelson W. Polsby（1934-2007）整理了包括 Harold D. Lasswell、Robert A. 

Dahl等學者對於「權力」的定義，指出，「我們可將『權力』―其與『影響

力』（influence）和『控制』（control）等字可權宜地被視為同義字―視為

是某個行動者可以做出影響另一個行動者，而對特定未來事件的可能模式

造成改變的能力」（Polsby, 1963: 3~4），從而，吾人可藉由提問「有誰參

與決策？在可能的結果選項中，誰是受益者？誰是受損者？誰在決策過程

中勝出？」，來鑑別各行動者是否擁有權力（Polsby, 1963: 5）。 

多元主義權力對於權力的定義主要是「著重於可見之行為－做（doing）

及參與（participating）」（Gaventa, 1980: 55），從而對於不可見的不作為

（inaction）行為即不被視為是權力作用下的表現。其假設前提是社會成員

皆處於一個公開系統（open system），有任何異議，都可以隨時起而行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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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領袖們來代為表達，因此不參與或不行動，都不是政治性問題（Gaventa, 

1980: 6）。在此前提下，即便是受到剝奪的，任何的政治性沉默（political 

silence）或不作為，都被解讀為是對於現況的具有共識（consensus），低社

經地位與低度參與的實證關係則被解釋為貧困族群本身的冷漠、政治性無

力（political inefficacy）、憤世嫉俗或疏離（Gaventa, 1980: 7）。基於權力是

公平競爭後的產物，任何不行動的結果都必須由不參與者自己承擔責任，

對於那一些看不見的政治結構及意識型態方面的考量就被忽視了（徐世榮、

蕭新煌，2003：38）。也基於多元主義對權力的研究聚焦於可觀察的、公開

性的衝突議題的決策制訂行為上，並視為是政治參與者所表現出來的政策

偏好，因此 Luke（2005：19）將此一觀點歸納為單一面向的權力觀點

（one-dimensional, view of power）。 

二、 權力二面向：偏差動員 

單一面向的權力觀點並沒有考慮如果 B相對於 A並非相對權力弱勢之

一方時，B可能會採取行動、卻為何沒有採取行動的因素，所以促成權力

二面向觀點的提出（Gaventa，1980：8）。對於這一點，Elmer E. Schattschneider

的「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理論，有很經典的詮釋： 

所有政治組織形式都具有利用某種衝突並壓制其他衝突的一種偏

差（bias），因為組織就是這種偏差動員。某些議題會被納入

（organized into）到政治當中，其他議題則會被排除（organized out）

在政治之外。 Elmer E. Schattschneider, 1960：71 

所謂「偏差動員」是指犧牲他人、圖利自己之支配性價值、信仰或建

制過程，是一種權力關係的重新運作與遊戲規則的重新建立，目的在於犧

牲他人的利益，俾為自己爭取最大政治利益的過程（丘昌泰，2004：196~197）。

此一偏差動員的理論被 Bachrach與 Baratz引用來解釋權力，認為「當某個

個人或團體－有意識或無意識地－創造或強化了對政策衝突的公共討論的

障礙，該個人或團體就擁有了權力」（Bachrach & Baratz, 1962: 949），指出

了權力並不僅是出現於參與者在決策過程中的行動或不行動，更表現於特

定參與者及事件被排除於決策過程外，使得某一些議題可以被允許進入政

治範圍內，但是其他的議題則是不被允許的權力作用過程。因此，當某一

些議題不被允許時，很自然的，就會有許多行動者被排除在決策制定之外

（徐世榮，蕭新煌，2003：39）。而維持既定的偏差動員的首要方法就是「非

決策制訂」（nondecision-making），一種抑制或壓抑那些對於決策者價值與利

益具有潛在或明顯挑戰的決策型態。如果做不到，也必須在決策執行的政

策階段加以破壞或消除（Bachrach & Baratz, 1970: 44）。在這種權力運作的

制度性結構下，並非弱勢者不行動，而是有權力的團體透過事先議程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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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權力的弱者不僅有可能被排除於政策決策過程外，當他們決定要行

動時，更必須與那些為統治菁英所掌控的結構及制度戰鬥，因此，他們的

參與就顯得特別的困難與彌足珍貴（徐世榮、蕭新煌，2003：39）。 

三、 權力三面向：意識形態控制 

權力二面向的觀點固然已經觸及多元主義觀點未處理的議程控制，以

及藉由政治力的運作將潛在不利於權力優位者 A的議題組卻、排除權力弱

勢者 B的挑戰，使資源弱勢一方完全無參與辯證、爭取多數支持的機會，

但 Lukes認為（2005：25-28），至少可以舉出三個原因可以論證「權力第

二面向」對於權力的作用的觀察分析仍有所不足。第一：無法清楚呈現個

人、團體與制度（尤其是後兩者）如何成功地將潛在議題排除於政治過程

之外的方式；第二：將權力連結到實際而可觀察到的衝突，並假定權力的

行使僅存在於[價值]衝突的情況中；第三：假定如果人們沒有感到任何不滿，

就不會覺查到權力優勢者在積累其權力的過程中，事實上是有損及權力弱

勢者利益的可能性存在。因此，Lukes（2005：27）更進一步指出： 

A 可以藉由令 B 去做 B 不想做的事來行使權力，但是 A 也可以藉

由影響、形塑或決定 B 的根本欲求（very want）來行使權力。……

讓他人擁有你要他們擁有的欲望－亦即藉由控制他們的想法與欲

望來確保他們能夠順從－不就是權力運作的最高層次嗎？ 

 Steven Lukes, 2005: 27 

最高明、不露痕跡的權力行使方式，是藉由形塑人們的想法、認知與

偏好，使他們接受自己在既定秩序下所扮演的角色，以避免人們產生不滿。

不管這是因為人們看不到或想像不到其他的選擇或已經視為自然或無法改

變，或是命中注定或有利於自己的（Lukes，2005：28）。這種「三面向」

的權力運作，就是主張權力及其運作其實是深植於制度、結構、與意識型

態的範疇裡（徐世榮、蕭新煌，2003：39）。 

Lukes的見解吸收了歐陸學者如 Antonio Gramsci與Michel Foucault的

論點（陳墇津，2006：3），想要特別強調無法觀察到的權力控制（power over）

或影響，其說法淺顯也露骨地顯露一、二面向的權力觀點所忽略探討，但

其實是真正深植制度體系中的權力運作現實。換言之，三面向的權力是：

掌權者可能利用意識型態的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建構有利於統治

者的社會意義，形塑民眾的價值觀，使民眾接受掌權者統治權力的正當性

（丘昌泰，2004：200~201）的一種權力作用與決策制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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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權

（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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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a，1980：

                   
（1970）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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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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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除 

有權力＋B

三面向進一

治性資本積累

~24）提出行

，持續作用

關係圖（詳次

政治系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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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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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權力：

：21，figure 1

國底層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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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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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動員、

有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120 

B 的無權力也同樣地產生積累的事實，更強化了 A 的權力。而且，

有權力與無權力會互相強化（each reenforce），直到 B 趨於沉默。

在決策制訂的場域，B 持續地承受被 A 所擊敗 [4]，長期下來，

由於預期 A 仍將勝出，B 可能會停止對 A 的挑戰 [5]。 但是，B

的無挑戰（non-challenge）又為 A 提供了更多機會將力量用於製

造障礙，以排除未來的 B 的參與 [2, 5]。 

第二面向的關係可能會增強無權力意識、保持不參與、模棱兩可

的意識，或其他構成權力第三面向間接機制的因素 [5, 6]。 但是，

B 的進一步退縮反過來又為 A 發展更多的合法性或意識形態提供

了更多的擔保，這些都能間接地作用再對 B 的意識的影響[3, 6]。 

這種權力的積累，並非僅產生在決策機制中勝出的單一方。積累效果

使得決策制定後取得主導權的 A，對下一次決策制訂的影響力越大，決策

可能也更快、更偏向 A的價值認知或意志。反之，權力削弱之 B隨著影響

力越來越少，決策結果對 B越加不利，從而積累了本身的無權力意識，而

反映在 B的消極、不行動行為上，進而又反向擴大 A的權力積累，一直持

續到被宰制的一方感到挑戰無望，而在決策制定場域上完全沉默，或察覺

不出來 A的勝出對自己有什麼不利，根本無意識有挑戰必要。 

（二）逆積累：B對 A的反抗 

徐世榮、蕭新煌（2003：40~41）指出，Gaventa的詮釋說明了權力弱

勢者如果面對三面向的權力意識形態宰制時，是很難與掌握權力者對抗，

因為權力優勢者的影響力運作已經深入權力弱勢者的價值判斷中，挑戰權

力優位者就等於是挑戰自己所「認知」（被洗腦）的價值觀。不過，Gaventa

的沉默與反抗理論也點出，B仍有機會與 A重啟議論、在決策制定中勝出： 

B 要克服無權力就必須採取一些步驟，必須經歷形成議題和行動

的過程，才能以此為基礎培養出挑戰的需求、可能性和策略的意

識（consciousness）。實際上，B 必須同時反擊（counter）權力第

三面向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9]。並且必須對議題採取動員行動，以

克服 A 對 B 行動的偏差動員。 B 必須開發自己的資源―真實的

和象徵性的―來開展衝突 [8]。只有克服了 B 在第二和第三面向

中的挑戰障礙，才可以在第一面向中出現衝突時反映 B 的真實參

與 [7] （Gaventa, 1989: 24）。 

換言之，Gaventa指出了權力三面向的逆積累路徑。當無權力的 B有能

力判斷自己正受到「某種」（及「何種」）意識型態及文化建構引導，從而

產生除去這種意識型態宰制的行動力，就有機會回到權力二面向與權力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第四章  權力與權利－權力三面向理論 

121 

對抗、挑戰權力者所建構的制度不公平與偏差動員，再進入權力一面向的

情境場域中與權力者競爭。本研究將此一權力積累路徑以及對抗（逆積累）

而回到圖 4-4起點[1]的路徑，稱之為權力的循環（circulation of power）。 

三、 權力的循環 

（一）權力第一循環（first circulation of power） 

根據 Gaventa的沉默與反抗系統圖（圖 4-4），在資源與價值分配的決

策制訂領域當中，A與 B原本有公平的競爭機會，由於 A的勝出（權力一

面向）而掌握資源，使 A取得[1]的狀態，B則陷入[4]的狀態。再度競爭時，

處於[1]的 A因為獲得更多的資源，形成權力的積累，進而有相當多的機會

來製造一些制度上的障礙，來阻隔 B於未來的參與（權力二面向），使 A

取得[2]的狀態。而這將再度加強 B缺乏權力、預期失敗，而陷於[5]狀態。 

一路由[1]進入[2]狀態而成為權力菁英的 A，再度因為權力積累效應，

掌握更大的能量來建構制度與意識型態洗腦，正當化及合法化他們擁有權

力的地位（即[3]的狀態），使得現況儘量的不被改變（權力三面向），從

而讓 B在不平等的認知下，自始扮演 A設定的角色，陷於[6]的狀態而感受

到無權力或對於議題缺乏判斷力。根據 Gaventa的系統圖，上述的描述構

成一條順向的「[1] [4]」「[2] [5]」「[3] [6]」的權力循環路徑。 

而 Gaventa的逆積累路徑是：只要 B認知[9]到決策過程中有意識形態

的作用以及議題的偏差動員[3]，起而抗拒形成自己的議題與策略[8]、對議

題進行反動員、採取障礙排除行動[2]，甚而推進到能展開資源公開競爭的

場域[7]，有機會完成資源與權力的重分配[1]。根據 Gaventa的系統圖，呈

現「[9][3]」「[8][2]」「[7][1]」的反抗與權力逆積累（或循環）。 

本研究將 Gaventa所展示（圖 4-4）的「[1] [4]」「[2] [5]」「[3] 

[6]」「[9][3]」「[8][2]」「[7][1]」的權力與無權力積累、沉默

與反抗的一整個循環路徑，描述為權力循環的「第一循環」（the first 

circulation）。理論上，在公民社會中，只要具有覺醒的意識與決心，這種

權力積累的消長隨時、重複發生，基於民主精神，也應該允許、甚至鼓勵

B對 A的挑戰可以重複發生，使得 A與 B的權力位置有變動的可能。 

（二）從第一循環上昇至第二循環 

憲政體制中的決策制定，常常是為了決定一套社會運作制度，並以國

家力量確保這套制度依決策運作，並透過獎勵或懲處令全體人民共同遵守，

從而在確保「決策」穩定運作的同時，也維持了這套新的社會運作制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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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權力（或資源）重分配，以及重分配後的社群地位變動甚或階級落

差。正如Mills所強調的，取得權力的人，會因為背後所支持的制度（或機

構）而得到強化（Mills, 1956: 8），欲掌有權力的一方，就必須佔有主要制

度的「發號位置」（command post），掌握制度性的權力調派工具。 

所以，當「第一循環」所決定的是這種社會群體必須遵守的制度，尤

其是國家法律時，A在因決策制定而佔有「發號位置」後所產生的影響，

就與無關社會運作制度制訂的發號位置有了極大的差異。透過權力三面向

的運作取徑，在決定社會運作制度的決策制定場域中佔有發號位置或得到

支持的 A，就已經把自己與其他無數的 B推進權力的「下一個層次」中。

換言之，在「第一層循環」中勝出的 A，由於權力的積累本質，在進入「下

一個層次」情境下的決策制訂場域時，其佔「發號位置」所積累的權力因

為受到國家法律的支持，而倍數擴大。不管是所擁有或可進一步取得資源

（權力第一面向），或進入決策制定場域前的議題設定（權力第二面向），

而且，國家法律就會對全國人民進行一種意識形態教育：A是「合於法律

規範」的（權力第三面向）。  

反之，當 B意識到權力的不正義偏斜而覺醒、對 A進行挑戰時，B所

面對的是擁有國家法律所支持的 A，B則會受到國家法律的抑制，不僅沒

有法律所提供的資源，更只能以法律所認可的身份13、議題、與場域參與討

論。在挑戰一個「合於法律規範」的 A時，甚至被社會大眾所譴責，其無

權力感也會是倍數疊加。本研究將上述「下一個層次」的情境，稱為「權

力第二層循環」（the secondary circulation of power）（圖 4-5）。 

（三）第二層循環中的權力關係 

法律必須遵守，否則不僅會被國家公權貼上「違法」的標籤，也會有

實質的懲罰，輕者罰款、勞動，重者會被剝奪權利、人身自由甚或生命。

而國家當然必需為法律廣為宣揚、教育，以提高國民守法意識、避免違法，

而這更把前述決策制訂的運作體制，推向更超越法律的社會價值與道德規

範。質疑者，常被貼上離經叛道、不道德的標籤。在「第二層循環」中，A

的資源將由法律所保障甚或提供，B要在法充滿律規定與道德壓力的「第

二層循環」中與 A對抗，顯然無法與「第一層循環」同日而語。 

                                                       
13 例如《民事訴訟法》§249-Ⅱ：「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

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

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餘略）；《行政訴訟法》§6：「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

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

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

同。」（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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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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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與政府進行訴訟的老百姓，必須請假放棄收入、自費聘請律師出庭。

政府單位指派的單位代表是因公出席、繼續領薪水，還有政府法務部門人

員或聘請的律師陪同出席。政府方勝訴，承辦人員或許還獲得嘉勉、晉升，

老百姓勝訴，頂多取回應得權利。反之，政府方敗訴，除非是承辦人員之

責任而有被懲戒、調免職，否則即便是國家賠償也不會影響政府人員的薪

資，但老百姓敗訴可能就是家園被拆毀、權利被剝奪。土地徵收制度下的

原住居民，以及多數決都市更新下的被強制拆遷戶，就是典型的在國家與

法律的規範與戒護下，被劃入依法可得資源或權力相對落差的下方者，在

「第二從循環」中這種極難逆轉的權力關係下，雙方差距難以比喻。 

其次，承上述假設，在第二層循環的第二面向（偏差動員），只能依照

法律所規定的議題來提出爭議。例如，人們對於都市更新的「異議」，《條

例》僅處理「權利價值」（§32、§39）、「補償金額」（§36）、「舊違章建築戶

處理」（§41），對於自始不願參都更事業的所有權人，也只能在「拆除或遷

移之期日、方式、安置或其他拆遷相關事項」的選項中被協調（§36），即

便是修訂後（§57）條文，也只是多了「本於真誠磋商精神」的抽象概念，

再依前項前提增加協調次數後、「訂定期限辦理拆除或遷移」，全然沒有關

於被劃為更新地區而被強制參與是否合理的異議處理，從而無法就此部分

協調、訴願、訴訟。而人民要爭議這些法律是否合理，必須要等到「依法

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

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15，才能夠申請憲法法院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最後，在第二循環的第三面向（意識形態）中，當法律與制度行塑都

市更新就是公共利益、不參與都市更新就是阻礙都市發展，並借用國家機

器在各種場合重複地強調後，不參與都市更新的少數所有權人被國家機器

執行權利剝奪時，不僅不被同情，還被打上「釘子戶」、「貪婪」的標籤。 

  

                                                       
15 參閱《憲法訴訟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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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權力的漂洗 

權力三面向理論所提出權力競爭模式，關鍵環節在於獲得權力的「決

策機制」的勝利，但還有另一個重要環節是落在決策所形成的、轉變權力

關係、制約權力結構的制度體系，以及在制度體系內、各方權力赤裸裸的

交互作用與形式過程。 

一、 概念的轉用 

  研究發現，把現實世界中、法律16或政策制訂的權力運作軌跡加以梳

理分析，即可說明為何立法院一直是各利益團體（不限政黨）的角力場（亦

參閱本章注 11），意圖掌握權力者，可以透過法律或決策機制的刻意設計、

將「法所未賦予之權力」（簡稱「法外權力」）變成「法定權力」。反之，各

權力方也透過同樣的過程將「法所規定之義務」（簡稱「法定義務」）排除

到法制監督之外、免除其義務責任。這種機制使得立法機構所通過的法律

並是否就是符合憲政法治精神、合法是否就合理的疑慮揮之不去。這套「法

外權力－決策機制－法定權力」或「法定義務－決策機制－法定無責」的

三階段運作模式與程序，本研究借用洗錢（money laundering）的模式，並

採取其中的廣義概念來分析說明。 

美國的財政部（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將「洗錢」定義為：「一種

將非法定收益（illegally-gained）處理成外觀合法[所得]的過程」17；《牛津

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定義是「將非法定來源所取得的

資金，透過一種複雜的銀行轉帳或商業交易程序加以掩飾的一種過程」；美

國重要智庫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學者 Peter Reuter

與 Edwin M. Truman則將洗錢定義（2004: 3）為三個階段：「將透過非法活

動所獲得的資金進行安排，藉由許多的機構（制）與管轄權掩飾資金來源，

最後將資金整合到外觀合法的經濟活動中」。直言之，就是將非法定的收益

                                                       
16 依照林紀東之分類，「法律」的意義可分為「學理」上的意義，以及「現行法」上的意

義。「現行法」的法律即為現行法制所確定的法律（林紀東，1978：1~2）。依現行法制

之《憲法》§170，「法律」為「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者；《中央法規標準法》§4：

「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2：「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各機

關發布之命令，不論是稱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皆非法制上

定義的法律。直轄市、縣（市）所訂之自治條例或規則，不僅非法制定義上的「法律」，

其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抵觸者，均屬無效（參閱《地方制度法》§30）。

而「學理」上的法律，是由學理上、法的實質上，確定法的意義，是社會生活的規律、

以正義為其存在基礎，以國家強制力為實施手段者（林紀東，1978：2）。本研究所談「法

理」為林紀東所稱的學理上的法律，「法律」則為現行法治的法律。 
17 參閱美國財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官方網站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terrorism-and-illicit-finance/money-laundering.最後

瀏覽日 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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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也稱做黑錢 / black money）透過多重的合法、現行制度內的金融程

序，融入現行法制規範下的經濟行為中而變成合法的錢（一般稱做乾淨錢 / 

clean money）。 

本研究採用「漂洗」（laundering）一詞，固然也不可避免地、也不否

認會使用到字面本身的負面意涵，但本質上所採用的是廣義面、著重於「漂

洗」具有將「不可用」轉換為「可用」、將「有」轉換為「無」（或者前述

程序的逆轉操作）的一整套取得、安排、轉換、處理的行為與過程，而不

侷限於處理標的（錢、權力或義務）在進入處理程序前是違法或合法的狹

義表象上，與在「處理」前已被法律判定為「不法所得」或「黑錢」的絕

對負面意義並不必然連結。提升到廣義意涵的觀察、分析層次，可以發現，

「錢」是否合法，背後更有一層將「錢」定義成「非法」的決策機制―「法

律」的制訂及其所形成的價值判定。而這個決策機制，處處都是權力的角

力，一樣有著重重的權力漂洗。 

二、 權力的漂洗模式―定義 

（一）權力漂洗的定義 

本研究借用「漂洗」的概念，將「資金」改換為「權力」或「義務」，

將「合法、非法」改換為「通過制度或法律的規定」，以「權力漂洗」（power 

laundering）18來說明、解析權力的操作，並嘗試將「權力漂洗」定義（如

次頁圖 4-6 所示）為： 

法（或制度）外的權力，在包括有權者之間的結盟、整合、交易、

分配等的權力運作之下，藉由正式的、經共同承認的、被遵循的

以及需被服從的機制（如法律、政策、制度），轉變成法定的、制

度性的、可正式行使的權力。相對的，也將法（或制度）內的義

務或責任轉變成法定、制度性、被正式免除的義務而無責任。 

                                                       
18 環境保護領域有「綠漂」（Greenwashing）的現象，採用“washing”來形容將產品包裝、

漂洗為環境友善、具有環保效益，實則是含有洗腦、誇大甚至欺騙行為的商業活動與企

業（Delmas & Burbano, 2011）。「綠漂」一詞是由美國環保主義者 Jay Westerveld於 1986

年提出，披露旅館業者將鼓勵消費者重複使用浴巾以節省飯店營運成本的作為，誇大宣

傳為飯店響應環保愛地球的行動（Pearson, 2010: 37; Becker-Olsen & Potucek, 2013: 

1318），而這些旅館業者實際上並未真正減少其影響環境的營運作為。「綠漂」的“washing”

與「洗錢」的“laundering” 都可譯為「洗」，具有將「非真實」轉換為「似真實」的意

思，但在實際情境上，被指為“Greenwashing”的企業，或多或少都有採取環保的作法、

亦能實際產生環保的效益，只是動機並非出於環保，或過度誇大其環保的效果，卻坐收

龐大的環保經濟效益（包含企業形象帶來的經濟利益）。相對而言，「洗錢」的“laundering”，

除了有「非真實」轉換為「似真實」之意思外，更有將「非合法」轉變成「合法」的概

念，「綠漂」僅涉及道德上的不誠實。因此，本研究採用「洗錢」的“laundering”，來作

為形容權力「漂洗」的動作用詞，組合成「權力漂洗」（power lau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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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法 vs.合法―價值取捨後的漂洗案例 

在憲政法治國家，即使是悖離道德情感之反社會行為，或為了鞏固宗

教信仰的宗教規約，也都必須透過制訂「法律」加以界定其「罪」及懲罰

方式，才能加以限制。然而這種制訂，主要是反映社會「大多數成員」的

集體意志，以及共享的信仰與價值觀（Vito, Maahs, & Holmes, 2007: 209），

因此有其社會結構相對性或文化相對性（王皇玉，2007：268），必然是一

種價值取捨。 

而在社會集體的取捨過程，不乏只是處於弱勢―不論是文化、種族、

經濟、社會地位―之一方，甚至只因為是群體數量上的少數，基於與多數

意見（或價值觀）不同，而採取消極不服從或積極對抗作為，因而被強勢

一方判定不符合共同行為模式，被貼上「違法」的標籤、被迫承受「法」

所設定的拘束與違法的代價。例如臺灣在承認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制訂《原

住民族基本法》前，原住民族依其慣俗伐木造屋或狩獵乃為文化或生活之

一部分，但即有觸犯《槍砲刀械彈藥管制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等之

可能。布農族獵人王光祿持槍獵殺保育動物被判刑 3年 6個月徒刑定讞20，

從文化、生活之一部分因法律而變成違法，為目前頗受關注的案例。 

又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送中條例》21引起了香港百萬人的「反

送中」抗爭，特區政府鎮壓、逮捕人數逾萬，並通過（2020.06.20）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港版《國安法》），並於

2021.01.06清晨起，以違反港版《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陸續逮

捕 54名民主派人士。《送中條例》不僅對香港居民產生制約，也可能會讓

中華民國國民在過境香港時，在未違反中華民國法律甚至大多數民主國家

的法律規範下，僅因為公開關注中國人權問題、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而被香港特區政府逮捕、移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審判22。此為因統治權轉換後、

不同政權的意識形態及其管轄權可及範圍，而從無違法變成違法的實證。 

                                                       
20 經提起非常上訴後，最高法院認為《槍砲刀械彈藥管制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條文

未考量原住民特殊情形，也沒有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檢討修正，不符合兩公約規定

應事先與原民部落諮商獲其同意，違反憲法增修條文聲請釋憲。大法官合併另三件申請

釋憲案，於 2021.03.09完成言詞辯論、同年 05.07宣示解釋。 
21 回歸中國管轄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9.02.13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移除原本《逃犯條例》對中國、澳門、台灣

的地理限制，使香港可以利用「一次性」或「專案」或「特設」的協議，允許將香港的

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大陸司法管轄區受審。因此外界又稱之為《送中條例》。 
22 2017.3.19，前民進黨社會發展部專員、文山社大課程經理李明哲從澳門進入廣東珠海時

師失蹤，10天後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證實，李明哲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

動已接受有關部門扣留調查。半年後的 09.11於湖南省人民法院受審，11.28判處有期徒

刑 5年，褫奪政治權利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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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根據國會於 2019.11.27通過的《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以港版《國安法》

違反 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打壓香港自由民主為由，於 2020.05.29宣

布取消對香港特殊待遇地位，並通過（2020.07.14）《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發佈〈香港正常化總統行政命令〉（The President’s Executive 

Order on Hong Kong Normalization）23，將直接執行北京港版《國安法》的

11民香港官員列入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所負責執行監控與制裁的「特別指定之國民或禁止

往來員名單」（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 List, SDN）。任何美國個人與企

業（如銀行、金融機構）提供名單上人士相關服務或進行交易即為觸犯法

律，使被列入 SDN名單的前述香港官員，在國際上等同於「非法」的國際

恐怖分子、毒梟、獨裁政權官員。此為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之因素，雖

管轄權未即於制裁對象，卻能以本國法律的制訂，使統治範圍以外的他國

人士原本合法的權益受到影響之例證。 

從以上案例可證，或因文化認知、意識型態、國家或區域利益不同，

透過掌握權力者（即便不在同一個統治政權的管轄範圍）所制訂的法律，

只要能夠貫穿其拘束效力，被界定為「非法」」即為違法、依「法」授予權

力就能取得權力、依「法」免除義務就能免除義務。 

（三）權力漂洗意涵的正、負傾向 

本研究所稱之權力漂洗的核心運作―立法，本來就存在著把無權力者

變成有權力、有義務者解除義務（不論是提供弱勢族群保護及福利，還是

為富人、財團護航輸送利益）的正、逆雙向作用。在借用的「漂洗」概念

時，固然不能避免地承接了字面上略帶貶抑性質的負面意涵，也會討論「漂

洗」前的合法或不合法的法理分析，但並不表示本研究有論斷所有立法過

程或成果皆為不當權力漂洗作為之意思。一如 Lukes的「權力三面向」理

論主要在說明 A與 B之間的權力不平衡移動的產生過程以及影響（A控制

B），也因此，Gaventa提出沉默、對抗，也可以讀出 Gaventa對於「A控制

B」是從負面的權力作用出發，但並不表示「權力三面向」論斷所有的權力

作用都是負面、掌握權力者皆應予唾棄。相對的，也不能從「權力三面向」

的作用沒有嚴密地侷限在解析權力的負面作用，而否定「權力三面向」理

論的分析價值。 

基於「漂洗」」一詞的負面意涵，對於本研究所使用「權力漂洗」概念

即承接了文字所表現的批判傾向，本研究認為毋須否認。研究從權力三面

向理論延伸出「權力漂洗」，主要用以說明所分析的標的―我國的《都市更
                                                       
23 又稱〈第 13936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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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例》的訂、修定―的立法過程常出現不當的權力漂洗結果（詳五、六、

七章論述）。從學術研究中所呈現的、主掌立法的國會議員普遍形象並非正

面，各國皆然（Cox & Niou, 1994; Vowles, 1995; Donovan, 1995; Jacobson, 

2013）的情況，加上掌管我國立法的立法院，長期存在著偏向負面的商業

利益溝連與政治權力交換，早已有學術研究進行討論、指摘歷歷（盛杏湲、

陳義彥，2000；黃秀端，2000；盛杏湲、黃士豪，2006；瞿海源，2007；

羅清俊、張皖萍，2008），足證本研究的假設與研究切入點―立法機制本身

是轉換權力/義務的一個重要權力漂洗機制，能使原本無權力（利）、甚至

違反現行法律之行為，卻能經過立法的運作，轉換為有權力（利）、合法，

而對他造形成更難以對抗的侵害―並非僅是缺乏客觀依據的價值判斷。 

三、 權力漂洗的解除 

透過「權力漂洗」的過程重新建構了有權者（the powerful）與被支配

者（the compliance）或被支配體（object）之間的權力與權利的新秩序關係。

甚至因法律規定或教育而成為國民的根本價值觀，不認同、不遵守即是違

反公共利益、國家法律，在法律救濟程序上居於劣勢，輕者受金錢或勞役

上的處罰，重者連財產權、自由權等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將被剝奪。 

特別需要指出來的是，這種新權力關係因為受到體制性的政策、制度，

甚至法律的監督、羈束與保障，使得有權者可以合法地取得更多資源―從

政治上獲得重大權力，從經濟上獲得的巨大利益。是以，有學者提出，官、

產、學等有權者結合成「新地主集團」階級透過其所擁有的資本及所建立

的豐厚的「官、產、學」人際關係來進行土地變更（李承嘉，2012：42），

更是土地政策上，透過法律制度進行權力漂洗獲得權力甚至實質利益的典

型。尤其當有權者透過國家的政策、制度與法律，將法外的權力漂洗成法

定權力後，被支配者即使有足夠的認知、意願與行動力去破除意識形態宰

制，尚須挑戰國家機器所設下的政策、制度與法律等依法必須遵守的框架。 

解鈴繫鈴，返璞即有歸真之可能。法律雖可為有權者掌握的工具，然

民主法治國家，法律之上仍有憲法、需符合法理檢驗，基礎是法律之訂定

仍需同時符合「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以符合憲法之精神與保障。當

有權力者運作出「惡法亦法」，漂洗出新的、不平衡的權力關係時，受壓迫

方仍可根據法理、辯證其實質與程序是否完備而解除，如申請大法官解釋

宣告法律違憲。此亦為本研究主題的附標題―解析與重構―意涵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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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土地空間計畫的權力漂洗案例 

藉由立法途徑的權力漂洗模式之一為：使「無權力（利）變成有權力

（利）」，亦即將原本沒有的權力（利）經過立法程序及法律效力而獲得權

力（利）」。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土地之使用、

收益、處分以及排除侵害之權能，本應受高度保障（陳碧玉、吳陳鐶，2016：

2），但在土地空間計畫法規中，這種保障卻常被各式個案的法律所剝奪。 

一、   土地及都市計畫法規 

（一）從有權力到無權力―財產權的剝奪 

《憲法》§15規定人民之財產權受國家保障；§143：人民依法取得之土

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而《土地法》§34-1規定應有部分逾

2/3、其餘人數不計，依法得排除其餘人處分財產之自由；又如依《平均地

權條例》§58-Ⅱ訂定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所有權人

及所有權面積皆過半數同意，即能在法律保障下，排除少數人不同意參與

重劃之意見。此即為合法受保障的權力（財產權），會因國家立法而被限制、

剝奪，從有權力變成無權力。 

而藉由政策、制度的決策機制形成後，再透過法律程序加以合法化的

權力轉變模式，前文舉為案例的桃園航空城計畫即為典型。形式上雖是以

通過一個《都市計畫法》§9所規定的、法律性質為法規命令形式的「特定

區計畫」－即「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24，但其實

是在 2009.12.02由行政院通過25「愛台 12建設」總體計畫、2012.06.07行

政院 3301次會議通過「黃金十年，國家願景」31項施政等中央政策主軸下，

由上位的決策機制做成國家重大建設、獲得中央預算編列的中央政策，在

已先決定計畫範圍、土地取得方式的情況下，再進行土地利用計畫的調查、

研擬、民眾意見徵詢等作業，透過法規命令形式的特定區計畫，賦予框定、

變更土地利用，以及進行後續土地徵收取得的法律效力。 

換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興辦事業計劃後，在後續其他計劃尚

未提出之前，事業計劃即送經建會審查，通過之後，再進一步提至行政院，

直接將其列為國家重大建設計劃（徐世榮，2014）。此時，當下級單位的

內政部接獲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的政策決議、需限期通過都市計畫（徐世榮，

2016：13）、土地徵收計畫時，在法定都市計畫體制下、具法規命令性質

的都市計畫，及其中央與地方決策機制（計畫審議委員會），僅剩下將上

                                                       
24 2014.07.29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2次會議審議通過。 
25 院台經字第 0980073417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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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政策從未具法律效力轉變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法化工具」的功能。而

經過漂洗後的「合法的」外觀－都市計畫及後續的土地徵收計畫－則成為

有權者（中央與地方政府）依法要求被支配者（計畫範圍內土地及建物所

有權人）接受的結果，被支配者不欲接受，則有權者即可「依法行政」，以

公權力進行權利的剝奪。 

以上所舉案例，是變更前、民眾合法取得的土地（財產權）被政府依

法徵收。至於該徵收是否具有相當的公益性、必要性與手段事宜性，探討

「徵收」是否合「法」的議題，則是更推進一個層次的討論。 

（二）從違法到合法―義務與責任的免除 

權力漂洗的另一種運作類型是「從無權力變成有權力」、「從有義務（責

任）變成無義務（責任）」。亦即，使法所不允許的權力透過漂洗變成合法

權利，法所規定的限制與義務，透過漂洗而免除其限制與法定義務。 

台灣著名的休閒觀光勝地、南投縣仁愛鄉清境農場，因為地方政府覬

覦觀光產業收入而怠於管制，使多數農舍建築違章擴建，以民宿型態對外

經營。這些民宿 64%位於中高災害風險地區（徐珮君、王家俊，2013），「110

家民宿中，僅 6 家無違章建築，餘 94 家均有違法增建或擴建行為，其中含

有整幢違章建築者高達 60 家，且有 5 家未領有建築執照」（監察院，2017）。 

這些違法的建築結構物，不僅違反南投縣政府在 2012.5所頒布的禁限

建令，位於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4.03.21公告的山崩、地滑或地質敏感區，

根本上即嚴重違反《區域計畫法》、《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法律。然當地政府仍不

顧水土保持的危機，想以「新訂清境風景特定區計畫」將位於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限制開發的違規民宿現址直接劃為允許建築開發的「風景區」

使用分區、就地合法，漠視監察院（2017）對縣政府「任令該地區土地違

規使用情形持續存在」、「未積極主動…查報、制止及取締清靜地區民宿涉

及餐坡地違規使用行為」、「縱容大型違章建築持續存在；……導致清靜地

區違章建築氾濫」的糾正。 

又如近年沸沸揚揚的農地違法興建工廠就地合法化政策的爭議。台灣

在 1974年實施區域計畫以後，將地上有工廠的農地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第一次讓「法無規定」（並非違法）的農地建工廠合法化。之後，因為農地

免課地價稅之誘因而繼續使用農地興建廠房，尤其是特定農業區，成為違

章工廠、狀況已經到非常險峻的情況（地球公民，2016），政府的作法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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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訂、修訂《工廠管理輔導法》26其相關規定，一再予以展延。更由於這

些違章工廠已經發展成產業聚落，如彰化鹿港頂番婆水五金聚落，甚至有

已經發展成世界級製造廠商的企業在其中，政府只能不斷提出就地合法的

政策與法規，冀望能打包此一歷史共業。 

然，根據報導，由於本質上用地的不合法而無法申請興建工業污染廢

棄物處理排放等公共設施，即使是「就地合法」的工廠業者也多次被查獲

偷排污水（張國貞、鄧凱元，2016：82-84）。換句話說，即使形式上合法，

因為實質上不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法理，便宜行事的就地合法並沒有讓

問題解決，甚至讓問題變成新增的「歷史共業」。這裡面涉及的違規工廠逾

64,000家（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2010：1）。 

前述兩個案例皆為典型的政府透過法律制度，將明確違法（違反土地

使用法令）的權利變成法定的權利（農地變風景區用地、農地變工業用地）、

將政府法定的監督與強制（對違章業者處罰與強制拆除）義務轉變成法無

責任，為所謂的「歷史共業」解套的權力漂洗模式。 

二、 都市更新的權力漂洗 

我國都市更新政策一開始就被總統經濟顧問小組（2003）設定為「促

進建築業發展…避免台灣房地產失溫、泡沫化」，政策方向就維持在「導

引民間投資挹注更新重建市場，以帶動營建關聯產業」的思考與作為上。

涉及都市更新的原住居民所面對的是擁有龐大資源（專業知識、技術、財

力、人力等）、受國家政策全面支持的私部門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權力第一

面向的「不同利益與觀念自由競爭」自始就不曾發生。 

而從立法過程中、立法委員們從來不避諱是為了房地產業而修法27，無

助於房地產發展的議題28，根本進不到法條的討論。政策主管機關與房地產

                                                       
26 2001.03.14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046490 號令，公布全文 36 條。2010.06.02

修訂§33、§34，可以透過「申請臨時工廠登記」（及業界俗稱的「臨登」），由政府輔導、

在 2017.06.22前，搬遷到合法的「特定地區」或工業區。當時列管為「臨登」的工廠有

7216家，但輔導成功者不到 40家。2019. 07.24的《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再將 2016.05.20

以前既存的農地違章工廠的合法化期限再展延三年，反而掀起一波違章工廠搶建熱潮。 
27 法案審查期間,蔡家福委員說：「…本席認為只要達 60%以上就可以進行強制更新。…都

市更新是我們擴大內需的重要主題」；邱創進委員:「..但是要改善弱勢族群的生活環境，

也要讓建商有利可圖,否則建商怎會投入？……。政府提供的誘因和業者所付出的心力

相較起來還不一定合算，…」（參閱立法院，2005：80-84）。 
28 以〈條例〉§25-1的歷次修法為例，「民間劃定再以協議合建方式執行的都更是否具備公

共利益之基礎、是否至少應該為維持 8/10與 9/10門檻以嚴格防堵假公濟私的現象」(第

一次)、「將來相關單位會公告權利變動的時間，之後就不會有惡意製造人頭的問題」(立

法院，2007：224)等議題，根本不被討論。甚至原本的提案原因是為了擬增定「重大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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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更不斷在制度、結構、與意識型態上反覆倡議「多數決」以及「受託

行使公權力」等論述，來為都市更新採取「強制參與/排除」正當化，以鞏

固其在都市更新中的優勢地位。以下，針對「多數決」與「受託行使公權

力」論點進行法理依據推衍，並檢視其合理性與正當性。 

本研究藉由「權力三面向」理論，做為解析臺灣的都市更新政策的工

具，用以凸顯都市更新所建構的論述既缺乏對於憲法基本權的對應，實務

執行上也未發現依法律及正當行政程序完成公權力委託的證據，兩者皆缺

乏可以限制人民處分私有財產自由的法理基礎。 

遺憾的是，歷年九次的《條例》修法過程中，政府不僅怠於從根本去

釐清公、私法理的混淆現象，更不斷透過媒體宣傳、都更法令諮詢、解釋

函等官方文件，編造一種將私權「老舊建築改建」等同於公權「都市更新」

的意識形態，處處可見「新地主集團」的斧鑿痕跡（詳第五～七章）。這種

新地主集團操弄土地政策、收為獲利工具的權力漂洗模式，李承嘉（1998）

的一段解析，深刻地反映出權力三面向理論下的權力漂洗軌跡： 

新地主階級挾其以土地產權爲後盾的雄厚資本及財力，在政治上，

藉助民主政治在競選及運作過程中需要龐大經費，而趁機培植或

爭取為期代言之行政官僚及民意代表，取得左右土地政策決策機

會，……；在理論辯解上，則網羅學者專家以學術客觀的名義設

計出「投機無罪，暴利有理」的理論解釋。……逐漸使得土地投

機及社會剝削在政治及法律上具有「明文」規定，在理論及作法

上則披有「文明」的外衣。一但有了「明文規定」及「文明手段」

之後，受剝削者將完全受到「麻醉」而不知反擊，即使偶而豁然

開通，欲予反擊，亦無力可使。 

  李承嘉，1998：219 

即便土地對於「新地主集團」而言，只是過剩資本等待下一波經濟榮

景的避難工具，卻因為投資報酬常高過生產部門，而挾豐厚的政商資源，

持續藉政商學結盟的力量，由政策、制度甚至法律訂頒切入，進行「權力

漂洗」，將法外權力漂洗成法定權力、將法定義務漂洗為不受法律監督（如

次頁圖 4-7所示），而得以去除既有的國家管制、解散社會重分配的各種體

制，降低來自公民社會的挑戰。再透過意識形態洗腦，使社會大眾堅信，

接受者現行都市更新政策者不僅得以改善生活、甚至可以離貧轉富。 

                                                                                                                                                 
害地區之都市更新專章」，最後，通過達 4/5同意的「協議合建」可以對其他不同意者

採「權利變換」、協議不成立還可「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後，讓售予實

施者」的強爭條款都通過了，而「重大災害地區之都市更新專章」根本就沒有成為討論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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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圖示來源

相對

的不平等

深一層的

剝奪，而

除取徑，

新地主集團

：本研究繪製

對的，不同

等權力關係

的譴責犧牲

而且，多數

本研究認

團的權力漂

製。 

意參與者就

的弱勢一端

者(blame th

還是公法遁

為此乃都市

135 

洗 

就是阻礙公

端，還被貼

he victims)

遁入私法、

市更新制度

第四章  權

共利益，不

上釘子戶、

，最後的財

私權僭用公

的最大困境

權力與權利－

不僅淪為意

、貪婪拿翹

財產處分自由

公權的多數

境。 

－權力三面向

識形態所建

的污名，形

由還是被強

數決強制參與

向理論 

 

建構

形成

強制

與/排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第五章  權力漂洗的立法取徑－逸脫於都市計畫之外的§11 

137 

第五章 權力漂洗的立法取徑－逸脫於都市計畫

之外的§11 

承續第二、三、四章的理論梳理與論述脈絡建立，本章進入《條例》

條文的檢證。以§11 允許私部門得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之外、欠缺

「都市更新計畫」指導之下、另行申請更新單元劃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為例，說明缺乏高權的私部門自劃、實施事業計畫，卻得僣用強制參與/排

除制度，為陷都市更新於困境之關鍵。研究分析掌握優勢資源與權力的行

政部門以偏差動員的議題設定，使顯違反《條例》定義及具有違憲疑慮的

私部門更新變成「合法但不合理」，並說明其中的權力漂洗運作及效果。 

第一節整理、說明造成都市計畫失控的§11 及相關聯條文的重點意涵，

第二節運用第二章的國家高權理論來分析所謂的更新單元是否位於「應實

施都市更新地區範圍」的重要性，在第三節中深入解析「主管機關所訂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的法源基礎，論證§11 所依據的「單元劃定基準」，乃層

級過低的自治規則，有違「法律保留」、「不當聯節禁止」法理原則。第四

節從《條例》的基本定義，說明不在「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的更新單

元與事業計畫，明顯違反基本定義，造成《條例》適用上的邏輯矛盾。第

五節以第四章的權力三面向理論，說明主管都更法律的行政部門，如何不

遮掩地藉由定義改寫取徑，迴避§11 違反基本定義而應不適用《條例》的事

實，反運用議題設定，使涉及基本權嚴重侵害的§11 能持續混淆公法、私法，

讓私部門僣用公權，致不願參與都市更新之原住居民難脫基本權受侵害的

威脅，為運用偏差動員進行權力漂洗的典型案例之一。 

第一節  《條例》§11─都市計畫失控 

多位學者強烈質疑《條例》§111允許民間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之規定應予刪除（王珍玲，2012：43；楊重信，2017；林明鏘，

2018：82），文林苑事件發生之前，陳立夫也批評《條例》僅著眼於追求更

新事業實施之簡便，卻忽視其修法之結果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居民等之財

產權、生存權等權益，乃至於公共利益之影響（陳立夫，2008：49），甚至

在立法初期討論，即有立委提出恐有違憲之虞2（立法院，1998a、1998b）

                                                       
1 鑑於討論《條例》相關爭議的學術文獻有極大比例是產生在第 9 次修訂完成（2019.01.30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1038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88 條）之前，這些文獻所使用的法

令條次皆為第 8次修訂版（2010.05.12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6571號令修正公布），

因此本研究所稱〈條例》仍沿用第 8 次修訂版的原條次，並在必要時，附上第 9 次修訂

版的新條次、條文。修訂前後之條次對照，請參閱附錄一。 
2 「立法院第三屆第四會期內政及邊政、財政、司法三委員會併案審查『都市更新條例草

案案第一次聯席會議（1998.01.05） 柯建銘質疑，「[多數決]對人民的財產構或多或少

都會產生影響，也會造成公權力下放，甚至會不會造成財團炒作的工具，均應予審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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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告。然內政部多次作出的解釋函仍強調「都市更新事業具有公益性」3、

「與憲法並無牴觸」4，而在第九次修法迂迴規避，將§11（後§23）5架接成

逸脫於都市計畫的整體規劃、合法卻不合理的私部門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一、 《條例》§11 民間劃定更新單元數最多－基本問題 

依照《條例》§5 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進行全面調查

評估」後，所劃定之「更新地區範圍」，即為§9 及§10 所稱「應實施更新之

地區」。是以，「更新地區範圍」以外之地區者，即為「非經劃定應實施更

新地區」，亦即《條例》§11 所規定者。此法條之文義甚為明確，自不待言。 

根據營建署 2014 年 3 月提供給立法院之全國性統計資料6，在「非經

劃定應實施更新地區」申請劃定都市更新單元之件數，佔全部都市更新單

元劃定件數之比例，全國達 94.85%，臺北市更高達 98.68%（詳表 1-1），顯

示民間自劃更新單元的傾向遠遠高過政府依計畫高權制訂都市更新計畫、

框定更新地區下所劃定（公部門+私部門）的更新單元。換言之，政府經過

全面調查評估（§5）後，認為7「應」優先（§6）或迅行（§7）實施都市更

新之地區，民眾並不認為需要，或幾無意願實施。 

                                                                                                                                        
考」（1998a ：313）；「竟要用「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規範，就要將人家趕

出房子，……恐怕此法將會違憲」（1998a ：314）；「請問多數人可以將少數人的財

產權強制排除掉嗎?公權力可以交給一般的民間公司去執行嗎?如果這些問題無法作妥

善解決的話，本席認為「都市更新條例的前途堪虞。」（1998a ：314）；「更進一步

來說，財團介入都市更新之後，當地整個價值都將有所變動，屆時原來的居民是否仍有

能力居住在當地，恐怕也是一個問題。……內改部首先必須釐清侵犯人民財產權，以致

有違憲之虞的問題」（1998a ：315）。「立法院第三屆第四會期內政及邊政、財政、

司法三委員會併案審查『都市更新條例草案案第三次聯席會議（1998.03.23）趙永清質

疑：過去如此[民間辦理由大家商量百分之百取得]，而現在卻將其訂為所有權人超過半

數，其與憲法規定保障人民財產權會不會有所衝突（1998b：293）? 
3 內政部 2006.12.04 台內營字第 0950184914 號函. 
4 內政部 2009.05.21 營署更字第 0980032581 號函. 
5 《條例》§11 在第 9 次修訂完成後，條號改為§23，以下皆「§11（後§23）」方式表示，

其餘條號亦同。 
6 根據內授營更字第 1030807459號(2014.07.07)覆立法委員尤美女提案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回復辦理情形統計資料」 
7 許多資訊（包含官方）將〈條例》§5 歸類為「一般劃定」，與§6「優先劃定」、§7「迅

行劃定」並列為都市更新的三種劃定方式，本研究認為誤解條文意涵的可能性極大。依

照法律條文的結構，試問，如果§5、§6、§7 是「並列」的劃定類型，則條文的結構應

該一致，但是，§6、§7 根據其明載的「下列各款情下」分別發動優先劃定與迅行劃定，

從而凸顯§5 是「一般劃定」並沒有「下列各款情」並非遺漏，從而證明§5 非「一般劃

定」，至少不是「劃定類型」之一種。同理對照，除§7 基於天災、戰爭後的都市重建似

已不需調查意願、經濟文化狀況即應迅速開展重建工作外，§7「迅行劃定」的其他部分

（如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以及§6「優先劃定」的全部

「各款情形」，難道不需要採行§5 的全面調查及評估、了解居民意願、社經人文特色等

操作方式，即可斷定某一特定地區範圍有公共衛生、安全之虞？即知實施該地區之更新

可事先避免何種重大災害？此為§5 並非「一般劃定」之明證之二。是以，§5 並非「一

般劃定」，而是規範操作方式與計畫內容的總體原則，其理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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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六都劃定都市更新單元件數（2014年 3月以前） 

 經政府劃定更新地區之

都市更新單元(§9、§10) 

未經政府劃定更新地區、自行劃定更新

單元（§11） 
件數(A) A/ (A+B) % 件數(B) B/ (A+B) % B/全國(A+B)% 

台北市 11 1.32% 820 98.68% 70.63% 

新北市 11 4.66% 225 95.34% 19.38% 

桃園市 8 100.00% 0 --- --- 

台中市 1 1.32% 75 98.68% 6.46% 

台南市 8 100.00% 0 --- --- 

高雄市 5 55.56% 4 44.44% 0.34% 

全國 63 5.15% 1,161 94.85% 100.00% 

資料來源：根據內授營更字第 1030807459號(2014.07.07)覆立法委員尤美女提案之「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回復辦理情形統計資料」整理。 

再以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下稱「更新處」）資料來檢視。更新處 2010

年研究報告統計，依《條例》劃定（至 2010.05.31）都市更新地區（單元）

共 633 處，民間依《條例》§11 申請自劃共 403 處（佔 63.7%）、自劃中的

90 處（22.3%）已申請事業計畫（更新處，2010：4-1~128）。再到最新的統

計9（至 2020.07.31）累計共劃定 1,324 處，市府劃定 219 處（16.54%），面

積 732.548754 公頃（73.1%）；申請自劃 1,105 處（83.5%）、面積 269.9525615

公頃（26.9%）。換言之，具高度爭議的§11（後§23）民間自劃更新單元，

並沒有因為爭議檢討、法律修訂而降低比例，反而提高了 20%，從原來不

到總單元數的 2/3，大幅超過總數的 4/5。 

針對上述統計所呈現的現象，監察院（2012）曾糾正內政部「以民辦

為原則，公辦為例外，不僅無法落實增進公共利益，亦造成私人利益衝突

糾紛不斷」、「滋生私益、公益混淆不清問題」，致使都市更本質被扭曲。司

法院 709 號解釋文亦批評，「該等實施者，在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輪盤上，

無法抗拒經濟利益掛帥的籌碼，自難顧及多元社會應有的人文關懷理念」，

除說明政府對於「應實施都市更新」缺乏積極做為外，更凸顯私部門推動

的都市更新幾乎都不在政府劃定的更新地區，在缺乏國家高權介入正當性

下，卻能以少數人即圈定都市更新單元，啟動都市更新行政程序的嚴重性。

而這些極高比例的私部門自劃更新單元的通過，從而有可能走到引用§22

（後§37）的多數決強制參與、§25-1（後§44）的不參與者之強制排除，而

根據§36（後§44）對憲法保障之基本權，難謂無重大侵害之疑慮。 

                                                       
8 都市更新處（2011）,《都市更新資料調查與分析案》. 台北市: 未出版報告. 
9 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官方網站「都市更新推動成果」

https://ur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B649EEAA7A7E35DB&sms=3DCF9FD28E55
9058&s=F0E9E31078AF60FE. 最後瀏覽：20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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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11 直接相關之條文 

蓋都市更新範園或更新單元之劃定，性質上屬「計畫高權」，為計畫主

管機關基於都市規劃整體考量所享有之職權（參閱第三章），允許民間自劃

甚至有違憲之虞。《條例》§11 的規定如下： 

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

其土地再開發利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所定更新單元

劃定基準，自行劃定更新單元，依前條規定，申請實施該地區之

都市更新事業10。 

本條文有幾個關鍵詞必須關注：1. 應實施更新之地區；2. 依主管機關

所定更新單元劃定基準；3. 更新單元；4. 都市更新事業。這幾個關鍵字至

少與以下條文有密切的脈絡關連，包括「更新地區之劃定」的§5（劃定更

新地區、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更新單元、劃定基準）、§6（優

先劃定為更新地區）、§7（迅行劃定更新地區）；「更新事業之實施」的§10

（得就主管機關劃定之更新單元，或依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以及「本

條例用語定義」的§3（都市更新事業、更新單元）。 

進一步解析各條條文，整理各條文意涵以及條文間的關連脈絡（參閱

次頁圖 5-1），這些條文在整體的都市更新推動中，負有以下的關鍵功能： 

1. §5 規範了依《條例》劃定更新地區之法律明文： 

(1) 如何進行「應實施更新」之「地區」界定 

(2) 此「地區範圍」唯一公示於「都市更新計畫」之法定文件中 

(3) 主管機關所「定」之「劃定基準」唯一公示於「都市更新計畫」

此一具法規命令性質的法定文件中 

(4) 訂定這樣一份「都市更新計畫」有那些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 

(5)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必須受「都市更新計畫」之指導； 

2. §6 及§7 規範不同的更新地區劃定取徑： 

(1) 「更新地區」有兩種性質 

                                                       
10 2019.01.30 之最新（第 9 次）修訂，調整為§23，條文如下： 
 未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有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或第六款情形之一者，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按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依

前條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前項主管機關訂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應依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六款之意旨，明

訂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之具體認定方式。 
 第一項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訂定或修正者，應經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之；其於本條例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訂定者，應於三年內修正，經該

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訂定後，主管機關應

定期檢討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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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實施都市更新範圍的重要性－計畫高權 

本節以國家高權理論（詳第二章）說明「都市更新計畫」的法律性質、

效力，以及不可將「視實際需要」解讀為「不需要」的原因及其問題。 

一、 《條例》§5 立法草案探究 

（一）條文內容 

「更新地區」的定義是以單獨、完整的§5 來規範，顯見確立更新地區

之重要性，完成條文規範的操作程序及要件，即可以確立某一空間範圍屬

於「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進而劃出明確的範圍，以能明確指認財產權與

居住自由將承受一定限制義務的原住居民分布範圍。《條例》§5 條文如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都市之發展狀況、居民意願、原

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行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更新

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都市更新計畫，表明下列事項，作

為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指導11： 

一、更新地區範圍。 

二、基本目標與策略。 

三、實質再發展。 

四、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五、其他應表明事項。 

根據規定，「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與確立有幾個要件：1.劃定權責：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2.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從發展狀況到人文特

色，以決定更新地區之劃定；3.適性發展：需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市更新

計畫12；4. 應表明事項：需載明包含更新地區範圍、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

劃定基準；5. 上下指導關係：都市更新事業需受都市更新計畫之指導。 

（二）立法草案原意 

涉及更新範圍劃定、都市更新計畫擬定的《條例》§5，在立法之初的

三個版本（「張俊宏等 31 人版」、「謝欽宗等 46 人版」，以及「行政院版」，

參閱第三章）皆有提出，條次及內容略有差異，其立法重點整理如下： 

                                                       
11 2019.01.30 之最新（第 9 次）修訂，維持原條號，但將「表明事項」移至修正條文第九

條第三項規範，維持「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視實際情況劃定更新地區」的關鍵文字，

卻刪去「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之規定，為違反「指導」原則的民間自行

劃定、自行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做掩護。 
12 「適性發展」為國家空間計畫法制的原則。參閱〈國土計畫法》§6、〈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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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俊宏等 31 人版」條文13重點如下： 
(1) 權責：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 
(2) 全面調查與診斷 
(3) 制訂「更新基本計畫」，載明地區範圍及更新單元之劃分 
(4) 納入都市計畫規定，並配合都市計盡通盤檢討 

2. 「謝欽宗等 46 人版」條文（§14~§17，§20~§22）14重點如下 
(1) 權責：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 
(2) 全面調查及詳細調查，由調查實施者為再開發計畫實施者。 
(3) 制訂「再開發計畫」，載明地區範圍及再開發單元之劃分 

                                                       
13 §6（更新基本計畫之擬定）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應就各都市之發展狀況，進行全面

調查與診斷，研訂整體性更新之基本計畫，表明左列事項，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

公告實施： 

 一、基本目標。 

 二、整體發展方向與課題對策。 

 三、更新地區範圍。 

 四、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調整。 

 五、更新單元之劃分。 

 六、處理方式。 

 七、財務計畫概要。 

 八、實施進度。 

 九、其他應表明事項。 

 前項更新基本計畫，應納入都市計畫規定，並配合都市計盡通盤檢討，做必要之修訂。 
14 §14（調查實施者）：為辦理都市再開發事業，本條例第七條所訂之實施者，得就都市再

開發地區之狀況進行調查，以作為訂定再開發計畫之依據。 

 §15（調查類別）：再開發地區之調查，分為全面調查與詳細調查。 

 §16（全面調查之辦理方式）：全面調查，係指針對再開發地區之經濟特性、人口結構與

分布、空間配置、建築設施整體狀況、景觀設計、環境衛生、交通運輸系統、與鄰接地

區之關係等事項予以調查分析。 

 §17（詳細調查之辦理方式）：詳細調查，係指針對再開發地區之土地權屬、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情形、人口動態、居住密度、公共設施、鄰里關係、居民意願，及其他主管機關

指定事項之調查。 

 §20：再開發計畫地區之劃定權責機關，為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2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調查報告書之結果，配合都市再開發政策之目標，

進行評估，研定整體性之再開發地區劃定計畫後，劃定再開發地區。 

 前項之再開發地區劃定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依都市計畫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更

程序，納入主要其計畫，公告之： 

 一、基本目標。 

 二、整理發展方向及實施方式。 

 三、再開發地區之範圈。 

 四、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之調整。 

 五、再開發單元之劃分。 

 六、其他應載明之事項。 

 §2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外之實施者，得於提出調查報告書後，擬具再開發地區

劃定建議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要求劃定再開發地區。 

 前項再開發地區劃定建議書之內容，應載明前條第二項所列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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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院版」條文15重點如下： 
(1) 權責：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 
(2) 全面調查及評估 
(3) 制訂「更新計畫」，載明地區範圍、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4) 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將三個立法提案有關「都市更新計畫」擬定與應載明事項規定與《都

市計畫法》中的「更新計畫」擬定與應載明事項比較（表 5-2），可以發現，

當時以在野黨身份提案的「張俊宏等 31 人版」反而是與《都市計畫法》的

相關規定最吻合的版本。反之，「行政院版」則是與《都市計畫法》的相關

規定差異最大的版本。 

表 5-2 《都市計畫法》與各草案都市更新計畫擬定作業及應表明事項規定 

 張俊宏等 
31 人版 

謝欽宗等 
46 人版 行政院版 都市計畫

法 
1995.12.01 1997.04.19 1997.09.20 1973~迄今 

劃定權責機關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全面調查     （註一） 

訂定都市更新/再開發計畫     

更新地區範圍     

土地使用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調整     

更新單元劃分 
更新單元 

  
 

 （註二） 
劃定基準  

財務計畫     

實施進度     

指導事業計畫（依據）  （註三）    （註二） 
註一：《都市計畫法》§66：「更新地區範圍之劃定……分別依照有關細部計畫之規定程序

辦理」；而細部計畫之辦理（§22~25），乃根據主要計畫書（§15）（需載明社會、經
濟之調查），故合理推定符合全面調查之要件。 

註二：《都市計畫法》§65「更新計畫」應表明事項包含「事業計畫」。 
註三：「說明」欄明載「……作為實施都市更新之指導，以期達成有秩序、有計畫之更新」。 

                                                       
15 §5：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

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市更新計

畫，表明下列事項，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一、更新地區範圍。 

 二、基本目標與策略。 

 三、實質再發展。 

 四、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五、其他應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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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提出立法草案的「行政院版」，並未在議案關係文書中說明為何不

能在「參考國內外都市更新理論、法令、實務及案例，並考慮我國行政體

制及相關法規實施經驗，全面進行檢討並深入研究後」，以擴大修訂《都市

計畫法》的「舊市區之更新」專章方式來達到「有一套完備的法令規章，

與健全的執行體制」的立法目的，也未就都市更新計畫擬定及其應表明事

項上，針對「張俊宏 31 人版」、「謝欽宗等 46 人版」的優缺點比較，以及

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說明。因此無法瞭解，為何原本在《都市計畫法》的

更新計畫就必須要有的「財務計畫」、「實施進度」，換到《條例》的都市更

新計畫時，就全然不需要。這也造成了許多所謂依《條例》規定擬定發佈

的「都市更新計畫」16，找不到調整公共設施的財務計畫、實施進度，當然，

也沒有預定完成更新的時間表。 

二、 《條例》§5 之內容分析 

對照《條例》及三個草案版本，可發現文字雖略有差異，但大原則可

視為一致。以下以《條例》通過版來分析條文的意涵： 

（一）劃定權責─國家高權與公權力獨佔 

《條例》§5 開宗明義即確認都市更新計畫、劃定更新地區之權責在「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17，並無其二18。司法院第 709 號解釋文即名揭

「都市更新為都市計畫之一環」、「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法律依據」、

「本質上係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事務」，內政部（2012）也明白表

示「……更新地區之劃定……，俱屬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層次」、屬地方自治

權限事項，原本就應謹守「公權力獨佔」原則，並無轉授權於公法上職務

上公務人員以外個人或團體制訂之理。 

當然，民眾仍可根據《都市計畫法》§24 之規定19，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在「全面調查及評估」後、仍判定為不足以劃定為更新地區之

                                                       
16 如 2008.01.11 公告之「劃定『臺北市北投區振興段二小段 57 地號等 27 筆土地為更新

地區』都市更新計畫案」、2008.04.11 公告之「擬定中壢市新明市場更新地區都市更新

計畫案」、2009.07.28 公告之「劃定臺北市文山區木柵段三小段 623 地號等 38 筆土地

為更新地區」、2011.09.16 公告之「劃定臺北市信義區犁舍段三小段 297 地號等 21 筆土

地為更新地區」、2013.09 公告之「新竹火車站後站地區都市更新計畫書」……（以上為

隨機蒐取，不代表整體狀態）等所謂「依都市更新條例」發佈的「都市更新計畫書」，

完全找不到調整公共設施的財務計畫、實施進度，當然，也沒有這個「更新地區」預定

完成更新的時間表。 
17 〈條例》§7 基於迅行劃定之需要，上級主管機關並得逕為辦理。 
18 「謝欽宗等 46 人版」把「調查」、「擬具再開發建議書」與「劃定」做區分，前者屬「實

施者」可以執行，後則仍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19 《都市計畫法》§24：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

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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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範圍，基於土地所有權人主觀希望進行都市更新，重新檢討劃為（或

劃入）「更新地區」範圍之必要性，並依同法§2520保障民眾向上級機關申訴

的權利後，如確認無實施都市更新之必要（亦詳 p59~60 第二章「公權力獨

佔」），自不再適用《條例》、辦理更新事業。此亦為「謝欽宗等 46 人版」§14

明訂私部門可以為「再開發計畫」之「調查實施者」21，但僅能擬具再開發

地區劃定「建議書」，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劃定再開發地區（§22），

僅為「提議權」、而非「請求權」，更非「擬定權」（王珍玲，2012：11），

未逾越「計畫高權」不得授予私人之法理，這是「張俊宏等 31 人版」與「行

政院版」，以及現行《條例》未予界分，致公權混淆私權、孳生爭議的地方。 

（二）全面調查及評估─公益性、必要性之證成 

其次，明訂劃定更新地區需依據前置的「進行全面調查及評估」作業22，

包括「發展狀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目的顯在

證成該特定地區被劃入都市更新有其公益性、必要性。反之，如果經過「全

面調查及評估」後，確認沒有劃定更新地區的必要性，而判定為「不需」

或「不應」劃定實施更新之地區，自不再適用《條例》、辦理更新事業。足

證確實執行「全面調查及評估」之關鍵性不言可喻。「謝欽宗等 46 人版」

更於§15 區分為全面調查與詳細調查，在§16、§17 分別規範了兩種調查需

要涵蓋的課題，除屬於都市計畫權限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外，並不少

於《都市計畫法》§15 主要計畫書、§22 細部計畫書所訂的內容，甚至更強

調居民意願、地區鄰里關係、土地及建築利用現況等，貼近區域內原住居

民生活現況的調查。 

（三）適性發展─因地制宜的都市更新計畫 

而「視實際需要」銜接「分別訂定」的規定，乃指在全面調查及評估

後，基於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狀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

及人文特色」，必須適性發展，從而判定某（或多個）特定範圍需要或不需

要進行都市更新，進而「分別」為這些需要進行更新地區、依「實際需要」，

制訂與其他更新地區或有差異的目標策略、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等應表明事

                                                       
20 《都市計畫法》§25：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申請變更細部計畫，遭受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分別向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

請求處理；經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依法處理後，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再提異議。 
21 「謝欽宗等 46 人版」§14 明訂「再開發計畫」的「調查實施者」為：1.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2.前款以外之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3.都市再開發專業機構；4.都
市再開發團體；5.私人，包括再開發地區內之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地上權人、

永佃權人、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或資金提供人。 
22 所謂的「全面調查」後之決定，亦應符合《行政程序法》§164「行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

土地之特定利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涉及多數不同利益之人及多數不同行政機關權

限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及聽證程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以證成其

公益性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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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也因此，不應該會是一套一體適用（one size fits all ）的更新計畫來適

用於不同的更新地區。 

內政部（2012）在回覆監察院之糾正時亦表明「應由地方自治團體視

各該都市計畫之發展及執行情形，分別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予以區分不同

之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以收因地制宜之效」，故，「適性發展」實為是否核

准「事業計畫」非常重要的判斷要件。然而，「視實際需要」似乎被主管機

關斷章取意、消極地解釋成法律用詞之「得」，從而解讀為：主管機關在「進

行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後，「得」分別訂定都市更新計畫，以

及「實際不需要」而「得不」訂定都市更新計畫，僅留下已劃定的更新地

區範圍，以及沒有都市更新計畫（書）下，原本應是「因地制宜」而訂定

的「不同之更新單元劃定基準」即失所附麗、實質不存在的問題。 

（四）應表明事項─載明適性發展的劃定基準 

承上，不同地區的更新計畫乃為劃定個別「更新地區範圍」而進行，

一個都市更新計畫（書）指認一個特定範圍「展狀況、居民意願、原有社

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並規劃該地區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才符合地區的實際需求、凸顯地區特性。從而也確立單元劃定基準必須是

公示於各個都市更新計畫（書）中，否則，即違背「分別訂定」與適性發

展的原則，「全面調查及評估」也失其意義。 

另一方面，若無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書），原先必須記載於計畫（書）

之中的地區範圍、劃定基準，即自始無附麗之載體，也就沒有啟動更新單

元劃定、實施更新事業之可能，當然，就不適用《條例》的任何獎勵。理

解這個簡單的邏輯，即可以理解§10 的「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乃基於

訂有都市更新計畫（書），而有適合該特定地區範圍的「單元劃定基準」，

在這種前提下，§10 可以辦理「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以及「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乃有所依據。反之，§11 的「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則有缺乏法

理依據的疑慮，不能適用《條例》申請事業計畫。 

（五）上下指導關係－「都市更新計畫」為等同於細部計畫之法規命令，

具有約束力 

土地固然有其公共性、社會性，利用應以公共福祉為優先，故土地所

有權人對於土地權利之行使自應顧及社會利益之調整並無爭議，然皆需嚴

守依循「土地利用計畫」為前提，始能釐清與框限土地所有權人對所有土

地之「供用義務」，否則「供用義務」之立論將有侵害國民基本權利之危

險性（陳立夫，2008：46)。換言之，「更新地區」是指都市更新計畫（書）

內所記載的實施範圍（一款），基於更新計畫（書）會敘明全面調查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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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以證成（二、三、五款）此一地區被劃為更新地區的公益性、必

要性，並做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上位指導計畫。從而確立「更新地區」

的揭示不能是獨立於都市更新計畫（書）而存在，且是一對一的關係23。此

一論點，也在第九次修法中被「行政院版本」24採用。「修正草案總說明」

第一點即明述：「更新地區劃定或變更應併同提出都市更新計畫，循都市計

畫程序辦理」。此一論點並非創見，而只是回歸《都市計畫法》有關細部計

畫擬定的相關規定25而已。 

三、 法定「單元劃定基準」唯一來源─都市更新計畫（書） 

歸納前小節對於《條例》§5 及草案版相關法條文字意涵分析，可以獲

得以下的結論： 

1. 劃定更新範圍（地區）之所以必須進行全面調查評估，乃作為證成劃

為更新地區、實施更新事業之公益性、必要性之依據，以具備得以引

國家高權介入干預之基礎。 
2. 未被劃為「更新地區」之特定地理空間，顯為不需要、非「應該實施

更新之地區」。 
3. 更新計畫（書）乃唯一載明更新範圍、單元及其劃定基準之行政計畫。 
4. 沒有更新計畫（書）即無「單元劃定基準」之存在。 
5. 從而，「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不應有「單元劃定基準」可

茲依據，從而無法適用《條例》而實施事業計畫之推論，應無違誤。 

基於「法律本身即為目的」、「同一法律中苟使用同一用語，……若無

特別理由，亦宜作同一解釋」（楊仁壽，1986：124），《條例》§5、§9、§10

對於「應實施更新之地區」之文義明確，乃「表明」單元劃定基準所在之

都市更新計畫（書）的構成要件，依法律「反向解釋」（Umkehrschluss）原

則，導出以下結論─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即無法適用《條例》、實施

更新事業─顯無疑義。況，無都市更新計畫（書）擬定，「單元劃定基準」

即失所附麗而不存在，因此，我們必須問：§11 的「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

地區」何來「主管機關所訂」之單元劃定基準呢？  

                                                       
23 臺北市一地方自治權限之計畫高權，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分別於 2000.06.26 公

告「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案」（131 處、256.78 公頃）， 2002.10.28「劃定臺北市健

康路、寶清街口西南側等 58 處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案」（58 處、54.06 公頃）。至 2018.12.10
再公告「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廢止先前公告之更新地區範

圍，全市縮減為 85 處（655 公頃）。如各次計畫書所載，每一「計畫」包含了數十、上

百個「都市更新地區」，其所謂「劃定基準」為劃定更新「地區」之用，且沒有〈條例》

§5 所規定「應表明事項」、針對各「更新地區」分別訂定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故與

〈條例》所訂的「都市更新計畫」是外觀類似，但法源不同，實務上已混淆使用。 
24 行政院於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2 次會議期間（2017.12.08），以院總第 686 號 政

府提案第 16184 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提出「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25 參閱〈都市計畫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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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探討 

都市更新制度從更新區域之確定到罰則獎勵規定，莫不與人

民權利義務息息相關，所以該制度之本體（主要核心內容）應由“法

律" ，而非“命令"或“自治規章"加以規範，始符法律保留原則。 

 林明鏘，1998：3 

一、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法源疑義 

司法院 709 號解釋理由書明揭，都市更新單元之申請劃定所開啟的行

政程序，「將使多數人被迫參與都市更新程序，而面臨財產權與居住自由被

侵害之危險」，明確點出更新單元之劃定，已涉及該特定空間地區範圍內的

居民受否受到《條例》的限制而必須被迫履行參與都市更新事業的義務。 

公部門擔任實施者時（§9）並不需要取得所有權人同意26，民間實施都

市更新有§10 及§11 兩種取徑。私部門循§10 自行申請劃定更新單元，可解

為所依據的劃定基準，乃出自§10「經劃定應實施更新地區」、明載於為該

特定地區擬訂的都市更新計畫（書）內的「劃定基準」，這部份與§5 規定一

致，並無爭議。相對的，既然§11 並不在「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

當沒有都市更新計畫（書）的制訂，即使先擱置私部門是否能夠實施以多

數決為強制基礎的都市更新事業的問題，也必須先直接與其「單元劃定基

準」從何而來、合法性依據等質疑正面對決。那麼，在整部《條例》並無

主管機關得「另訂」劃定基準的規定下，過去（2014 年 3 月止）臺北市 98.68%

的私部門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如何劃出來呢？ 

首先，重申《條例》中對於「單元劃定基準」，僅規定載明於具有法規

命令性質的「都市更新計畫」法定文件中，而且不論§10 或§11 的「所定更

新單元劃定基準」法條文字的前後，也都沒有「主管機關另訂」或「得另

                                                       
26 從《條例》規定同意門檻之§22 條，僅規定§10「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

行組織更新團體實施該地區之都市更新事業，或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而獲

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以及依§11「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申請實施該地區之都市更新事業」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

並無依§9「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自行實施……」，以及最近一次修法，將§22
（後§37）的「公開評選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從免徵求同意書提高為「應

經更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

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但仍未修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自行實施」，確認公部門擔任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不需要取

得單元範圍內所有權人簽署同意書。此與主管機關依據都市計畫，徵收私有土地、開闢

計畫道路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除「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並無須取得所有權人同意一樣。 
 免徵求同意書部分亦參閱修訂理由「依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經公開評選委託都市更新事業

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都市更新案，免徵求同意」、「由民間都市更新事業機構強制實施之

正當性易遭質疑，恐有違憲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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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應予法律定之 

都市更新單元之申請劃定已涉及「財產權與居住自由被侵害」（司法院

709 號解釋）的疑慮，相關規定需以法律定之。然〈更新自治條例〉為地方

自治團體所提、經地方民意機關通過之「自治法規」，「更新單元評估標準

表」又為〈更新自治條例〉之附件，與〈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

段作業須知〉一樣，層級之低，顯不符合「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者」，應

以法律定之29的「法律保留原則」（Vorbehalt des Gesetzes）30。 

（二）地方自治規定與中央法律抵觸無效 

再查，《憲法》§170 及《中央法規標準法》§4明確揭示所謂的「法律」

僅為「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者，前述§11 所跳接的「單元劃定基準」

之法律依據，顯非「法律」，甚至不及法律所授權制訂的法規命令（都市更

新計畫），恐為無意義的跳接，此有《地方制度法》§30 明訂，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之規定「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可

證，為「法律優位原則」（Vorrang des Gesetzes）之適用。亦即，地方之〈更

新自治條例〉若作與中央法律之《條例》所未授權之規定，即違反前述「法

律保留原則」，生抵觸法律之疑義。 

（三）地方自治規定明揭應先適用《條例》之規範 

再者，臺北市〈更新自治條例〉§1-Ⅱ亦有明文「有關都市更新，除都

市更新條例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另有規定外，適用本自治條例之規定」。

前文已論證「單元劃定基準」唯一法定來源為依《條例》§5所擬都市更新

計畫（書）（列於應表明之事項）、不同更新地區本應有不同之單元劃定

基準，若主管機關經全面調查評估後、不認為有需要訂定更新計畫，判定

為§11所定義之「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則即無「都市更新計畫」

之擬定，亦無「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存在之條件。足證「都

市更新條例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已有明確之規定，即無得再適用〈更新

自治條例〉之理。 

（四）自治規定之劃定基準不符全面調查要求 

                                                       
29 詳細規定，參閱《中央法規標準法》§5。 
30 所謂「法律保留」乃基於法治國家，以法律規範行政行為及人民權利義務，必須

遵守「法確定原則」（Rechtssicherheit）而發展出來的憲法學「重要性理論」

（Wesentlichkeitstheorie），指的是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的重要事項，皆須透過立法機

構所訂定的「法律」來加以規範，不可以假手授權行政權以行政命令決定，避免

人民的基本權利遭道行政權的恣意違法侵害（陳新民，2000：70~70）。而都市計

劃的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就具有「法規命令」性質。需要經

過「都市更新計畫」來整體評估、規劃、劃定的更新地區、單元以及單元劃定基

準，不得單獨以層級更低的「辦法」、「準則」…等來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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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萬步言，即便不處理法理矛盾、法律層級抵觸的問題，而現縮為都

市計畫的實務操作，認為以「更新單元評估標準表」來決定單元的劃定比

較容易遵循、易於操作，也至少有下面課題需面對。 

在捨棄循中央法令之《條例》規定、在「都市更新計畫」中訂定劃定

基準提供公、私部門實施者申請畫定更新單元之途徑下，另依《地方自治

法》自行訂定劃定基準，允許私部門就未劃定更新範圍之土地建物提出劃

定都市更新單元之申請，並准予「申請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至少

應檢視、回應「主管機關所定更新單元劃定基準」是否可以取代§5 所要求

的「全面調查評估」，否則即違背「視實際需要」實施更新事業的大前提。 

再以「更新單元評估標準表」為例，所條列的 14 項「指標」31除了大

致可呈現「發展現況」外，並不能反應「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

及人文特色」等§5 規定劃定更新地區之要件，也缺乏《都市計畫法》§6532

所規定的「更新計畫」內容，遑論符合同法§22 規定之細部計畫應具備內容，

也失去「收因地制宜之效」的功能。 

（五）評估標準不符因地制宜，違反不當聯結禁止 

以全台北市各地區一體適用、無「分別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予以區分

                                                       
31 十四項指標為：1.更新單元內屬非防火建築物或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棟數比例達 1/2 以

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2.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狹小，

寬度小於 6m 者之長度佔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 1/2 以上；3.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建築

物面積比例達 1/2 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20 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

鐵造、30 年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40 年以上之鋼骨混凝土造；4.更新

單元內建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及樓板等腐朽破損或變形，有危險或有安全

之虞者之棟數比例達 1/2 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5.更新

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地面層土地使用現況不符現行都市計畫分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

達 1/2 以上；6.更新單元周邊距離捷運系統車站、本府公告之本市重大建設或國際觀光

據點 200m 以內；7.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無設置化糞池或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

辦理鑑定該建築物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均未經處理而直接排放之棟數比例達

1/2以上；8.更新單元內四層以上之合法建築物棟數佔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棟數達1/3以上，

且該 4 層以上合法建築物半數以上無設置電梯設備及法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者；9.更新

單元內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不符內政部 78.05.05 台內營字第 691701 號修正之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者之棟數比例達 1/2 以上；10.穿越更新單元內且未供公共通行之計畫道路之

面積比例達 1/2 以上；11.更新單元範圍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

容積之 1/2。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計算，以合法建築物為限；12.更新單元內平均每戶

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 2/3 以下或更新單元內每戶居

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戶數達 1/2 者；13.內政部及本市

指定之古蹟、都市計畫劃定之保存區、本府指定之歷史建築及推動保存之歷史街區；14.
更新單元面積在 3,000 ㎡以上或完整街廓，並應舉辦地區說明會及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均超過 3/10，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3/10 之同意。 
32  §65：更新計畫應以圖說表明左列事項：一、劃定地區內重建、整建及維護地段之詳細

設計圖說；二、土地使用計畫；三、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之設計圖說；四、事業計

畫；五、財務計畫；六、實施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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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之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以收因地制宜之效」（內政部，2012）效果的

「更新單元評估標準表」，來作為劃定依據及審定標準，因為並不需實質

探究擬劃入更新單元內之建物、實質耐震力，逾越《條例》§6優先劃定之

立法意旨，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883號、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647號等實務判決，以違反「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Kopplungsverbot），駁回市府上訴確定。 

綜上，規避中央法令規定（《條例》§5），另於地方自治法規定訂中

央法令所無、未授權之劃定基準，除了有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涉及

人民權利、義務之事項」應以法律定之的規定，與《地方制度法》「自治

條例、自治規則之規定，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

效」之虞外，也無法真正替代「全面調查」後「因地制宜」的效果。是以，

司法實務判定：地方政府訂在自治規定裡的單元劃定基準，因加入與中央

法規無關之規定致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評估標準之判定僅作審查

未經實質專業調查、耐震力僅依技術規則做唯一標準未經專業之檢測即驟

為判准、訂定與《條例》劃設要件無關之指標……等，裁定台北市政府所

核准之更新計畫撤銷確定。 

足證，主張位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地區」的街廓或個別基地，可

以依§11、有所謂的「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可以據以劃定更單

元、實施事業計畫，顯有嚴重的矛盾。 

原本依照《條例》的架構，以§5 屬於法規命令性質之都市更新計畫（書）

內所載的單元劃定基準進行單元劃定，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法律

依據，並無問題。用不負責任的方式夾帶§11 這種造成內部結構矛盾的規定，

跳接解讀成地方自治層級的「評估標準表」以及「作業須知」就是《條例》

§10 所指的「主管機關……所定更新單元劃定基準」，僅顯露公部門急於成

就「振興營建業」的政策支票，而忽視公法上之義務，任由公法遁入私法

（Flucht in das Privatrecht）、往便利私部門實施更新傾斜33，是對財產權、

居住權等基本權最嚴重之侵犯（陳立夫，2011：186；王珍玲，2014：9）。 

 

  

                                                       
33 關於公法遁入私法、便利私部門實施都市更新之指摘，參閱院總第 666 號、委員提案第

15234 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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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都市更新事業與更新單元之法律定義 

從前述三節的分析，說明§11 允許「更新單元」與「都市更新事業」可

以不在「更新地區」內，是造成《條例》內在法邏輯矛盾與衝突的根源。

不僅與都市計畫學理與實務相違背，也與《條例》本身的法律定義衝突。

本節檢視§3「本條例用語定義」，來理解更新單元與都市更新事業的界定。 

一、 法律用語定義 

法律中的用語（詞）定義，乃利用法理學的邏輯論理技術，把所指涉

事實的法理問題、法律限制甚或義務以及權利，修辭簡化成精簡的專有名

詞、明確立法本旨。法規用詞具專門性、技術性者，應使一般人瞭解為目

的。法規用詞依一般人民之認識有多重意義，或用詞之意義不夠明確者，

則需加以界定、解釋；已明確或普及之用詞有擴張或限制解釋之必要時，

得於語法中為獨特之解釋；為法規使用便捷，而以代名或簡名替代原有名

詞，需要解釋。 

美國法哲學權威學者 Michael S. Moore 教授（1985: 296）指出，任何

滿足定義的充分要件（sufficient criterion）者，必為定義所涵攝；反之，任

何缺乏定義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riterion）者，必在定義所涵攝之外。顯

然，《條例》本身所規範的實施更新的前後脈絡（context），啟動的核心要

件皆為「在更新地區內」，清楚地把都市更新事業與都市更新單元「定義」

為以在「更新地區內」為成立條件。 

法律詞彙有一定的語言規則與演變，需在這些嚴謹的規限之下，運用

這些規則並遵從其特點（李淑華，2012：368），使該法律具有一致性、彰

顯立法意旨。即便在法律適用上因認為該法律名詞之文意過於狹隘、需對

定義的涵攝做擴張解釋，也必須是在文意的射程之內（楊仁壽，1986：

134~136）。因此，被列入法律用語（詞）定義之專有詞彙，甚至影響後於

該法律訂定的其他法律的解釋。 

二、 「草案」用語定義之比較 

「更新單元」與「都市更新事業」的界定，分別規範在《條例》§3.Ⅰ(2)、

§3.Ⅰ(3)。此兩款定義，自 1998.11.11 首次公告以來即未曾調動。條文如下： 

二、都市更新事業：係指依本條例規定，在更新地區內實施重建、

整建或維護事業。 

三、更新單元：係指更新地區內可單獨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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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查《條例》首次公告前，三個「草案」版本對於「更新單元」（或再

開發單元）、「都市更新事業」（或都市再開發事業）之定義（詳表 5-3）。從

立法院院會法案三讀之會議記錄中，「審查會」之「說明」欄內，是註明刪

除「張俊宏等 31 人版」及「謝欽宗等 46 人版」的定義（立法院，1998a：

295）。在未說明刪除原因下，採用「行政院版」的定義，而一直沿用至第

九次修訂前，未曾更動隻字片語。合理推論，「更新單元」與「更新事業」

必須位於「都市更新地區內」之定義，20 年來並無適用上的疑義，實務上

也未曾產生困擾。 

表 5-3 都市更新條例草案對於更新單元、事業計畫之定義 

 更新單元 
（再開發單元都市再開發事業） 

都市更新事業 
(都市再開發事業) 

張俊宏等
31 人版 --- 

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在都市更新
地區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
等實質建設之事業，區分為第一
種都市更新事業及第二種都市
更新事業。 

謝欽宗等
46 人版 

係指依再開發計畫之劃分，實施
都市再開發之個別單元。 

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在都市再開

發地區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
護之有關事業及其附屬事業。 

行政院版 
係指更新地區內可單獨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之分區。 

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
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
業。 

公告版 同行政院版 同行政院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表列各版本。 

三、 定義辨析 

「本條例用語定義」清楚揭示所謂「更新單元」必須具備位於已劃定

為更新地區之內、可以單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一個「分區」的前提要件，

才屬於《條例》法令效力所涵蓋與賦予權利的「更新單元」。反之，不在「更

新地區」內者即不符合《條例》所定義的「更新單元」及「都市更新事業」，

自不能適用《條例》規定、享受所賦予的權利，包括容積獎勵、稅費減免，

當然更不可能適用強制參與、強制排除的規定，法理脈絡至為淺白。 

回溯《條例》制訂的最初意旨－1997.09.20 行政院提立法院之「條例（草

案）」之說明，開宗明義直指過去之都市更新「大多為小規模零星進行」、「投

入龐大的人力、財力」、卻「對於都市整體再發展之助益不大」。乃基於民

間限於資源、無能力做好「全面調查評估」工作所致，故《條例》明訂此

責任為政府主管機關之當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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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條例》的制訂者們本即深知沒有經「全面調查評估」而制訂

的都市更新計畫（書），即無法證成某特定地區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公益性、

必要性，遑論從法律定義以觀，「更新單元」與「都市更新事業」即紮紮實

實、毫無懸念地定著於「更新地區內」的基礎之上。 

彙總上述分析，確立要能夠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必須要先劃定更新單

元，而劃定更新單元必須根據載明於都市更新計畫（書）中「劃定基準」。

顯然，沒有都市更新計畫（書）的制訂，即不會有「更新地區」及以下其

他程序。而《條例》§11 之功能，卻是賦予被《條例》§5～§7 所排除、無

施行都市更新必要的都市地區進行「更新單元」劃定之法律依據。這不僅

與更新單元及都市更新事業的定義不符，也因為上位指導計畫－都市更新

計畫－的缺席，而找不到§11 中所指單元劃定基準之法律根據。 

本研究第三章第四節「台灣都市更新政策提出的時空背景－如何從「都

市」的更新變成為了振興營建業？」梳理政府發佈的重大政策計畫，發現，

1995 年「全國建築會議」將 1993 年「振興經濟方案」、1994 年「國土綜

合開發研討會」的課題「農地釋出」、「放寬土地使用限制」，跳接成「獎勵

民間參與都市更新」、「振興營建業」，以作為第一屆總統直選、執政黨候選

人的政見。而在 1996 年的「營建政策白皮書」中，都市更新已經被賦予「刺

激營建產業」的重任。 

在主管機關一味想要導入私部門投資辦理更新事業下，對於《條例》§11

有違反定義、侵害憲法保障財產權之虞的問題，內政部只能曖昧地以幾份

解釋函閃避民劃更新單元缺乏法源依據的問題，以跳接§11「無劃定更新地

區」+「民劃更新單元」+「民辦更新事業」這種繞道、開外掛34的取徑。 

法律本身即為目的（楊仁壽，1986：124），從以上分析可以清楚歸納，

不論是從《條例》本身的「定義」，或從「都市更新計畫」不能缺席的前提，

在在凸顯出§11 所橫空嫁接的「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的存在，都與

這部以都市規劃理論實務為基底的法律目的不符，是造成這部《條例》有

根本的邏輯斷層、以及理不清的衝突矛盾的根源。這不僅是一種遷就現實

的降格作法（林明鏘，2006：289），更涉及中央法律規定牴觸，造成民辦

更新於法無據，然後讓公權力變成房地產開發的推土機，反過來侵犯憲法

保障人民之基本權（王章凱、黃建二，2012：141），不能不嚴肅看待。 

 

  

                                                       
34 開「外掛」（plug-in / cheater）是線上遊戲的術語。指某些玩家利用電腦技術專門針對電

腦遊戲進行一些修改後，達到充分有利於自己玩遊戲、影響公平性的作弊程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第五章  權力漂洗的立法取徑－逸脫於都市計畫之外的§11 

157 

第五節 第二循環的偏差動員─用法律迴避問題 

綜上論述，從「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必須在「更新計畫」

中所明訂的「劃定基準」始能據以劃定來看，《條例》的內在矛盾顯不難解

析。易言之，《條例》的整體邏輯從§3「用詞定義」、§5～§7 的更新地區劃

定及都市更新計畫擬定，再銜接到§9、§10 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的實施，淺

現易懂。凸顯§11 才是與整部法令的立法邏輯衝突、造成內在矛盾的根源，

從而，專家學者呼籲刪除§11 的議論，並非高調理論。然而，行政部門主導

的第九次修法對於這樣明顯而容易解決的矛盾處理，卻令人錯愕、失望。 

一、 切割定義―《條例》§3（後§3）問題分析 

（一）修訂重點： 

1. 增訂「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之定義 
2. 修改定義： 

(1) 重新定義「都市更新事業」定義，移除「在更新地區」做為都市

更新事業成立之充分、必要條件，改為「在更新單元內」； 
(2) 重新定義「更新單元」，移除「在更新地區」做為更新單元成立之

充分、必要條件，改為「單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範圍」。 

表 5-4 《條例》§3（後§3）修正前後條文對照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三條 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 
一、都市更新：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

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

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都市更新：指依本條例所定程

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

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二、更新地區：指依本條例或都市計

畫法規定程序，於都市計畫特定

範圍內劃定或變更應進行都市

更新之地區。 
三、都市更新計畫：指依本條例規定

程序，載明更新地區應遵循事

項，作為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之指導。 
二、都市更新事業：係指依本條例規

定，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建、整

建或維護事業。 

四、都市更新事業：指依本條例規

定，在更新單元內實施重建、整

建或維護事業。 
三、更新單元：係指更新地區內可單

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 
五、更新單元：指可單獨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之範圍。 
（以下略）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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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條文評析 

1. 關於增訂「更新地區」及「都市更新計畫」定義之解析 

針對《條例》§3 修訂第二、三款部分，立法說明指出： 

增訂第二款更新地區之用詞定義，規定本條例所指之更新地區，

係依本條例或都市計畫法規定程序劃定應進行都市更新之地區，

俾資明確；增訂第三款都市更新計畫之用詞定義，規定都市更新

計畫係依本條例規定程序載明更新地區應遵循事項，以作為更新

地區內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俾資明確。 

都市計畫實務操作，是在「計畫書」中，將實施的「地區」，以文字、

圖說、表單等，將都市計畫實施的地區範圍加以釐定，做為計畫書之「應

表明事項」中之「款」。《都市計畫法》§7「本法用語定義」中並無將「都

市計畫範圍」另行定義之作法（參閱《都市計畫法》§3、§7、§10~§12、§15、

§2235），從未造成都市計畫實施之困擾。其次，「更新地區」及「都市更新

計畫」的定義是以單獨、完整的§5 來規範，並做為一份具有法規命令的行

政計畫，明確指認財產權與居住自由將承受一定限制義務的原住居民分布

範圍，使公權力得以介入。從此觀點，透過§5 條文內容來理解並實現「更

新地區」及「都市更新計畫」的法律意涵，執行上並無發生困擾，從而，

在《條例》中增加「更新地區」之定義似非必要。 

但若仍欲從《條例》§5，本來有一定完整性的定義中，另外抽離出來

加以定義，應該是要比原§5 更為明確才有實益。故，似應將其重點放在強

化「更新地區」與「都市更新計畫」之一對一關係，確立「地區」其為「計

畫」之「應表明事項」，使更符合都市計畫體制。 

2. 重新定義「都市更新事業」改為「在更新單元內」，將「更新單元」，

改為「單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範圍」 

立法說明指出「都市更新事業之實施，應以經主管機關劃定或核准之

更新單元為範圍，爰將第二款『更新地區』修正為『更新單元』」，但並未

解釋為何「都市更新事業」不是在空間範圍更大、經全面調查評估後，認

為有必要實施都市更新而劃定「更新地區」之內。本章第二節亦已論析，

                                                       
35 〈都市計畫法〉§3：「本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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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之規劃而言。」；§7 之「本法用語定義」（無另將「都市計畫地區」或「主要計畫

地區」、「細部計畫地區」單獨定義）；§10 之「市（鎮）計畫」（不另訂「市鎮計畫地區」

定義）、§11 之「鄉街計畫」（不另訂「鄉街計畫地區」定義）、§12 之「特定區計畫」（不

另訂「特定區」定義），§15 之市鎮計畫應表明事項下列「二、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

圍」；§22 之細部計畫應表明事項下列「一、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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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全面調查評估後，因確有需要而擬定「都市更新計畫」，並在計畫書中

明揭「更新地區」以及地區內被指定的更新單元及其劃定基準，乃貫徹計

畫高權，以據法規命令性質的「行政計畫」、等同細部計畫的「都市更新計

畫」來指導下位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才不會再回到 1997.09.20 行政院

提立法院之「條例（草案）」說明中所指、立法所欲解決的就是過去「對於

都市整體再發展之助益不大」，「大多為小規模零星進行」、「投入龐大的人

力、財力」之個別建築改建。 

況，內政部曾以「台內營字第 1010332240 號」回覆監察院糾正案的改

善意見中，具體引《都市計畫法》§23-Ⅰ、§63，明確指出： 

可知更新地區之劃定及都市更新計畫之擬定或變更，俱屬都市計

畫細部計畫層次，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都市更新條

例第 5 條規定於都市更新計畫表明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作為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按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係都市更新計畫應表明之事項，……視各該

都市計畫之發展及執行情形，分別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予以區分

不同之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以收因地制宜之效，…。 

足見，都市更新政策及法令主管部會非常清楚「都市更新事業」、「更

新單元」與「都市更新事業」、「更新地區」具有法理上、與都市計畫理論

及實務上不可分割的緊密關連性。將「都市更新事業」定義為「在更新單

元內」，又將「更新單元」改定義為「單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範圍」，使

兩者互為因果、交叉解釋而達到掩護的效果，從而排除受「更新地區」之

限制，其欲切斷「都市更新事業」、「更新單元」與「都市更新地區」之關

係，使都市更新事業不必然受都市更新計畫（書）之指導，以跳接到§11（後

§23）之「未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為至為明顯。 

二、 分離移轉―《條例》§5（後§5）問題分析 

（一）修訂重點： 
1. 明確「更新地區」與「更新計畫」的因果關係：將「劃定更新地區→訂定

更新計畫」的敘述順序調整為「訂定更新計畫→劃定更新地區」 
2. 將「應表明事項」轉移到§8（後§9），增加實質再發展之內容 

（二）修訂條文評析： 

1. 強化部分 

如本章第二節之論析，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是明示於都市更新計

畫（書）的表明事項之一，從而，地區範圍的界定，必然是一以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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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條例》§5（後§5）修正前後條文對照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

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

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

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表

明下列事項，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之指導： 
一、更新地區範圍。 
二、基本目標與策略。 
三、實質再發展。 
四、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五、其他應表明事項。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

社會、經濟關係、人文特色及整體景

觀，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並視實際

情況劃定更新地區、訂定或變更都市

更新計畫。 

「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表明下列事項：更新

地區範圍」。修訂前的敘述順序，常被解讀為更新地區範圍的劃定與都市

更新計畫是可以分離的。致有臺北市發佈了數次的「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案」36、圈定數百處的「更新地區」，卻無一任一「地區」同時訂有該地

區專有的都市更新計畫（書），自然，這些「地區」就沒有依「不同地區」

的「實際情況」而「分別訂定」的單元劃定基準，從而無法「適性發展」，

幾乎每一處都是更新的申請都只是老舊物宅改建，而缺乏從整體都市功

能著眼的結構調整建設。 

此次「行政院版本」回歸都市計畫理論基本面，揭示「更新地區劃

定或變更應併同提出都市更新計畫，循都市計畫程序辦理」原則，將§5

敘述順序調整為「訂定更新計畫→劃定更新地區」，應可有效推動地區適性

發展，或有機會逐步將過去一套「劃定基準」全市通用的亂象改善，為本節

所討論、與§11 脈絡相關的幾條條文修訂中，少數可以肯定者。 

2. 移轉「表明事項」部分 

本條之修訂，最大的變動是將都市更新計畫「應表明事項」自§5 刪除，

轉移到§8（後§9）(詳表 5-4)。基於《條例》§5 已完整規範都市更新計畫制

訂程序、計畫書應載明那些內容，且§8 本在規範「都市更新計畫」涉及變

更上位的都市計畫時如何處理之問題，故，修訂後條文將原屬§5 都市更新

                                                       
36 2000.06.26 公告「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案」（131 處、256.78 公頃）， 2002.10.28「劃

定臺北市健康路、寶清街口西南側等 58 處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案」（58 處、54.06 公頃）。

至 2018.12.10 再公告「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廢止先前公告

之更新地區範圍，全市縮減為 85 處（65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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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中的「明訂事項」截斷、轉移到且§8，僅修法「說明」欄中簡單表

示「現行第五條後段有關都市更新計畫應表明之事項移至本條規範」，並

無說明任何調整的理由，用益令人費解。 

三、 以擴大掩飾刪除―《條例》§8（後§9）問題分析 

（一）修訂重點： 

本條之修訂重點在將§5 的都市更新計畫（書）之「應表明事項」移接

到§8（後§9）的「都市更新計畫」，再予以詳細化。包括在第三款「實質

再發展」下詳列了(一)土地利用計畫構想；(二)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想；(三)

交通運輸系統構想；(四)防災、救災空間構想。其次再為新定（後§8）的「策

略發展地區」，比照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的條列款項，增加 6 款應表

明事項。但，魔鬼的細節，藏在「改進」的同時卻悄悄地刪除了§5（後§5）

應表明事項第四款、也是本章第三節特別強調、充滿爭議的「劃定之更新

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二）修訂條文評析： 

本條的增刪，包括新增的「策略性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所強調的「必

要性預期」、「都市計畫檢討」、「財務計畫」、「開發構想」、「實施

進度」等等，對照原§5 之內容，似乎本來就可以、也應該在原本的§5 中做

修訂、強化，將§6 的優先劃定增加類「策略性更新地區」，並比照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的條列款項，強化§5 的都市更新計畫（書）「應表明

事項」，都將公益性必要性評估、與都市計畫調整的檢討、土地利用計畫、

防災救災規劃、公共設施（含交通運輸系統）改善計畫、實施構想、財務

計畫（尤其是公共設施開闢的財務規劃）、實施進度……等列入。反言之，

單獨為「策略性更新地區」增加應表明事項為由來修訂，是不是意味著都

更主管機關一直忽略了都市更新計畫也需要必要性評估、財務計畫、實施

進度……等計畫。 

仔細檢視其修法理由為「第四款有關表明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

準部分，考量尚非每一都市更新計畫訂定之初均可確定，如個案有訂定之

必要，亦得納入本款於其他應表明事項中，以保持實務執行彈性，爰刪除

之」，等於再一次否定監察院（2012）：「……更新單元之劃，……應以

法律規定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規範為宜」之糾正，以「尚非每一都市更

新計畫訂定之初均可確定」做刪除應定單元劃定基準之理由，似乎有些牽

強，難謂非係為了將「單元劃定基準」與「都市更新計畫」完全脫勾，便

利在「未經劃定應實施都市更新之地區」實施更新事業的§11（後§23）的

法理矛盾做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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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條例》§8（後§9）修正前後條文對照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八條 更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更新計

畫之擬定或變更，未涉及都市計畫之

擬定或變更者，送各級主管機關遴聘

（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

相關機關代表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之；其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

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依都市計畫法

規定程序辦理，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

得一併辦理擬定或變更。 
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之更新地

區，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劃定公告實

施之，免依前項規定辦理審議。 

第九條 更新地區之劃定或變更及都市

更新計畫之訂定或變更，未涉及都市

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準用都市計畫

法有關細部計畫規定程序辦理；其涉

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之

擬定或變更者，依都市計畫法規定程

序辦理，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一併

辦理擬定或變更。 
全區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或依

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

區，其更新地區之劃定或變更及都市

更新計畫之訂定或變更，得逕由各級

主管機關公告實施之，免依前項規定

辦理。 
（截自第五條應表明事項，增加實質再

發展之內容） 
第一項都市更新計畫應表明下列

事項，作為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

指導： 
一、更新地區範圍。 
二、基本目標與策略。 
三、實質再發展概要： 

(一)土地利用計畫構想。 
(二)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想。 
(三)交通運輸系統構想。 
(四)防災、救災空間構想。 

四、其他應表明事項。 
依第八條劃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

地區之都市更新計畫，除前項應表明

事項外，並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劃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 
二、都市計畫檢討構想。 
三、財務計畫概要。 
四、開發實施構想。 
五、計畫年期及實施進度構想。 
六、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換言之，原本「行政院版」值得肯定的「更新地區劃定或變更應併同

提出都市更新計畫，循都市計畫程序辦理」原則宣示，原來是早已規劃了

把關鍵的「單元劃定基準」從都市新計畫（書）中割除，讓§11（後§23）

正式地與都市計畫無關。此次修法的最大繞道手術的出現，難謂不是為了

保住高佔全國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數 95%的私部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實施

都市更新計畫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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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單

圖示來源

然而

花接木，

糾正的單

區內、不

更新事業

形成自由

問題乃「

標準及應

察院，20

劃定基準

按更

既屬

第 6

事務

地方

更新

效，

府自

這樣

出長期以

文書所揭

略。這若

四、 《條

（一）修

1. 增加

2. 將未

單元劃定基準

：本研究繪製

而，將法律

再在將應表

單元劃定基

不受限於都

業的權利義務

由原則，當

「涉及私有建

應踐行之程序

012），為

準乃明訂於都

更新單元劃定

屬都市計畫之

6 款、第 19

務之自治事項

方自治團體視

新計畫，予以

並符合都市

自行核定實施

樣的修法（

以來行政權

揭示的行政

若是讓當年

條例》§1

修訂重點： 

加「變更」

未經應劃定

第五

準與都市更

製。 

定義加以翻

表明事項擴

準同步刪除

市更新計畫

務漂洗過程

然合法，但

建築物之拆

序，應以法

何內政部正

都市更新計

定基準係都

之ㄧ環，參

9 條第 6 款

項，基於憲

視各該都市

以區分不同

市計畫法所

施之精神。

圖 5-3），很

對於監察權

原則，竟然

認真提案糾

11（後§23

應實施更新

更新地區而

五章  權力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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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計畫脫勾

翻轉，再將

擴大增訂的

除，完成了

畫中的單元

程（圖 5-3）

但，仍然無

拆除，對人

法律規定或法

正式回覆監

計畫之內的

都市更新計

參照地方制

款及都市更

憲法制度性

市計畫之發

同之更新單

所建立之細

。 

很難不聯想

權的無視。

然就在行政

糾正的監察

3）問題分

新之地區之

而欲實施更

洗的立法取徑

勾步驟 

都市更新計

同時，卻把

都市更新事

劃定基準即

，因為已經

法解釋當監

民財產權有

法律明確授

察院的公文

說法： 

畫應表明之

度法第 2 條

更新條例第 2

保障地方自

展及執行情

元劃定基準

部計畫由直

想成是行政權

這種透過行

權與立法權

委員們知悉

分析 

類型 

新單元劃定

徑－逸脫於都

計畫（書）

把最為敏感

事業可以不

即可劃定更

經成為法律

監察院糾正

有重大影響

授權之命令規

文書函，要

之事項，且

條第 2 款、

2 條規定，

自治之精神

情形，分別

準，以收因

直轄市、縣

權對監察權

行政院對監

權的聯手下

悉，不知作

定的限制，

都市計畫之外的

應表明事項

、監察院特

在都市更新

新單元、實

律條文，依立

有關單元劃

響，其具體認

規範為宜」

明確強調單

且都市更新

、第 18 條

即屬地方

神，自應由

別擬定都市

因地制宜之

縣（市）政

權的敷衍，反

察院的正式

，直接予以

何感想。 

限以§6「優

的§11 

項移

特別

新地

實施

立法

劃定

認定

（監

單元

反映

式公

以忽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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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的一~三、六款為限： 

(1) 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 

(2) 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

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3)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4) 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 

表 5-7  《條例》§11（後§23）修訂前後對照 

修訂前 修訂後 

§11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地再

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

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

定更新單元，依前條規定，申請實施

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23 
未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

有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或第六款情

形之一者，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得按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

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依前條規定，

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第二、三項略） 

（二）修訂條文評析： 

前面章節已分析，《條例》§11 的主要爭議並不在可以申請劃定單元的

前提要件不明確，因此，引§6 已明訂的四項「限制」，預料亦不會明顯提

升或減抑私部門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實施更新事業的數量，亦無關§11

有違憲之虞之改善。為§11 添加修訂內容，似乎只為了要表示有聽到了、但

沒有意願回應刪除§11 的輿論，而拉了看似重要、但完全沒有影響的§6 四

項限制來掩護「依主管機關所定更新單元劃定基準，自行劃定更新單元」

不被檢討，同時也夾帶§10（後§22）相同的規定不被更動（參閱表 5-8）。 

表 5-8  《條例》§10（後§22）修訂前後對照 

修訂前 修訂後 

§10 
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

定之更新單元，或依所定更新單元劃

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舉辦公聽

會，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

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該地區

§22 
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

機關劃定之更新單元，或依所定更新

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舉

辦公聽會，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

會紀錄，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規定審議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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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准，自行組織都市更新會實施該地區

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變更時，亦

同。（餘略） 

蓋§11 造成全國超過 95%的更新單元皆為私部門在「不應實施都市更

新之地區」（詳本章第二節），根據非法律位階的地方自規則所訂之單元

劃定基準（詳本章第三節）所劃定。且，這類「更新單元」顯與現行法之

「定義」違背（詳本章第四節）已有詳述。新修訂的條文，顯然是欲藉由§3

「本條例用詞」的重新定義，以交叉解釋的方式來掩飾其從根本就缺乏法

理基礎的錯誤。討論§11 修訂內容時，若未與其他重要相關各條條文整體檢

視，似乎意義不大。 

承前文所言，都市更新政策及法令主管部會非常清楚「都市更新事業」、

「更新單元」與「都市更新事業」、「更新地區」具有法理上、與都市計畫

理論及實務上不可分割的緊密關連性，因此，這樣的修法，除了行政部門

自恃執政當局在國會掌握絕大多數、將立法部門淪為行政院立法局的，也

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釋了。 

五、 綜觀 

《條例》§11 本為學者專家們嚴詞批判、容有違憲疑慮應予重點修訂的

條文，亦經監察院特以「糾正案」要求內政部正視、切實改善。而內政部

也正面回覆，將相關缺失列為改善重點。 

但從《條例》§11 及直接相關條文之修訂，赫然發現處處有取巧的法律

文字所建構出來一層層的繞道手術，讓違反法律定義變成符合法律定義，

讓沒有權力劃定更新單元的私部門，能冠冕堂皇地依法申請劃定跟新單元。

這種「不違反」都市計畫相關規定的處理，並非從回歸都市計畫系統來修

正，而是直接用法律文字與都市計畫切割，使不受都市計畫所拘束。透過

不合理但合法的精巧設計，讓無權力者有權力，需承擔責任義務者免除責

任義務，而受制於這種不合理規定的平民百姓們，如果要去爭取權益，依

照修訂後的《條例》來訴諸正義，恐怕比《條例》修訂前還要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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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權力漂洗的立法取徑－《條例》§25-1增、
修訂動機與過程的歷史檢視 

《條例》公告實施（1998.11.11）以來，在第九次全面修訂（2019.01.31

公告）之前，單§25-1一條即歷經增、修訂達 5次之多，為《條例》各條文

中修改最多，也是最具爭議的條文之一。本章接續第五章對《條例》條文

的檢證，以高舉「緊急危難」的高度公共利益而提案增修訂的§25-1為例，

說明法律的修訂改變了民主法治國家本應維持的權力均衡，背後其實充滿

了權力與利益的掠奪1，也加深強制參與/排除制度欠缺正當性的疑慮。 

第一節為引言，點出§25-1頻繁修改的不尋常現象，提出問題意識及欲

探討的問題，並框定分析範疇為§25-1增訂及 3次修訂。第二節以立法院「法

律系統」2資料庫資料為基礎，檢視§25-1共 4次的增修訂的目的、歷程與

法案說帖對於增修訂「必要性」的理由說明。第三節藉由第二章權力三面

向理論及權力運作取徑以及相關研究文獻，整理分析§25-1增訂之方向、意

圖與影響，說明《條例》的修法是有權力者（powerful）透過法律或決策機

制的刻意設計，將「法外權力」變成「法定權力」、反之也將「法定義務」

排除到法制監督之外的一種權力漂洗（power laundering）模式，為有權力

者的利益獲取、不利益排除建立合法地位。第四節為本章結論，說明§25-1

的「公共利益」乃是進行意識形態建構的道德外衣，為立法時的議題設定、

偏差動員，預先建立的一種無障礙環境。 

第一節 前言：《條例》§25-13的爭議 

《條例》公告實施以來，至 2010.05.12止，已經歷 8次修法（詳第一

章註 8）。2012.03.28台北市士林文林苑王家強拆事件後，內政部在強大的

社會輿論撻伐與朝野立委壓力質詢下再度提出第 9次修法，因未能於當屆

立委任期內完成，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13屆期不續審規定，需由行政

部門及新任立委重新提出修訂案報立法院審查。歷經近七年討論，於

2018.12.28完成三讀、2019.01.31頒布，為第 9次修正。其中，《條例》§25-1，

之增、修訂達 5次之多（詳次頁 表 6-1），是《條例》中修訂最多次4、也

是最具爭議的條文（立法院，2002a：144；張隆盛，2003）。 

                                                       
1 陳立夫教授曾專文（2005）討論§25-1賦予私人之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享有土地徵收之
申請權課題，質疑私用之需可否採徵收手段？此亦為§25-1之重大問題，也是第九次修
法刪除主管機關代為徵收讓授予私部門實施者規定之原因。容本章不再多著墨綴論。 

2 收錄由立法院制定、修正或廢止法律之條文內容，並提供自 1970年以來法律修正前之
條文、立法理由及立法紀錄。資料庫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 

3  2019.01.31頒布的《條例》第 9次修訂，將原§22調為§37、§25調為§43、§25-1調為§44。
本文所列《條例》之條次，除特別註明外，皆為第 9次修訂前之原條次。 

4  §27修改 4次；§12, §19, §22, §22-1, §40分別修改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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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條例》§25-1增修訂概況5 

 
性
質 提案 三讀 公告 主要影響 

1 
增
訂 

2002 
10.08 

2003 
01.03 

2003 
01.29 

以解決重大災變重建為由，降低協議合建產權
面積 100%門檻（公劃 80%、民劃 90%）； 
賦予私部門實施者「強制價購」權 

2 
修
訂 

2005 
03.02 

2005 
05.31 

2005 
06.22 

強制價購改現金補償 
降低民劃面積比門檻為 80% 

3 
修
訂 

2006 
12.27 

2007 
03.02 

2007 
03.21 

增訂所有權面積比超過 80%時，可不計所有權
人數比門檻，就達成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實

施。 

4 
修
訂 

2007 
09.26 

2007 
12.21 

2008 
01.16 

人數門檻僅計算「私有」部分。 
在§22 強化私有權面積比超過 80%可不計人數
之規定。 

5 
修
訂 

2012 
12.07 

2018 
12.28 

2019 
01.31 

刪除協議不成由國家徵收後讓售實施者的「強
徵」規定。 
條次改為§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附註說明：法條全文請參與「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 gov.tw/Index.aspx） 

為何§25、§25-1 如此受到立法委員們的青睞、頃力反覆琢磨，甚至修

改不到一年又再修改？本章藉由立法過程歷史資料的揭開與比對，並運用

權力理論來探究以下問題：立法之初的§25以及歷次§25-1的增修訂所揭櫫

的目的為何？增修訂條文對權力義務的改變，是否與立法目的一致？又是

怎樣的必要性、公益性致使需要高頻率地修改？採取法律手段的適宜性為

何？背後又抱著怎樣的理由與動力？本章擬從以上問題的探討解析，說明

法律增修訂的背後，恐怕是充滿了權力的漂洗與掠奪。 

《條例》最大規模的一次的增修訂（2019.01.31 公布實施）也是§25-1

的第 4 次修訂，針對原規定政府可以代民間實施者徵收不願參與的少數所

有權後、再讓售予實施者部分，基於「徵收」為國家高權，替私部門之開

發啟動國家徵收顯有違憲之虞，長期以來受到各界批判，實務上也因政府

有所顧忌而不曾採用，因此行政與立法都一致贊成刪除、並無爭議。鑑於

此次的無爭議，且修訂後之內容也與§25-1 的主要爭議點「所有權價值 vs.

所有權人基本權利」無關，為免佔據篇幅、干擾讀者閱讀，容允省略不議。 

                                                       
5 審酌篇幅限制與本研究的探討主軸為偏向立法論觀點的條文增修訂背後的權力運作探
討，而非解釋論觀點的條文法律效果或執行績效檢視，故歷次增修訂的條文酌以內容重

點摘要、增修訂意旨差異說明的方式處理，省略全條文內容表列（煩請讀者先進自行查

閱「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 gov.tw/Index.aspx），將篇幅留給讀者較不常注意
的提案理由、立法說明，以及委員會討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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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條例》§25-1立法歷程與分析 

本節整理§25-1的增訂以及 3次的修訂。除歷次增、修訂條文及修法理

由的整理比較外，也耙梳歷次會議中、立法委員與行政官員對於訂定法條

的說明、討論與攻防辯駁，呈顯條文背後的立法思維與意圖，作為下一節

說明都市更新權力漂洗模式的基礎。 

一、 §25的定訂（1998.11.11公布實施） 

（一）定訂理由說明 

§25-1是§25的增訂條文。§25在初次立法當時（1998.11.11公布版，以

下同），只有 1997.04.19謝欽宗等 46人提出的院總 248號‧委員提案第 1798

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下稱「關係文書」）（立法院，1997a）版以及

1997.09.2政院以院總 666號‧政府提案第 5858號「關係文書」（立法院，1997b）

提出的草案。通過的條文內容如下：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

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理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

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以區段徵收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時，抵價地總面積占徵收總面

積之比例，由主管機關考量實際情形定之。 

（二）定訂重點彙整與分析 

立法之初，§25之內容重點有三點。前兩點都順理成章，反而是第三點

頗值得玩味： 

1. 確立都市更新主要是以權利變換為實施方式； 

2. 確認公部門得以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3. 增加「協議合建」的實施選項。 

第三點值得推敲的原因是，最早提出草案的民進黨張俊雄委員版中並

無「協議合建」之規定；國民黨謝宗欽委員版是以在所有權人全體同意下

「得以其他方法實施之」，並未具體指明為「協議合建」。其實，全體同意

就是當時房地產所通行的合建分屋、合建分售作法，核心機制就是「權力

價值」的分配，透過民事契約來執行。而行政院版則是以「協議合建」取

代謝宗欽版的「其他方式」，變成定案本（立法院，1998a：33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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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的§22已訂有「所有權人超過 3/5、所有權面積超過 2/3」（依

§10 由政府劃定更新地區、由民間自行擔任實施者）、「所有權人超過 2/3、

所有權面積超過 3/4」（依§11未經政府劃定更新地區、由民間自行劃定並擔

任實施者）等兩種由民間擔任實施者實時可採「多數決」實施更新事業的

「門檻」規定。換言之，§22的同意門檻既未排除「全體同意」選項，積極

面當然亦包含 100%同意的「協議合建」。是以，為什麼還需要另在§25 中

明訂「協議合建」為執行都市更新的選項呢？這在立法說明以及委員會、

院會討論中並未見到說明或論述，卻從此留下「協議合建」並非是一種權

利交換模式的印象。 

（三）權利變換─從價值分配功能變成強制拆遷功能 

事實上，根據《條例》§3之定義，「權利變換：係指更新單元內重建區

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或實施者，提供土

地、建築物、他項權利或資金，參與或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於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更新前權利價值及提供資金比例，分配更新後建

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利金」（最新修訂版增加「與實施者協議出資

之人」）。簡言之，是所有權人與實施者（含出資者）依實施都更事業前、

各自的權利價值比例，去分配更新後的應有部分的產權或權利金。行政院

於 2012.12.07以院總第 666號政府提案第 113469號所提出的「立法院關係

文書」在提案刪除§25-1的立法說明中亦稱「…協議合建部分，業於契約表

明每位所有權人權利價值分配結果…」。換言之，從核心的「權利價值分配」

這個功能來指認，亦說明協議合建所採的也就是權利變換模式。 

固然現行的標準說法已經把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解釋成兩種完全不同

的操作，但主要的區分是以「法定上」的協議合建被定義是 100%同意，不

需要經過主管機關審議。而權利變換可以多數決強制參與/排除，從而需經

主管機關審議。矛盾的是，如果是以是否多數決為區分，那增訂§25-1時把

協議合建門檻下修為 80%時，就不符合協議合建乃 100%同意的基本定義了，

從而，在條文中保留「……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同意者，……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的

條文，如果不算是自相矛盾，哪麼§22所訂的各種同意門檻是不是就應該改

寫為「1/2同意者部分以協議合建實施」，同理超過 2/3或 3/4或 4/5之同意，

也應該改為「就同意者部分以協議合建實施」，以使同一套法律中的敘述邏

輯具有一致性。換言之，不是從「權利價值分配」的核心功能去說明協議

合建與權利變換的核心功能，而是以偏離核心功能定義的作法、改以分配

後的執行（全體同意或多數決強制）刻意加以區別，其結果是「權利變換」

被塑造出一種等於是強制分配、強制拆遷的前置程序，具有阻嚇不同意參

與都市更新事業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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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訂－歷程與分析（2003.01.29公布實施） 

根據 2002.10.05印發的院總 666號委員提案第 4365號「關係文書」（立

法院，2002b），此次以因應重大災害重建為由修訂§1、§3、§34同時的，也

提出增訂包括§25-1在內的§12-1、§22-1、§58~§62，共 11條條文（詳表 6-2）。 

表 6-2  2002.10.05提案增、修訂《條例》條文重點摘要 

條次 修、增訂本條文之主要訴求 審議結論 

修訂§1 
立法目的增加因應重大災害，以為災區重

建依循 
未修訂 

修訂§3 

定義重大災害地區為：因戰爭、地震、火

災、水災、風災或其他不可抗力而遭受損

害之地區 

未增訂 

增訂§12-1 
發生重大災害地區同一建築基地數幢建物

之同意比計算 

增訂為§22-1，但刪

除「重大災害地區」

文字 

增訂§22-1 共有土地或祭祀公業土地只需 1/3同意 併入§12 

增訂§25-1 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得採多數決 增訂 

修訂§34 
申請建照除免檢附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

證明 
照案通過 

增訂

§58~§62 
增訂「重大災害地區之都市更新」專章 

未增訂。部分條文

併入現有條文、部

分刪除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 2002.10.05「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 666號‧委員提案第 4365
號) 及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資料庫之會議記錄整理。 

（一）增訂理由說明 

根據「立法院法律系統」的紀錄，立法院第 6屆第 2會期第 3次會議

期間、台聯黨團提出《條例》修正的修法案由如下： 

有鑑於「都市更新條例」於八十七年十一月十一日公布，業經三

年多實施經驗，尤其對「災區重建」貢獻卓越，惟本法主要是規

範一般都市更新之事項，對於「災後重建」所強調之時效與程序

簡化上仍顯不足，雖有「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特別法可依

循，然其有落日條款之限制，且 331 地震卻無法可依循，目前皆

處於無法重建階段，因此於本法中增訂「重大災害地區之都市更

新」專章，茲以銜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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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係文書」所附修正草案總說明與條文來看，其提案的唯一理由

是《條例》對於重大災害地區重建的時效與程序效率上顯有待改進，而不

是「一般都市更新」的法令不完備，致使都更窒礙難行。 

另查立法院第 5 屆第 2 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都市更新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1次會議（2002.12.23）之會議記錄（立法院，2002a。

以下同）亦明確記載，代表台聯黨團出席審查會說明提案意旨的黃政哲委

員表示「之所以提出都市更新條例之修正…法令無法滿足災區的需要」、「舉

例來說，臺北市東興大樓……無法取得產權的協調，以致目前仍無法動工」、

「…所以打算在本法中增訂一些條文，以補足現在臨時性之需要」（p107）。

當天在立法院報告之內政部次長許應深亦在發言時也再次確認「本次『都

市更新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係為解決部分發生重大災害地

區…因無法適用 921 震災重建暫行條例以都市更新辦理重建之規定，至迄

今無法重建之問題…提案修正」（p109）。 

換言之，立法與行政都認知此次的修法是為了符合重大公共利益的「解

決部分發生重大災害」而檢討修法，以使災後重建得以符合「緊急處置」

的時效必要，而適當將程序簡化、同意門檻降低，所以才需要在本法中增

訂「重大災害地區之都市更新」專章。是以，此一修法將如何、有無達成

為緊急急迫的重大災害加速重建的目標，則是社會大眾應檢驗的。 

（二）增訂條文重點彙整與分析 

根據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立法院法律系統」、《條例》的「立法歷程」

及「立法記錄」檔案中顯示，此次修法共有 3 次討論紀錄。修法的主因是

立法委員認為、而行政部門不反對本法相關條文僅能「規範一般都市更新

之事項，對於『災後重建』所強調之時效與程序簡化上顯有不足」。 

提案主張增訂§25-1的委員認為，依§25規定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

實施」之都市更新由於必須經過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而

「舊都市地區或發生重大災害地區內」可能發生「土地、建物產權不清」

（立法院，2002b：委 6）之現象，有「全體同意」的門檻就難以進行更新。

加上私部門不能使用「徵收」等公權力，因此，一方面將同意門檻降低，

一方面再讓本應全體同意的「協議合建」也可以配套「強制價購」工具，

來處理不願（能）「合建」的少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這似乎是此次修法

的默契。整理 2003年所增訂的§25-1內容，條文的重點有二： 

1. 降低「協議合建」100%同意門檻： 

 卸除原§25「協議合建」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面積與人數的 100%同

意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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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政府劃定都市更新之地區：放寬為土地及建物所有權面積與人數

的 80%。 

 未經政府劃定之都市更新之地區(即民間自劃)：放寬為 80%所有權

人數同意、90%(土地及建物)所有權面積的寬鬆門檻6。 

2. 賦予私部門實施者強制價購產權或提存於法院之權力 

 強調 100%的協議合建仍可以併用「多數決」。 

 賦予私部門實施者相當於政府「徵收」效力的「強制價購」權力。 

（三）消失的「重大災害地區更新專章」 

其次，2003.01.29頒布、以「加速重大災害地區重建之時效」為由提出

修法所增訂的§25-1，把原本應該 100%同意的「協議合建」下修成「80%

的多數決」、再賦予私部門實施者有相當於政府徵收的「強制價購」權力，

復於§25-1 的第二次修訂（2007.03.27 頒布版）再讓主管機關幫忙「徵收」

不同意的 20%，再以「讓售」的方式交給實施者。此一增訂，不僅與重大

災害地區重建完全無涉，更替協議合建的實施者免除需要達成一致同意的

義務、賦予等同於國家高權的強制購買權力，可以引用§36的限期、強制拆

遷，不僅邏輯矛盾，也與「協議合建」的本質相違背、嚴重侵犯「私法自

治原則」、「契約參與之自由」，事實上是製造更多的爭議。 

不僅如此，§25-1的第二次修訂甚至以「刻意灌人頭」、「少數綁架多數」

為由，主張所有權面積超過一定比例，即可不管所有權人數比例。換言之，

是「所有權價值」優於「所有權人財產權」、違反《憲法》§7「中華民國人

民，無分男女、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讓擁有大

比例面積的財團可以忽略多數擁有小面積土地建物的原住居民的權益。從

§25-1的增訂、修訂的邏輯與過程的檢討，透露出立法與行政部門所著重並

非都市更新的本質，而是為了便利於開發者的進場，刻意混淆公法與私法

的界線，引公權力干預私權紛爭，也造就了§25-1成為「最具爭議的條文」。 

不過，整個修法討論過程中都未嚴謹探究兩個重要問題：一、最終為

何未不依修法意旨增訂「重大災害地區之都市更新專章」？二、為何不在

§25-1「協議合建+部分強制價構」上註明「僅限災後重建」或「不適用一

般都市更新事業」以符合修法意旨？換言之，修訂案逸脫了修法意旨，讓

新條文得以普遍適用於與災後重建無涉的一般建物改建，而不需要遵守協

議合建的「全體同意」的基本要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意味濃厚。 

三、 修訂第一次－歷程與分析（2005.06.22公布實施） 

                                                       
6原立法委員之提案原本是欲將「經政府劃定」之所有權面積與所有權人數下拉到 70%；「未
經政府劃定」下拉到所有權面積 80%與所有權人數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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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公告增訂§25-1後，第一次的修訂是在 2005.06.22公告實施的

版本。這次的修法是立法院第 6屆第 1會期第 2次會議期間的 2005.03.02、

由立法委員黃正哲等 43人將院總第 666號委員提案第 5811號之「關係文

書」（立法院，2005a）提送立法院，提案修訂§22-1、§25-1、§27、§40、§46

共 6條條文的修訂案（詳表 6-3）。 

表 6-3  2005.03.02提案增、修訂《條例》條文重點摘要 

條次 修、增訂本條文之主要訴求 結果 

修訂

§22-1 

以受損之各該「幢」或受損之各該「棟」建築物為

更新單元 
修正通過 

修訂

§25-1 
改強制價購為現金補償 修正通過 

修訂§27 增訂公有土地參與都更得做價讓售予實施者 修正通過 

修訂§40 條文中「幢」 修改為「幢（棟）」 照案通過 

修訂§46 擴大適用減免稅之事業計畫類型及其他減免優惠 維持現行條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 2005.03.02「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 666號‧委員提案第 5811
號) 及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資料庫之會議記錄整理。 

（一）修訂第一次理由說明 

根據「關係文書」，此次修法主要重點有二：一、因應〈建築技術規則〉

有關「幢」與「棟」定義，為§7「迅行劃定」下受損的各該「幢」或「棟」

建物訂定可執行的條文；二、增加公有地參與都市更新重建時的彈性。前

述說明，僅有§22-1、§40（涉及幢與棟）及§27（涉及公有地）與修法相關。

至於增訂不久的§25-1為何需再做修訂，卻沒有說明。 

法案的審查依照程序在送交委員會審查後，即先進行多次黨團協商，

並在委員會審查定案後，也決議送院會審議時不需再送黨團協商。整體而

言，修法期間立委諸公所關心的還是提高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投資誘因。

在 2005.03.16的立法院第 6 屆第 1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第 5次全體

委員會議中，§25-1 的討論篇幅遠不及§27、§40、§46，根本不是提案委員

的討論重點。卻在送出委員會、進入院會審查、完成逐條報告時，國民黨

團忽然對已協商定案版本提出異議，在沒有說明異議理由下，主席裁示再

度交付黨團協商。 

重回黨團協商多次後，原來沒有點名的§25-1反而大幅調整內容，重點

即轉向以協議合建進行都市更新參時、取消政府（優先、迅行）劃定與民

間自行申請劃定的差異，並再次降低與同意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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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第一次條文重點彙整與分析 

此次修法從提案版到三讀公告共有 4 種版本，計 8 次有紀錄討論。主

要是因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1第 42項關於「幢」與「棟」

的定義，而必須相對將《條例》的相對文字修改，以及讓公有地參與都市

更新更有彈性，因而連署提請院會修訂。因此，原提案的「黃政哲等 43人

版」對於§25-1 修改極少（僅處理價購改為現金補償），而是在黨團協商後

大幅修改。重點有： 

1. 修改強制價購規定： 

 黨團協商前：強制價購改為現金補償。 

 黨團協商後：由實施者協議價購。協議不成，由實施者向由主管機

關申請徵收後讓售予實施者。 

2. 調整同意門檻： 

 黨團協商前：未提案修訂。 

 黨團協商後：取消政府劃定與民間自劃之差異，併降低所有權人數

門檻。 

當時的內政部林中森次長曾對前項意見表示「以現金補償方式辦理，

於實務執行上恐有困難，建議以徵收方式取得較為可行，……，土地徵收

條例已有規定，似無另行規定之必要」(立法院，2005b：71)、「有關土地徵

收補償已經定有一套標準機制，….，若不願意參加，就可以徵收方式收購

其土地」，並建議處理的程序「先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或由實施者協議價

購，若協議不成立，就必須強制收買」(立法院，2005b：74-75)，最後修成

2005.03.16內政及民族委員通過版本，並決議送院會審查。 

針對「自行劃定」，過去立法將所有權面積的同意比例設定高於所有權

人數的比例，主要是因為住宅改建的公益性不高、容易為財團所操控，故

具有嚴格防堵假公濟私的考量。此次原提案對§25-1之修法並未涉及這一部

分、仍維持政府主辦的「迅行劃定」、「優先劃定」與民間劃定的人數門檻

差別（前者 8/10、後者 9/10）。然而，卻在通過「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多次

審查討論與協商之後，將定案版本送院會三讀時被攔截下來，重回沒有會

議記錄的「黨團協商」後，將委員會的定案版推翻。 

（三）黨團協商─將無異議條文再翻案 

從「黨團協商」連續三次（0506、0513、0520）趕不上原訂的院會審

查，以及協商後大幅修改委員會定案內容來看，黨團協商時對於要不要把

民間自劃的更新事業人數門檻再降低，參與協商的委員們應該有很大的爭

論。但就結果而論，院會三讀的版本，實際上是替不具公共利益的民間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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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協議合建的更新事業再砍低同意門檻，使其能比照為了重大災害重建

的「迅行劃定」以及為了重大公共建設的「優先劃定」，將所有權人數比例

的同意門檻與所有權面積比例拉平。 

四、 修訂第二次－歷程與分析（2007.03.21公布實施） 

此次修法與過去幾次的增、修訂提案不同，§25-1 的修訂是此次提案

中唯一的議題，重點在非國家公權力徵收的情況下，由私部門整合開發時，

允許產權面積比例超過 80%，就可以不計算產權人數比例。雖是為「防止

少數綁架多數」提起修訂，但也讓「少數大地主依法排除多數經濟弱勢異

議者」的情況被允許，有侵害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疑慮。最後是對原提案

做些微的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 

（一）修訂第二次理由說明 

立法院第 6屆第 4會期第 14次會議期間，由劉文雄委員等 46人提案

的§25-1修正案在 2006.12.27日以院總第 666號委員編號 7252號之「關係

文書」（立法院，2006）正式提交立法院。與過去為了「重大災難重建」或

「改善老舊窳陋」等與公共利益相關的目的而修訂《條例》相關條文的提

案動機不同，此次提案完全只針對§25-1一條條文，理由是要解決「惡意灌

人頭」的問題。提案立法委員認為有效的解決方式就是拔除併計所有權人

數比例門檻之規定。提案意旨如下： 

現行都市更新條例§25-1 有關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都市更新單元

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需達 8/10 同意之規定，顯然造

成極大空間讓 2/10有心人士刻意操弄不同意人數，在 2/10範圍內，

無限上綱惡意增加人頭空戶，例如一坪土地增加百人共同持分，

一戶建築增加百人共同持有，讓都市更新只因達不到人數規定門

檻而受制擱淺，喪失政府都市更新之美意，多數合法權益毫無保

障。爰擬具「都市更新條例」§25-1 修正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雖然在議案的審查過程中，內政部反對取消人數門檻，認為僅以產權

面積作「多數決」的作法會有單一財團擁有多數面積、多數原住居民擁有

面積反佔少數的問題（立法院，2007a：227），並提出防堵短期人頭空戶的

作法7，但對於立委提案讓 4/5 產權面積的所謂「多數者」即可剝奪少數人

                                                       
7如 2006.10.17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950805921號發布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二十五條之一受理申請徵收、讓售執行應注意事項」，及內政部次長林中森提

出以公告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滿時來作為計算人數的時間點（立法院，2007b：
220）、以權利變動公告時間防止有惡意製造人頭的問題（立法院，2007b：224），這些
提案都沒有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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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財產權自由的決議卻是贊成的。檢視整個討論過程，都未把「不計所

有權人數」是否有侵害財產權納入議題來討論，也排除內政部擬增設防制

人頭的議題，是歷次§25-1增修法中最多立法委員赤裸裸地向行政單位索討

進一步保障、增進建商利益的一次。 

（二）修訂第二次條文重點彙整與分析 

根據《條例》的立法歷程與記錄，此次修法僅有 3 次討論，重點只有

一項：所有權面積比例超過 4/5，即不計所有權人數比例。亦即以土地所有

權面積比例為「多數決」的優先、甚至唯一基礎。修訂條文的文字並不多，

但是就影響面而言卻是很重大的。過去幾次的§25-1增修訂的討論過程中，

立法委員就一直主張產權的持有比例應優於所有權人數比例，並且越低越

好，從未放棄把「協議合建」的門檻下修8。 

提案的立法委員劉文雄認為，過去設置人數門檻，導致有不同意改建

的 2/10所有權人藉由刻意灌人頭（立法院，2007b：45），造成「少數綁架

多數」，讓「多數人合法權益毫無保障」，妨礙都市更新的推動。因此，藉

由防制「有心人士刻意操弄不同意人數」、「無限上綱惡意增加人頭空戶」

的理由，主張土地所有權比例超過一定比例即可以不計入所有權人數。 

其實「灌人頭」的問題在 1998年就已經被立法委員提出，但理由正好

相反。馮定國委員質詢時指出「生意人非常聰明，他們可以在每戶多遷入

幾個人，使更新前的建築物樓地板面積低於當地居住樓地板面積水平」（立

法院，1998：461），強調相對擁有資金與專業技術的不動產業者擔任事實

施者時，很容易利用其在建築、地政方面面的專業知識，透過灌人頭來操

縱都市更新的實施而獲得利益。 

實際的案例是 2007.10.22 申請報核事業計畫的「擬訂臺北市北投區關

渡段二小段 210 地號等 2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由實施者元霖建設負責人夫妻、以及其他配合的「人頭」共 21 人在 2018

年底被士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易字第 486 號刑事判決以偽造文書「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罪」分處負責人夫妻有期徒刑 1.5年及 9個月、其他配合的人頭

有期徒刑 3個月得易科罰金的案例。 

                                                       
8立法院第 6 屆第 1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第 5次全體委員會議（2005.03.16）上，蔡家福
委員主張「老舊社區……只要達 60%以上就可以進行強制更新」（立法院，2005b：81 ）。
2007.01.10立法院第6 屆第4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第18次全體委員會（立法院，2007a。
以下同）中，馮定國委員認為「本來就不應該算人數，只要算持分面積」、「本席認為，

只要有 60%的持分同意，甚至有一半以上同意，應該就可以」（p221）；吳志揚委員認為，
即使不計算人數，所有權面積門檻也還應該從 4/5降到 3/4或 2/3」（p229），而隨後發言
的陳朝隆委員也支持（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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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立法應該防範的是不是財力單薄還去灌人頭妨害都市更新推動

的原住居民，而是資本雄厚、得以灌人頭來推動都更的資本家。然歷次修

法卻未見針對這種「生意人」的「灌人頭」問題尋求合理的解決方式，只

著墨於如何讓實施者順利取得主導權。 

（三）公司股權化的私有財產權 

最後，審查會的通過的條文不是「劉文雄版」的「所有權人數不計」，

而是先刪除原條文中的「經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8/10」、將所有權人改為非必要條件，再以比較中性的「面積均超過 4/5 之

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的用詞達到「所有

權人數不計」的實質目的，又避免原提案條文中相當敏感的「不計」用詞。

然後，在跳過 2007.07.04的修法（僅修訂§27）後，藉由要修訂§25、把「門

檻」的計算明確排除公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而侷限在「私有」時，把

最具爭議的「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文字藏到§22 中，而最受矚目的§25-1

僅增加「私有」的規定，原「劉文雄版」相當具爭議的「所有權人數不計」

不僅被強化，也技巧地避開了社會輿論的關注。 

五、 修訂第三次－歷程與分析（2008.01.16公布實施） 

《條例》經過前幾次修法後，透過都市更新來振興房地產的說法站穩

了主流意見的地位，「降低參與門檻」以「提高民間參與都市更新意願」的

說法已成街市流傳的「共識」。因此，§25-1 只是附帶修正文字、已不是本

次修法的重點，甚至無媒體關注。 

（一）修訂第三次理由說明  

行政院於立法院第 6屆第 6會期第 4次會議期間，主動提送院總第 666

號 政府提案第 10907號的「關係文書」（立法院，2007c），提案修正包括§25-1

在內的 23條條文，以及增訂 3條條文。立法委員黃誠等 36人也於同會期

第 7次會議中，提出院總第 666號 委員提案第 7651號的「關係文書」（立

法院，2007d），提案修正§25-1、§36兩條條文。是 1998.11.11《條例》通過

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增修訂條文。根據「全國法規系統」紀錄的「立法歷

程」及「立法記錄」顯示，除行政院的提案以外，此次修法共有 7 次（皆

在 2007年內）有文件紀錄的提案或討論。整理比對幾個版本的條文內容，

可以發現§25-1 並沒有被列為這次修法的重心，因此相關文獻中對於§25-1

的討論也比以前要少。 

（二）修訂第三次重點彙整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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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審議版本，不論是行政院版或立法委員版，對§25-1 的修訂內容都

不多，僅配合同意門檻只需要計算「私有」部分、不計算「公有」部分，明

確化「公有」土地與建物是強制配合都市更新的政策。 

值得探究的是，追蹤§25-1的歷次增修訂可以發現，「協議合建」的關鍵

－「全體同意」的原則不僅早已被打破，第二次的§25-1修訂也把敏感的「人

數門檻」巧妙地蒸發掉，§25-1（或§25）本已是無甚可修。前述本已經蒸發

掉了的敏感文字：「所有權面積均超過 4/5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

卻轉移到§22的法律文字中再做一次強調。 

（三）把魔鬼藏到不容易看出來的細節中 

「魔鬼的細節」不只一處，行政院在提出修訂方案後、委員會審查之前，

迅速提出§25-1 修訂版本、並夾帶了§36 的修正案。是以，提案委員很快的

就完全同意行政院所提§22及§25-1版本，而把修法重點放在§36修訂9上。 

回溯歷次增修訂過程，即使僅檢視§25-1 一條，就讓人對都市更新制度

感覺到沮喪。不管是從根本的理念，或者是最終的目的，台灣的都市更新都

跟都市計畫嚴重的脫節。原本期待安居樂業的小老百姓根本敵不過政客、財

團聯手打造的潘朵拉盒子，都市更新已經繼股票與傳銷之後，變成一種全民

投資運動了。 

  

                                                       
9 提案的黃誠委員原希望比照《行政程序法》§51所定「行政機關對人民申請之處理，其
處理期間為二個月，並得延長一次為限，合計最長為四個月」的規定，引來作為縣(市)
主管機關接受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釘子戶時之處理期限（立法院，2007e：441)。
只是，《行政程序法》§51之意旨是在督促行政單位之效率，為申請人所申請之事項積
極任事，居然被立法委員類比、引為強制執行剝奪人民財產權的期限，也是非常另類。

最後的結果是行政部門的妥協，修訂為「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延長六個月，並以二

次為限」的定案，也形成反對現行都市更新制度者所極力主張廢除的兩條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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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條例》§25-1增修法過程中的權力漂洗 

  在民主法治國家，立法階段本應該是一個公開辯論、爭取最多數同

意而取得影響力的場域。然而，在台灣，「都市更新」一直是典型成長機器

（growth machine）思維下的開發工具，看似一個把各種意見經過公開論辯

而產生影響力的過程，實際上已經在一開始即被有權者滲入議題的偏差動

員（bias motivation），甚至意識形態的操弄與建構所左右。再透過立法機制

落實於法律文字、成為必須遵守的制度，把「只要依《條例》辦理都市更

新就是直接等於公共利益」的話術植入人民認知，把不願參與都市更新的

少數者標籤為社會譴責、法律驅趕的「釘子戶」。 

一、 增、修法的必要性與正當性檢視 

從《條例》立法的歷史文獻整理可鑑知，在 2002.10.05提案增訂§25-1

的《條例》增、修訂草案中，正式的、也是唯一的「理由」是為了改善重

大災害地區重建的時效。不過，從提案的台聯委員把增修訂的必要性以「重

大災害發生時，政府並沒有法律可以引用」定調後，隨即就將解決方案的

討論引導為「政府談拼經濟」下，「委託民間先建部分，應有一個可以解決

的法令可循」（立法院，2002a：116），另有委員也強調「都市更新就是擴

大內需，……不是只針對發生過地震或重大災變……。現在新建造的社區

誘因不大，無法吸引消費者去購買」（立法院，2002a：151），後面發言的

委員則已跳到如何替「蓋得很牢固，沒有立即性的危險」、「社區的外觀不

像現代化的都市，居民也不急著更新，……」，修法創造「不用出很多錢，

居民才肯參加更新」（立法院，2002a：152）的解決方案，顯示重大災害重

建實非當時委員們真正的重心。 

事實上，當時也有實施兩年餘的《災害防救法》（訂有「災後復原重建」

專章）與〈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後者§23亦將「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

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10在內的各種災後復原重建明列。主管機關

如在復原重建時有困難，本有前述災害重建專法與施行細則可依循，或可

針對不足處修法強化。當時內政部次長許應深也表示，雖認為現行法有一

些不能滿足的地方，但是「現階段在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中已有相關

的規範，……」（立法院，2002a：125）。營建署長科鄉黨答覆馮定國委員

質詢「將來發生重大災害時要怎麼處理（簡化單元劃定）？」時也覆以「第

七條已有規定」、「現行的條文就可以做得到」、「規定的很周延」（立法院，

                                                       
10 院總第 1711政府提案第 6875「關係文書」（1999.12.08印發。立法院，1999）明揭，行
政院為了「921地震」而將 1994.08.04的「災害防救方案」提升為法律層次。並訂有「災
後復原重建專章」。草案§32Ⅰ(10)（公告版§36）中將「住宅、公共建築復原重建、都市
更新、地權處理」列為實施項目。立法院審議後，將相關文字列入〈災害防救法施行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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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a：148）。結果是連提案的台聯黨團委員都贊成不需訂定「重大災害地

區之都市更」章名、不增訂再簡化單元劃定規定等，現場無異議通過。 

何況，對於提案委員所舉的東興大樓「無法取得產權的協調」問題，《條

例》§25已賦予主管機關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等方式實施都市更

新（不論是否災後復原重建），§9採行公辦都更無需同意門檻，用來執行災

後重建的產權整合並無問題。而且，提案委員的草案版本也已針對重大災

變重建提出超低的過半數同意門檻11，切實運用前述法令進行重大災變重建，

遠比修訂§22、增訂§25-1更能達到立法目的所著重的「時效與程序簡化」。

但若刻意迴避緊急、重大的災後重建是國家應主動積極承擔的責任，而推

給沒有公權力的民間實施者，再享用法律賦予本屬國家專有的「強制」高

權、用多數決進行都市更新，則不僅邏輯矛盾，也因觸及違憲疑慮，讓問

題變得複雜。 

立委們未探討主管機關為何不基於緊急狀況果斷引用《災害防救法》

及其〈施行細則〉，並採《條例》§9及§25之公辦無同意門檻與徵收、重劃

方式進行緊急的災後重建，反而推給居民去自組更新會，再以民間自辦方

式「無法取得產權的協調」（立法院，2002a：107）的理由來強化其主張降

低同意門檻、簡化審議程序的正當性。審議時又不依提案意旨將條文明確

限定於「重大災害地區重建」，而放任其適用於本質為私法契約行為、應以

「協議合建」辦理的私部門更新事業，將 100%同意門檻調降為 80%（原欲

降為 70%）並得「強制價購」其餘的不同意者，顯然所謂的「重大災害地

區重建」，就是一套立法委員們走的「項莊舞劍」戲碼。 

為何提案與審議的立委諸公們不去強化公辦都更之於災後重建的相關

規定？硬把 100%的協議合建弄成跛腳的「假協議合建、真多數決重建」真

的更有助於重大災變重建？由於未見任何委員提出質疑，上述問題的答案

無法找到文獻紀錄來回答。但在行政部門的應和下，的確已有效地把立法

焦點轉移並框限在災後重建就必須替民辦都更解決產權協調的議題上，並

在同意門檻應降到多低是為合理上打轉，任令應該如何進行緊急災後重建

的核心議題被排除在立法討論之外。 

引用 Luke的權力理論來剖析，印證意識形態操弄與議題偏差動員可以

將法所無之權利（私部門重建為私法契約行為）順利轉換成法定權利（借

用國家高權之強制購買與徵收），把法定義務（主管機關應主動緊急動員重

建）轉變成沒有必然義務（鼓勵民間團體協辦即可）的論點。 

                                                       
11查提案版本提出增訂§60：「因重大災變重建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應經更新單元內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人數均超過 1/2，並其所有土地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均超過 1/2之同意時，不受第 22條規定之限制」，最後在審查決議時併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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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制度成為開發主義的工具 

逐一檢視諸立委對於此一修法的見解，一面倒地認為「人數門檻」造

成都市更新的成本增加，特別是建設公司的成本。因此對於下修人數門檻

部分，並沒出現反對意見的記錄。在為協議合建的都更重建方式處理「災

後復原重建」無法達到 100%同意，而把協議合建變成 80%的增訂§25-1、

討論中（立法院，2002a。以下同），立法委員（以下同）們紛紛表示： 

「希望營建署要主動積極，利用大家拚經濟的時候來進行都市更

新，都市更新就是擴大內需，……，作市區更新，而不是只針對

發生過地震或重大災變的地區作更新」、「現行的法律獎勵不夠多，

我們應該利用不景氣的時候來營造最有利的條件，......。現在新建

造的社區誘因不大，無法吸引消費者去購買」（p151） 蔡家福 

「在頂好商圈一帶有一個老社區，樓高四層，……房子上掛著很

多寫著反對更新的白布條。政府如果能讓人民覺得占到便宜，政

府也沒有花很多錢，就能順利推動更新。……那些房子都蓋得很

牢固，沒有立即性的危險」（p152）。 馮定國 

第一次修訂§25-1，取消政府劃定與民間自劃之差異，併降低所有權人

數門檻時，出席立法委員偏向經濟性開發的發言（立法院，2005a。以下同）： 

「耗時甚久……一般商人不太願意介入」（p74）；「你們講的都是

走不通的路，因為你們沒有誘因，……你們可以去問問建商公會，

他們是罵的要死」（p80）。 黃政哲 

「……本席認為只要達 60%以上就可以進行強制更新。……都市

更新是我們擴大內需的重要主題」（p81）； 蔡家福 

不要老是認為我們的提議是在圖利建商，你要知道，不讓商人有

錢賺，社會經濟是無法流通的，……，要讓建商有利可圖，否則

建商怎會投入？……。政府提供的誘因和業者所付出的心力相較

起來還不一定合算，……」（p83-84）。 邱創進 

第二次修訂§25-1，允許私部門整合開發時，產權面積比例超過 80%，

就可以不計算產權人數比例，立法委員關心建商利益誘因不足的發言（立

法院，2007a。以下同）： 

「你們現在提出來的條文是需要百分之八十的同意，本席倒認為

只要有百分之六十的地主及所有權人同意，且不需要住在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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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同意即可」、「若有少部分人不同意怎麼辦？」（p221）； 

在都市地區，當房地產很貴的時候……，且建商也高興得不得了，

在場的薛立委是作房地產的生意，應該也知道，……即都市更新

後的土地都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只要有生意做，建商是趨之

若鶩的」（p222） 馮定國 

「今天我們的討論是要放寬都市更新條例，但是我認為可以再寬

鬆，……如果有一、兩戶住戶不同意作都市更新，常常會延宕都

市更新的時程，使得相關計畫無法持續進行」（p223） 郭榮宗 

「台北市一個都市更新劃定案從頭做到尾需要 4 年半，那建商該

怎麼辦？」、「4 年半的時間要一些建商如何生存？」、「人民的成

本應該要被考量才對」（p225）；「公權力就完全沒有介入，都是放

在那邊讓業者自行調整處理。你們可知這個權利變換，只是雙方

一點點的土地要耗多久時間？」（p226）、「政府的立意固然非常美

好，但是綁到建商了」、「我們的法令卡死了這麼多的生意人」

（p226）； 薛  凌 

「不要只算人數，像股市是看股權一般，……應該看佔有多少持

分來決定」、「我覺得根本就不應該有人頭的考量」（p227）、「以前

的法律有人頭的問題，所以往往因獅子大開口而阻礙了都市的更

新」（p228）； 丁守中 

「如果你們要推動都市更新，就應該儘量放寬條件，……我認為

不計算所有權人數的措施是值得推動的」、「我認為，五分之四的

（免計人數）門檻還是太高了，是否改為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會

比較合理？」（p229）。 吳志揚 

可見立法委員著力在把都市更新重心引導到民間自辦都更、特別是由

開發商擔任實施者的都市更新模式，因此，如何從政府的行政資源中榨取

容積獎勵與租稅減免等誘因下，還要能夠以低門檻取得合建土地、甚至可

以強制不願意參加的原住居民參加改建，才是立法院所真正關心的。相對

的，這也說明了為何整個立法過程的說理邏輯矛盾、解決方案複雜的原因。 

三、 法定義務漂洗成法無義務、非法定權力漂洗成法定權力 

依法，採取「協議合建」的模式實施更新事業可免依§29規定擬具權利

變換計畫、辦理審議、公開展覽而完成核定及發布實施等程序。換言之，

實施者與個別所有權人之間的利益交換就可免於曝光在其他所有權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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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之前，有利於私利益交換的籌劃與執行。但由於 100%同意才能讓私利

交換成立，因此透過修法免除「協議合建」必須 100%同意的義務，創設同

意參與者先進入協議合建的「私益交換密室」受到保護、再用「權利變換」

把不同意參與者強制價購的權力，這是提案者的盤算。 

況，有了強制參與的令牌，就可引用§34免檢附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

證明文件，逕行申請建築執照、拆除執照，並引§36進行強制拆除、請求該

管主管機關代為強制拆除。既可確保私下協商的利益，又免處理拿翹（hold 

up）的釘子戶問題，豈有鬆手之理？ 

復就修訂§25-1的必要性而言，在防止「刻意操弄不同意人數」、「增加

人頭空戶」的問題上，當時出席的內政部次長林中森就憂心的表示（立法

院，2007a。以下同）如果要考量人頭「可能財團一個人就擁有過半數權利，

若以 101 位人頭計算，財團 1 人就擁有 51%，其他的 100 人只占 49%，這

樣 1 人就把……[發言被打斷]」（p227 )、「不能因為少數財團擁有大面積，

就不考慮小老百姓」（p229），並提出解決方案：「……內政部報院的修正版

本亦特別提到，希望計算人數的時間點能夠確定，最好是在公告公開展覽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期滿時來作為計算的時間點，這樣才會有明確的時間點」

（p220）、「將來相關單位會公告權利變動的時間，之後就不會有惡意製造

人頭的問題」（p224）。 

由於說明被立委打斷，因此在沒有被討論的情況下通過刪除人數門檻

的修訂案。權力三面向「第一循環」的權力漂洗機制的法定效力被建立起

來後，所有關於都市更新的爭議與權力平衡，在被推進到第二循環後，因

為有國家法律與制度的保障，本應受到憲法平等保護的國民如果不小心身

處於少數一方，處境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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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潘朵拉的盒子如何關上？ 

將增、修訂§25-1形容為「項莊舞劍」地為一般都市更新參與門檻放寬

而修法、而非為災後重建而修法，從歷次修法的立法院議事記錄所梳理出

來的脈絡來看，難謂這樣的質疑全然無據。 

從§25-1增、修訂的歷史脈絡中，一再呈現了既得利益者無時無刻不在

發揮其龐大的影響力，隨時找機會透過不甚透明的修法過程，將有利於私

利攫取的條件，漂洗成法定的權利。所以，在每一次原住居民抗議都市更

新程序不公的時候，都只看到公部門以多數公共利益為名，回應以「市府

的所有行政皆依據立法院三讀通過之都市更新條例」，重複地強調是在「少

數戶影響多數更新戶權益的情況下」協助「絕大多數已經同意都市更新……

同意戶，依法具體推動都市更新」12，而將原住居民基本權受到侵害、尋求

行政協助的聲音關在「依法行政」的門外。 

Frank Sorauf教授就曾指出，公共利益是一個有效的政治迷思（a potent 

political myth）、其價值就在於意義的無法明確，而其最原始的價值是在於

將某些團體的利益合理化，使特定的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Sorauf, 1962：

185-186）。在立法委員不斷重述「少數綁架多數」、「多數人合法權益毫無

保障」的意識洗腦下，轉移了人們對根本肇因的注意力，逐步地透過多次

修法把協議合建的門檻從「全體同意」降到 9/10、8/10，再削去人數同意

門檻。不去反省最核心的社會不正義（social injustice）問題的情況下，只

是一成不變地改造並修正受害者，從來不是去改變整個造成問題的環境

（Ryan，1976：24）。 

這種「假」公共利益的話語配合著數次針對§25-1的法律修訂，支持了

剝奪弱勢原住居民財產處分自由的權力漂洗。§25-1的增修法歷程活生生的

看到立法委員與行政部門越來越懂得將「利益團體」的欲求，透過法定的

決策機制推進到權力第二循環，從而，都更異議者要對抗的權力不平衡已

經不是破除意識形態、偏差動員這麼簡單的路徑，已經變成是「民主法治」

這麼大的一頂帽子所壓下來的「依法行政」與所謂「公共利益」。 

運用 Steven Lukes權力三面向（2005）的權力運作取徑解析§25-1增修

訂過程，讓《條例》的修法是有權力者（the powerful）透過法律或決策機

制的刻意設計可以被洞悉，亦呈顯「法律」不必然等於公平正義，都市更

新等於公共利益的迷思只是有權力者為推銷一己價值觀或掩飾所欲維護利

                                                       
12 參閱 2011.08.13更新處於官方網站之「市府重申，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6條受理代拆案，
且為求謹慎和諧，另訂更為嚴謹之補充規定」新聞稿。參閱 http://www.uro.taip 
ei.gov.tw/fp.asp?fpage=cp&xItem=3305895&ctNode=12856&mp=118011。最後瀏覽：
201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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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透過立法過程漂洗出來的意識形態說詞。 

從而，長期受到有權力者透過法律或制度建立的意識形態綑綁的權力

弱勢者，在掌握了「法外權力－決策機制－法定權力」或「法定義務－決

策機制－法定無責」的三階段權力漂洗（power laundering）模式後，當足

以辯析法治（rule of law）才是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唯一基石，對於

被疊加的行政程序與提高的同意門檻掩飾下的實質正義侵蝕與憲法基本權

侵害，將有信心與力量加以對抗甚至逆轉，雖然仍須面對艱難挑戰，仍有

機會得以關上政客、官僚與開發主義者聯手打開的潘朵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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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權力漂洗的公民社會取徑－以都市更新

政策相關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例 

接續第五、六章檢視《條例》爭議條文的訂、修訂乃是一種從立法取

徑所進行的權力漂洗，本章另從「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1領域，說

明掌握權力與資源、力推以都市更新「刺激營建產業」的國家政權，如何

另從公民社會的取徑，展開對公民團體的誘促與培養，以協助深入社會各

角落進行意識形態教育，建構一個視違憲疑慮為必要之惡的社會。 

第一節分說明動機、問題意識與章節架構。第二節分別梳理包括與本

研究實證案例同屬接受國家注資支持的「政府組織的 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 / GONGO）或「與政府契約的 NPO」等非政府志願機構在

內的第三部門的定義、功能、問責等 NPO論述，得出第三部門主要是以財

務透明的基礎建立一套法制化問責標準，GONGOs或接受國家注資的NPOs

固然仍能通過財務透明的問責檢驗，但第三部門應該回饋給社會大眾的，

除了補足第一部門在公共服務提供的量與質外，還需具有自治力與能成為

道德責任榜樣（Boris & Odendahl, 1990: 190）的應責能力（answerability）。 

第三節摘要說明公權混淆私權、埋下違憲侵權種子，引發重大社會動

盪的強制拆遷事件、因本案展開釋憲的臺灣都更政策與法令，在違憲疑慮

未解下，國家又以大量資源培養與開發利益綁在一起的 NPOs與推動師。

第四節以政府資料庫篩檢發現，名為「學會」、「協會」的都更危老 NPOs

主要成員背景幾乎都是不動產開發及相關業者。 

這種由第一部門誘促第二部門所組織的第三部門，除有國家政策支持

及經費補助外，更能以 NPO身份突破所有權人的不信任、為其本兼事業帶

來利益，甚至擔任政府委員會委員，參與審查或政策制訂。透過扶植的 NPOs，

從公民社會取徑完成一種由下而上、由民間而政府的意識形態教育，有利

於政策執行的偏差動員已經完成、結果已經決定。 

第一節 前言 

首先必須承認，如果僅僅依照目前通行的、以財務自律監管為主的「第

三部門」操作定義與問責（accountability）標準，來檢視台灣的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 NGO）或稱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 NPO），特別是依照《人民團體法》2（下稱《人團法》）申

                                                       
1  政府相關組織的集合體稱為第一部門、企業相關組織的集合體稱為第二部門，剩餘部分

則稱之為第三部門。詳本章第二節「第三部門的定義、類型與問責」，p191。 
2 相當於NGO的還有適用《財團法人法》的財團法人（foundation），指（§2-I）以從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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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成立、相當於 NGO /NPO的「社會團體」3，那麼本章列為分析對象的社

會團體，幾乎不存在有跨不過問責門檻的問題，從而也不存在所謂「弔詭

性發展」的探討與證成取徑。尤其第三部門文獻在歸納 NGO /NPO類型時，

多採用抽象、多元包容態度，從而難以運用分類學的方法來加以收斂，作

為區隔什麼是偏離 NGO /NPO精神、說明何謂弔詭性發展的論述依據，這

是本研究的論辯中最困難與糾結的地方。反言之，也只有不以狹隘的問責

標準自為設限、不以現行法律規定的組織形式來自我開脫，才能進入本章

所要探討的第三部門弔詭性發展傾向。 

1980年以來，政治科學家與哲學家從 18世紀找回來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理念，不斷地被導入到政治、民主化、公民參與福祉提供的論辯

中（Lewis, 2001: 44），居於核心的就是第三部門的概念。為社會提供自主

的公民權、在公民社會健全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NPOs，由於高舉了志願

性利他（altruistic）服務、不分配盈餘的宗旨，被推定是為更廣泛的公共利

益服務（Salamon & Sokolowski, 2016: 1515），而在民眾心中留有深刻的「應

該屬慈善性事業」（Independent Sector, 2002: 15）印象而享有相對崇高的

社會地位。 

以台灣的都市更新為例，政府及民間都高度運用第三部門的功能與角

色來為其倡議增加力量，不僅有國家政策明訂委託 NPOs協助推動外，民

間也組織 NPOs來反制都更迫遷，形成制衡國家暴力的公民不服從（civic 

disobedience）力量。由「台灣守護民主平台」主辦、一百多位學者專家票

選，連續兩年列為「十大民主事件」第一及第二的「文林苑事件」等都更

迫遷案件4，即被認為是公民社會凝聚力量、發揮影響力，從而能對抗國家

暴力的公民不服從例證（何明修，2013：21；蔡佳泓、陳陸輝，2015：574）。 

                                                                                                                                        
益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私法人（private 

legal person）」。除了民間個人與企業是主要捐助來源外，根據§2-II，由政府機關（構）、

公法人、公營事業等捐助財產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50%以上，更定義為「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即一般所稱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GONGO）的主要型態。 
3 根據《人團法》§4，人民團體分為左列三種：一、職業團體（Occupational association）；

二、社會團體（Social association）；三、政治團體（Political association）。又，§35載

明，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common benefits），促進社會經濟建

設為目的，由同一行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39載明「社

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

以公益（public welfare）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的成之團體」。三者差異明顯，且在

登記成立時，依規定需清楚登載、區分。 
4 2011-2012年度十大民主事件，「文林苑事件」列於首位，其次為「旺中併購案與拒絕中

時」。次年，2012-2013年度十大民主事件，僅次於2012.09.01上萬民眾走上接頭抗議旺

中併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文林苑事件」等都更暴力強拆仍高於第三的2013.03.09

的20萬人「309反核大遊行」，排在第二（台灣守護民主平台，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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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政府透過計畫性的補助與培養，讓臺灣在短時間內出現大

量的、背景主要為不動產業者與支援開發的專業技術者（如建築師、都市

計畫技師、估價師、土地代書）所組織的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 NPOs，除能

藉 NPO的身份以契約承攬的方式接受國家的注資（提供資金、補助、有酬

委託、獎勵或特許收費），提供民眾相關政策法令諮詢、協助重建意願整

合，也能為所服務的開發集團敲開所有權人的大門，形成一種完全符合第

三部門問責、不在組織內分配利益，卻又能創造個人或所屬企業利益的 NPO。

這種由第一部門誘促第二部門所組織的新型第三部門（簡稱「1-2-3NPO」），

令以都更重建為事業的業者與民眾趨之若鶩5。 

由於這類 NPO高度依賴政府契約委託的穩定財源，從而無法擺脫（甚

至是享有）官方的影響，高度配合國家在公民團體間進行政策論述的偏差

動員（bias mobilization），同時也因為有政府的背書，以及隨之而打開的

巨大產業利益，會不會因此變成第一、第二部門的附隨？是否會排擠能制

衡第一、第二部門的倡議型公民組織，導致其志願服務失靈與公益資源不

足（Salamon, 1987: 38~40），甚至改變三者之間的平衡、侵蝕第三部門的

社會信賴基礎（如次頁圖 7-2所示）。 

這種表面符合非營利問責，實則卻偏離公共性、自主治理的弔詭發展，

更超越 Landsberg（2004）所稱的第三部門營利事業模式的一種「非營利弔

詭」（nonprofit paradox）6現象。 

本研究採用 Salamon & Anheier（1992, 1994）的見解─NPO是一種正

式設立、非政府性基礎結構的組織，以及 Salamon & Sokolowski（2014）的

制度性要件與個人行為要件論點。「第三部門」一詞取其統稱的功能，在 

                                                       
5 事實上，都更NPOs在召募成員時，即公開揭示這樣的「願景」。「臺灣新創都更集團」

即成立「台灣都市推動全國學會」、「台灣都市更新產業全國聯盟」等NPOs，其集團官

網雖強調「公益」，但也明揭「……是以NPO及NGO公益性為出發點的都市更新及不動

產等多元產業全國聯盟」。另《中華城鄉更新發展研究教育成立大會手冊》也指出「……

籌組一都更團體，逐步凝聚內外部意識與相關專業領域團體及人材、招募及培訓人才，

並就個案予以研議如何協助順利推展都更事業……」；又如「臺灣都市更新產業協會」

官方網站所揭：「……協助都市更新產業深入社區推動、發展都市更新之事業……」等，

媒體更以「危老重建推動師成新興行業」為標題，報導「各協會機構」開辦訓練時「要

800、來5000」（詹宜軒，2018）。對照本文第三章盤點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新北市

都市更新推動師訓練課程大受歡迎，授證人數短時間內破萬人，足鑑盛況。 
6 Landsberg（2004）提出現代非營利組織面臨弔詭，是觀察到非營利組織的業務實踐，在

新自由主義市場競爭下，不能不採取包括確保生存在內的手段，從而必須大量引進商業

化、營利化的經營管理技術，特別是開闢及穩定機構財務來源。但為了最大化收入來源

所採取的行動，就很可能會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NPOs的經營思維，甚而破壞其文化、

使命和公眾形象。換言之，為了挽救其生存底線，現代非營利組織可能會失去靈魂。這

就是「非營利弔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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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三部門的定義、類型與問責 

「第三部門」一詞是由 Theodore Levitt與 Amitai Etzioni在 1973年先

後提出，雖然使用同一個名詞、都挑戰過去的公私二分法，但對於這個新

興部門的分析卻非常不同（Lorentzen, 2010: 25-26）。早期英國是以自願部

門（voluntary sector）、慈善組織（charitable organization）等自願行為面向

稱之；美國與澳洲則從法律上的不分配營利剩餘與稅賦減免面向，而以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或 NFP（not-for-profits / 

非為營利）稱之。 

一、 第三部門定義梳理 

文獻梳理下呈現的「第三部門」是一個普遍認同，但卻缺乏一致定義

的用詞。在與公部門區分時，被稱為 NGO或非法定組織；與商業市場活動

區分時，又被稱為 NPO（蕭新煌，2011：36；Alcock, 2010: 7）。多數似乎

是採剩餘原則（residue rule）7，將不明確屬於政府及市場的剩餘領域用一

個部門打包起來－政府相關組織的集合體稱為第一部門、企業相關組織的

集合體稱為第二部門，剩餘部分則稱之為第三部門。 

Salamon（1999: 8-9）認為，不論是非營利部門、慈善部門、獨立部門、

自願部門、免稅部門，或近年常用的公民社會部門等用詞，都只呈現了這

些組織現實面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忽略或低估了其他的面向。具備高生

產力的經濟部門及運作良好的政府部門可孕育有活力的公民社會；運作良

好的政府部門及活力十足的公民社會能支持經濟部門成長；管理得當的經

濟部門及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也將會產生高效能的政府部門 ( Lewis, 2001: 

45-46)。這種相互支持又互有制衡的關係促成整體社會的健全發展，也是第

三部門的主要價值與功能。 

早期除強調第三部門的非政府性以外，也強調非營利，雖不禁止獲取

利益，但禁止分配淨收益給主控者、成員、指導者或受託管理者（Hansmann, 

1980: 838；Salamon & Anheier, 1992：135-136；Salamon & Anheier, 1994：

13-15）。歐盟的研究計畫（Salamon & Sokolowski, 2014: 21-22, 28-29）指

出，第三部門的制度性要件必須包含：組織化、非官方、自我治理、非強

制性、禁止分配利益；個人行為要件包含：為他人謀利、非偶發或隨性、

無報酬、非替家人或親屬謀利、無強迫情況。Salamon與 Sokolowski（2016: 

1528）再提煉成三個關鍵概念：非官方、自由選擇，以及最重要的公共目

                                                       
7  John Stuart Mill 在《邏輯體系》（System of Logic，1843）中提出：「從一種現象中減去

先前歸納得知受到其他前項影響的部份，則殘餘的現象即為其他前項所影響到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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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ublic purpose）－必須是為廣泛的社群服務，不是為活動產生者或其

親友成員創造利潤或以其他方式創造有價值物件。 

雖然各界對第三部門的界定仍有爭議、或持不同觀點（Alcock, 2010: 

5~6），但禁止以分紅形式分配組織盈餘（Hansmann, 1980; Hall, 2006）、

為組織外不特定人謀求福祉的利他主義（altruism）仍然是共同的交集。 

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指出 NGO的重要特徵為：多數獨立於政

府之外、以從事非商業性的人道主義或合作為目的、旨在解除痛苦與促進

窮人福祉、環境保護，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或社區發展工作。並根據前述

「從事非商業性人道主義或合作」歸納出不分配利益原則，而把商會、利

潤分配型合作社、嘉惠設立成員及其家人的私人信託、互助保險團體等排

除在 NGO之外（World Bank, 1997: 20-21）。 

英國地方政府協會（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 LGA）的第三部門

類型也未將商會包含在內（LGA, 2008: 1），顯然商會、互利協會等這類旨

在爭取成員福祉利益的組織，即便帶有一些與政府制衡的色彩、或許也從

事慈善活動，卻普遍不被認為是 NPO社群的成員。臺灣的法律定義也是類

似的作法8。 

二、 國家權力與公民社會的競和與滲透 

政府和 NPOs之間的關係往往具有對抗性或競爭性，如倡議型 NPOs

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出政府的缺點並倡導政策改革（World Bank, 1997: 15）。

當公民團體能在高度自治、財務自足下，仍維持甚至擴大對社會的福祉傳

遞，尤其在推動政府問責，以及在人權、環境、窮人被迫遷移等高度緊張

議題的工作上發揮作用而被社會認同時（Coston, 1998: 365），對於國家政

權而言，等同凸顯了施政的偏差、服務不足、效能不彰，從而因弱化政府

的存在感。這種公民團體常被視為瓜分資源、挑戰政府控制權、激起民眾

不滿情緒的麻煩製造者（Carroll, Humphreys & Scurrah, 1991: 102-105）。 

歷史上不乏藉著掌有的權力，通過法律來鼓勵或阻礙 NPOs的設立、

左右其活動，從而塑造出想要的 NPOs的國家政權（World Bank, 1997: 9），

使政權意志得以廣泛滲透公民社會。即便是民主化的政權，也可能更善用

孤立、不必要的關注與審查來騷擾公民團體，以使施政意志得以貫穿

（Carroll et al., 1991: 104-105）。 

                                                       
8 參閱《人團法》§4、§35、§9。「社會團體」與「職業團體」是不同法律性質的人民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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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公民社會越來越追求人權與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實現，壓

迫手段不必然每次都奏效；經濟面上，沈重的財政負擔侷限了國家直接向

人民提供福祉服務的能力，政府不得不從開放更多 NPOs參與福祉服務的

傳遞甚或提供（Bebbington & Farrington, 1993: 204），這對於慣性地將民意

置於可掌控範圍，從而排斥來自社會運動和公民組織提高公共事務透明度

與參與性要求的政權（Fox & Gordillo, 1989; Bebbington & Farrington, 1993）

而言，必須找出一種不挑戰現任權力結構、讓 NPOs持續成長，又能彰顯

政權民主寬容的戰略和機制（Wiktorowicz，2001：78），取徑之一就是透

過提供資金、資訊、特殊關係等資源，實質將 NPOs吸納為國家機器階級

控制（hierarchical control）下、實現政治任務的工具（Foster, 2002: 62），

或直接創設由政府掌握的非政府組織，如一般所稱的GONGO（Wiktorowicz, 

2001: 85）。 

三、 GONGO－政府的懸絲傀儡與其操作 

與傳統上認為政府與 NPO是一種「委託-代理」的伙伴關係的設定不

同，GONGO9不僅是政府的代理人，更可能是政府的延伸，扮演了協助政

府推動公共政策的工具性角色（官有垣、陸婉蘋，2004：129）。這種由政

府發起及運作、以 NPO形式成立、介於政府機關與公民團體之間的組織，

可以從政府的注資中獲得絕大部分的運作經費，以社會團體的角色支持或

直接執行一些政府不方便、不願意或不能夠做的事（Stevens, 2010: 361, 371），

尤其在需要深入社區、接觸民眾的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方面。 

如上一世紀美國致力於小兒麻痺症研究，改善新生兒缺陷、提升懷孕

健康的「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
10，以及建立及輔導全美志願服務組織建立網絡的「光明基金會」（Point of 

Light Foundation）11（Hasmath, Hildebrandt & Hsu, 2019：270），都是非常

正面、能夠延伸政府效能、成功的 GONGO案例。 

                                                       
9 GONGO是早期“qusi-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QUANGO)的一種擴展

形式，自 1980 年代初期就被提出，但最近才為學術界與政治界所探討（Kleinschmit & 

Edwards，2017：531）。官有垣（2000：81）即指出的「政府捐資成立的財團法人」可否

界定為非營利組織，較具有爭議。Salamon & Anheier（1997: 42）也提出如果是由政府成

立、控制、完全注資，則應視為是非營利部門之外的組織。 
10  1938.01.03由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發起成立，以「為 10美分奔走」

為口號，募集公眾捐款所建立一個應對小兒麻痺預防、疫苗研發、治療的組織。1979 年

正式更名為現在的名稱「為 10美分奔走基金會」（March of Dimes Foundation）。請參閱

該機構官網。 
11 1990.11.16老布希（George H.W. Bush Sr）總統簽署了〈國家與社會服務法〉（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授權注資成立一個執行「光明計畫」（Points of Light 

Initiative）的 NPO，對志願服務者、機構提供協助服務。請參閱該機構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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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外交方面，以 NGO的身份在國際社會中代替本國政府參與國際

合作、在國際社群中發聲、靈活地開發國際對話空間，是國家成立 GONGO

的正面作用，負面批評包括規避國內政治責任（Kleinschmit & Edwards, 2017: 

531）、排擠國內公民社會聲音（Naím, 2007: 95）等等。 

美國前駐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 OSCE）大使 Daniel B. Baer就曾在 2016年的 OSCE

「人權實施會議」（Human Dimension Implementation Meeting）年會12上，

直白地用了「偽組織」（fake organization）來形容 GONGO。藉由深化對

公民社群的滲透，從互動的過程換取公民團體或成員個人承諾某種政治性

義務( Annis, 1987: 132)，不僅從內部掌控公民社會、壟斷資源（Hsu & 

Hasmath, 2013），也平衡、消耗公民團體的倡議能量，使不受控制的 NPOs

不是被同化就是因資源被攔截而虛弱、最終因物競天擇而自然淘汰

（Wiktorowicz, 2001: 85-86）。 

Cook & Vinogradova（2006, 34-35）也將 GONGO類比為政府操作的懸

絲傀儡（marionette）、一種偽構（artificial）組織。Naím（2007: 95-96）警

告「最危險的 GONGO 是佈局在處理國內事務，不在國際領域」。也因為

真實性受到質疑，GONGO在公民社會文獻中常是不受歡迎的黑羊、不被

認為是真正的 NGO（Hasmath et al., 2019: 267）。 

四、 與政府契約的 NPO：類型模式與其潛移默化的影響 

雖然 GONGO多數是在獨裁政權的脈絡下產生，但意圖對公民團體進

行影響甚或控制，也絕不是專制系統所獨有的，更非社會組織領域的新概

念( Hasmath et al., 2019: 271)。Hasmath等人（2019：279）的研究指出，造

成 NPO基本立場傾斜而失去自主性的背後，是否由國家所組織發起只是觀

察軸線之一，另一軸線是經濟—國家以補助款或支付代理服務酬勞的形式

向 NPOs注資。 

涉入組織財源配置是讓該NPO在不掩蓋政府重要性下執行政策任務的

有效方法（Foster, 2002: 61）。這種經濟關係的形成，源自於福利國理念下、

政府依賴私人行動者向公民提供福祉服務的傳統，構成了 NPOs依賴政府

資金、政策及執行方針制定，政府則依賴 NPOs執行任務（Ostrander, 1987: 

127）的合作模式。 

                                                       
12 2016.09.19~21在華沙舉辦的「人權實現情況會議」年會、主題為「公民社會與非營利組

織」（Civil Society and NGOs）的會議中，以「小心GONGO：政府組織的NGO如何在歐洲

最大的人權會議中喧鬧」（Mind the GONGOs: How Government Organized NGOs Troll 

Europe’s Largest Human Rights Conference）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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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合作模式還可細分為「共同合夥」（collective-partnership）與「共

同促販」（collective-vendor）。前者保留 NPOs參與決策的空間，後者是

政府主導公共服務決策，再透過契約交付 NPOs執行（Gidron、Kramer & 

Salamon, 1992: 19），藉由單方面制定、相對方必須遵守的契約規則，政府

與受委託 NPOs形成一種具互補性、共存於共同利益，甚至相互利用的共

生（symbiosis）關係（Grønbjerg, 1987: 66）。 

在共同促販模式下，過度依賴政府的 NPOs會有不自覺地扭曲組織使

命、落入促販者主義（vendorism）困境13的風險（Kramer, 1981; Salamom, 

1995）。對這種共生關係的論辯並非最近才有（如 Gjems-Onstad, 1990; Jung 

& Moon, 2007; Gazley, 2010），1980s初期就有大量研究針對政府注資可能

對 NPOs職能、行為和自治程度的正、負面影響進行討論。 

研究指出，財務上依賴政府的NPOs，其營運方針通常會趨於國家導向。

政府的委託常常讓自願組織面臨策略決策過程中如何洞察潛在影響、保持

自主性的挑戰（Anheier, Toepler, & Sokolowski, 1997: 211-212）。Verschuere 

& De Corte（2014: 304）藉由大量 NPOs經理人的回饋調查，證實 NPOs在

定義任務目標、工作程序、預定成果與決定制訂上，因處於與政府的緊密

財源繫結，面臨必須謹遵政府單方面設定的問責標準的壓力，而出現低自

主傾向。契約 NPOs常被迫僅能接受政府的具體指派，無法靈活回應服務

接受者所提的需求（Lipsky, & Smith, 1990: 627）。 

藉由契約牽制，政府會透過抽離注資的作法來恫嚇不符合期望的 NPOs，

迫使降低自主性、做與核心原則相反的行為，而達到收編成為外圍組織的

效果（Barnett, 2005: 731-732；孫煒，2015：136）。更消極的觀點認為，

公民社會中存在著適者生存的組織生態，已經或願意「沾政府色彩」（GO-ish）

的 NPOs更有機會及資源茁壯成長（Hasmath et al., 2019: 281），成為社群

強者，取得主導地位，自主性高而未被收編的 NPOs則終將自然淘汰。 

在完全或不成比例的政府注資引誘及契約的法律效果，極容易塑造一

種羈束、影響、指揮，滲透而收編第三部門環境，無法不讓人質疑接受政

府注資的 NPOs是否還保有其「非政府性」本質（Coston, 1998: 368），抑

或已與 GONGO無異。 

                                                       
13 這種對NPOs固有優勢造成重大影響的困境，Salamon基於當時實證證據不夠充分，而只

能在研究中憂心地提醒需要有一定克制（Salamom，1995：111）。而這種困境並未消

失，在Chang-Bum Ju與Shui-Yan Tang對環保團體的研究中，透過對執行長們的訪談，在

某些個案中獲得證實（Ju & Tang, 2011: 1061），即使尚未成為普遍的定論（Toepler, 2018: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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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營利組織的社會監督－以財務性透明為問責核心的侷限 

量測 NPOs是否「非政府性」的原點，是從不依賴政府提供財源的基

礎出發（Hasmath et al., 2019: 268），從而推定保有自主治理的程度。理想

情況下，具自律意識、為不特定人謀求福祉增益而被高度尊崇的特徵，能

讓 NPOs與服務對象之間建立一種無我的私人關係（Vernis , Alfre, Maria, 

Beatriz & Angel ,2006: 57），更基於人們深植了「應該是慈善事業」的期待

而被充分信任（Independent Sector, 2002: 15）。 

隨著規模、數量與態樣上都不斷成長，NPO為能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下

維持營運，引進營利事業的效率化管理以提高組織效能已是普遍的作法。

社會開始關注強調道德自律（ethical self-discipline）從而被容許以相當程度

跳脫政府或市場傳統約制（Mason, 1992: 26-27）的 NPOs，會不會變得市場

導向、失去社會性和利他主義，終致負面效應出現（Vernis et al., 2006: 39）。 

加上法律既未禁止政府、財團成立 NPO，面對有著公民團體外貌的

GONGO與接受政府注資收編的 NPOs充斥，若無客觀的判准工具來明辨

NPOs是否與政權、財團保持恰當的分際，如何彰顯真實、抑制虛假？所以

「問責」這個不算新的概念與機制，成為 NPO的核心議題（Braye & 

Preston-Shoot, 1999: 235），公開披露（public disclosure）和證成（justification）

構成了問責 NPOs的主要方式（Lawry, 1995: 178）。 

美國會計學會（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 AAA）的 NPO

委員會（Committee on Not-for-Profit ）將問責分為四大類：（1）財務資源；

（2）忠實依照定堅守法律要求和行政政策責；（3）對運營效率；（4）對

成就、效益和有效性所反映的政府計劃和活動結果（AAA, 1974: 229）。世

界銀行的 NGO法律規範參考手冊（1997）也以利益禁止、財產透明、財務

稽核相關法律為主。「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的自律公約14除第 4條的「服

務績效外」，其他皆為財務（包括募款、經費、結餘、支出、利益迴避）

性規範。顯見社會對於 NPO的問責，集中在回應禁止分配利益、證明財務

面非營利的這個核心特徵，特別是臺灣（馮燕，2000）。 

而對於道德面向的透明化，例如是否藉其中立自主的外在形象扮演政

府的政策打手，甚至作為財團節稅、獲利的白手套，則鮮少討論，也不易

舉證證明，這也跟問責的踐行多以法律規章來操作有重大關連。 

法哲學家 Georg Jellinek（1908）提出警言－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

德」，若履行法律標定的期望就達成公民所應盡的義務，不僅是膚淺的理

                                                       
14 共7條、15點，參閱「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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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是對問責的不充分描述（Lawry, 1995: 175），特別是帶有社會責任

的 NPO。若缺乏高度自主性、不以法律框定的問責標準為滿足，則極易淪

為政府或企業的分支機構，與我們一般將 NPO歸於「第三部門」的原意不

符（顧忠華，2000：147）。 

從 GONGO這種帶有貶抑的名稱，即可預知以財務性問責來判斷 NPOs

是多麼的不足，遑論被政權收編的 NPOs。故學者主張 NPOs應提高「道德

性自律」（Mason, 1992: 27），而社會也期望 NPOs成為道德責任的榜樣（Boris 

& Odendahl, 1990: 190），自主地超越法律上、制度上的基本要求。 

六、 研究案例的屬性範疇 

根據前述文獻對 NPO的界定及分類，本文研究標的，是在排除居於市

場營利實體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社會經濟」型組織（如合作社、互助會）

（Salamon & Sokolowski, 2016: 1526）之後，以公共目的、自願參與、利他

主義、公民倡議、自主治理為宗旨及運作方式，並依《人團法》申請成立

的「社會團體」為主。因此，以下非政府或非營利性組織皆不包含在本研

究討論之案例中： 

 非正式登記成立的民間行動團體、自救會或聯盟 

 《財團法人法》成立的財團法人基金會，包含民間捐助財團法人

（§2.Ⅳ）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GONGO）（§2.Ⅱ、Ⅲ） 

 《人團法》的政治團體（§44~§52） 

 《人團法》的職業團體（§35~§38） 

 《工會法》的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職業工會（§6） 

 《工業團體法》成立之工業會、工業同業公會（§3） 

 《商業團體法》成立之商業會、商業同業公會等（§3） 

 依其他法規規定成立之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建築師公會、醫師

公會、技師公會等職業團體。 

 依據公法規定成立之公法人，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等。 

課題核心則在檢驗這些在政府的誘促下、由相關業者依法登記為「社

會團體」，外觀顯非 GONGO、工會、商會或互助團體的 NPOs，其所謂的

非營利活動是否存在著受政府操弄而偏離第三部門本應具有高度自治精神、

公共性、不以營利為目的、扮演促進公共利益角色的風險？以及若淪為政

府政策打手、營利團體獲利白手套，又完全符合第三部門問責監管要求的

弔詭性發展時，將如何造成公民社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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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發展的困境 

當 1990年代中國成為全球生產基地，沒有做好產業轉型、製造業大量

外移而不再保有二位數經濟成長的臺灣，便把腦筋轉到以都市更新拯救房

地產泡沫化作為振興國家經濟的政策手段之一。此種建立在非公共利益，

卻又必須包裝在公共利益以動用公權力干預市場經濟的政策思維，讓政策

的推行一步步陷入困境。 

一、 政策困境的背景概述 

最早確立《條例》立法方針的中央政策「都市更新方案」（1997.02）

就明示了《條例》就是為刺激營建業發展而制訂，不顧可能徹底破壞都市

計畫體制15、而具體訂下「創造誘因及提供必要公權力之協助，並以獎勵民

間興辦為主」的政策指示。所謂「必要公權力」，指由私權多數決構成強

制參與（原§22，修訂§37）後、私部門實施者得強制拆遷少數不同意戶（原

§36，修訂§57），更得「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

引公權介入私權糾紛。 

雖意識此為違憲風暴核心，行政部門仍執意運用立法技巧，不斷增擬、

修各種規則、細則、辦法或準則來增加法定程序，圖藉「程序正義」淡化

本質的「實質不正義」，令《條例》繁衍成一部龐雜的法令體系，陷所有

權人、開發商與政府三方互不信任、相互指責，致大小爭議不斷、訴訟不

止，終引發造成重大社會不安的「文林苑事件」與因本案展開的釋憲案16，

在社會輿論沸騰以及在野黨立委強力質詢杯葛下，揭開長達 7年最大規模

《條例》修法的序幕。 

二、 修法急轉彎 

修法陷入長考期間，《條例》侵害憲法保障基本權之疑慮不斷被提出。

                                                       
15 即便嚴詞批評「都市計畫體系遭到都市更新破壞」的說法是「存在了對都市更新的誤解

與對都市計畫的迷思」的都更業者，也不得不承認前述說法「不盡然是錯的」，並列舉

理由「同一個案居然可以依不同法源的容積獎勵無上限堆疊」、「給了容積獎勵卻完全

讓人看不出有整體都市規劃的關係」、「政府忽略了都市更新條例第5條整體都市更新

計畫的重要性」、「缺乏整體、全市（縣）性或是針對個別區域的都市更 新策略（因

地制宜的容積獎勵是其一）來指導都市更新開發行為」（丁致成、麥怡安，2018），與

2010.10.20立法院第7屆第6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次會議「決議」，同年11月監察院對內政

部提出「099內正字第0040」糾正案（監察院，2010）的說法幾無差異，足證都市更新

破壞都市計畫體制的論述，應非誤解或迷思。 
16 除立法委員提出釋憲案外，由文林苑案、永春案及另兩案因都市更新而受到迫遷的居民

也提出的釋憲案。2013.04.26，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709號解釋」，宣告制約該個案

的都市更新計畫部分條文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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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們指出「市場模式的都更，原則上應依所有人全體同意的契

約原則，與公共事務的民主多數決全然無涉」（司法院，2013a：33）、「基

於私法自治原則，涉及二人以上之利益的私法自治事項，其法律關係的發

生、變更或消滅有關之事項，原則上應由這些人共同決定」（司法院，2013b：

6）、「都更條例賦予民辦都更實施者與公辦都更實施者相同之權能，使其

法律地位凌駕於所有人之上，與民辦都更所有人與實施者間為對等之契約

關係之基本原則不符」（司法院，2013c：3-4）。故，司法院秘書長在行

政院研商會議中直陳：「都市更新之定性在通說上是私法問題，是實施者

建商與土地上之權利人之間的都更計畫實施關係，是私法關係、不是公法

關係」（司法院，2013d）。 

由於行政部門對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工作小組」17所提的爭議條文修

正建議諸多推諉，第 8屆立委任期（2012.01.14~2016.01.15）屆滿，依《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13「屆期不續審」原則，須由新選出的立委重提修法。

總統與國會改選結果，在野黨成為執政黨、更掌握國會壓倒性多數席次。 

換黨執政後的行政部門卻不再組織「工作小組」協助梳理未達成共識

條文，而是從政權核心下達快速通過修法的指令，不僅追加了《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下稱《都市危險條例》）18與《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下稱《國家住都中心條例》）19，更只用 3個月

及 5個月的時間分別讓兩法從一讀到公告。 

三、 都市更新推動師 

行政部門不待違憲疑慮的釐清，以擴大為民眾解說龐雜的都更法令體

系為名，快速地培養一批能深入社區、替政策解說辯護的「推動師」，更

向立法院追加提出加速私有住宅改建的所謂「都市」更新的相關法律。 

新北市政府早於 2013.12.13即頒佈〈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

推動師培訓及執行實施要點〉（下稱〈新北實施要點〉），條件寬鬆20，考

                                                       
17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為收斂龐雜的修法問題與論述，邀請朝野立委及學者專家共同在內政

委員會之下成立任務型的「都市更新條例草案共識條文彙整工作小組」（簡稱「工作小

組」），由國民黨邱文彥委員、民進黨姚文智委員共同擔任小組主持人，輪流主持會議。 
18 內政部擬具〈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向行政院提出審查，由政務委

員張景森負責等審查。2016.12.29行政院第3529次會議決議。2017.02.17立法院一讀；

2017.03.16內政委員會逐條討論時確定刪除標題中“獎勵”二字；2017.04.25三讀通過；

2017.05.10公告實施。 
19 2017.06.01行政院第3551次會議通過；09.22立法院一讀；2018.01.30三讀通過；02.14頒

布實施。 
20 A.具都市更新、社區營造相關工作經驗者；B.大專院校相關系所畢業者；C.當地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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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過即由市府發給「都市更新推動師」（下稱「都更師」）證明，可以

市府授予的都更師名義，在社區辦理法令宣導諮詢、輔導整合等事務。還

可依完成階段不同，請領 10～100萬不等的獎勵金21。 

5年之內（詳表 7-1）發出 435張證明、316人登錄輔導名冊22，效期 2

年、完成一處社區輔導即可換證延期。協助社區推動都更、向執行機關辦

完備查程序後，依類型、規模、輔導階段，可申請 3~110萬的獎勵金。 

表 7-1 新北市歷年都市更新推動師人數 

梯次 屆數 授證日期 授證人數 參與輔導 

103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一梯次 第 1屆 2014.08.23 56 
38 

103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二梯次 第 2屆 2014.12.28 47 

104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一梯次 第 3屆 2015.11.08 42 
39 

104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二梯次 第 4屆 --- 51 

105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一梯次 第 5屆 --- 38 
106 

105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二梯次 第 6屆 2017.02.11 68 

106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 第 7屆 2018.02.11 73 73 

107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 第 8屆 2019.02.17 60 60 

合       計  435 *  316** 
說明：（*）根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之「1080223歷年培訓」檔案彙整統計；（**）根
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之「1080218都更家教聯絡清單」檔案彙整統計。 

四、 危老重建推動師 

根據《都市危險條例》，臺北市在 2018.06.04頒佈〈臺北市危老重建

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授權市府二級單位的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工程處

遴選培訓機構，辦理 3,500元／人次、每次 21小時的「危老重建推動師」

（下稱「危老師」）培訓，成績達 70分即由市政府發給效期 2年之「聘書」，

有績效者可換證延期。依輔導個案完成度與戶數規模，可領 2~60萬不等的

輔導推動費23。頒佈起一年餘已發出 11, 246張危老師聘書（詳次頁表 7-2），

創造了一個將近 4,000萬的培訓市場24（不含繳費受訓但未通考核者），加

                                                                                                                                        
D.經新北市里辦公室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推薦之熱心人士；E.其他推動都市更新有所

貢獻者。 
21 參閱〈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及執行實施要點〉附表一「推動都市

更新重建事業或設立都市更新團體獎勵金分配表」。 
22 根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080223歷年培訓」（2019）檔案及「1090212都更家教聯

絡清單」（2019）檔案彙整統計。  
23 參閱2018.11.01〈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核發要點〉。 
24 更有未列名培訓機構的業者，以非營利組織（聯盟）自行收費招生者。如「臺灣都市更

新推動全國學會」除跟華夏科技大學合辦「都市更新學程」外，又由關係企業臺灣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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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後面發給危老師的輔導推動費，以及促成實際開發後的房地產利益，就

是一個令人趨之若鶩的「產業」。 

表 7-2 臺北市歷年危老推動師人數 

組別 組別類型 證書年度 
授證人數 

資料更新 
人 % 

A組 開業建築師 107年度 469 4.2% 2020.02.27 

B組 具國家證照之專業人員 

107年度  1,497 

24.1% 

2020.02.17 

108年度  1,196 
2020.03.11 

109年度 12 

C組 相關從業人員 

107年度  3,946 

70.1% 
2020.04.13 

108年度  3,853 

109年度 151 2020.03.11 

D組 里、鄰長、社區服務人士 108年度 122 1.1% 2020.02.17 

合計 11,246 100.0%  

補充說明：「具國家證照之專業人員」包含領有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都市計畫

技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等國家考試及格證書者；「相關從業人員」

包含任職或從事都市更新、建築規劃、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景觀、建築經理、土地開發、

營建土木、不動產估價、地政、不動產經紀、仲介等相關領域之工作者或大專院校相關科

系所畢業者。 
資料來源：統計自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危老重建推動師名冊」。 

2019年第三季起，一直免費培訓的新北市「都更師」也仿效「危老師」

的外包模式，委託給執行機關核可之都更相關專業機關（構）團體辦理，

更將單一都更師分拆成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多元重建整建維護、自主更

新 4項學程。完成單一學程可由培訓機構發給「推動人員」證明，完成全

部學程可取得市府「都更師」證書。 

另一方面，培訓單位可收取單一學程（22小時）3,500元／人次、推動

人員回訓課程（6小時）1,500元／人次、都更師回訓課程（12小時）2,500

元／人次的費用，每梯次上限 150名。預期又將吸引更多業者組織 NPOs

投入，培養出更多接受單向灌輸都更觀念的都更師深入社會各角落，鼓吹

尚未釐清違憲疑慮的政策法令。 

五、 修法急行軍 

                                                                                                                                        
都更集團、臺灣都更產業教育中心辦理發給「證照」的培訓課程三級6套：初級的「都

市更新諮商師」、「都市更新輔導師」；中級的「都市更新規劃師」、「都市更新整合師」；

高級的「都市更新顧問師」、「都市更新師」，費用從4,300~5,500不等，「證照」考試費用

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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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行政部門很清楚都更「涉及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憲法之保護、非

一般強制執行可處理」（行政院，2017）爭議仍未解決，《條例》仍在行

政院修正版提出後一年走完立法院審查與公告程序25，並宣佈 2019年為「都

更 2.0元年」，訂出完成都更重建 100案（歷年平均 20案的 5倍）26、危

老重建 300案的目標。 

這批由政府計畫性地透過財政誘因的激勵被鼓動出來、70%以上未經

國家專業技術人員考試、超過萬人的都更師、危老師，在享有政府授證的

光環下，深入社會各角落解說這套名為都市更新、實為住宅改建的法令體

系，再相互串連成立許多 NPOs（下一節討論），成為與開發商站在一起、

堅定地為政府都更政策法令辯護的強大力量。 

反觀，在都市更新政策監督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更受害者聯盟」，

最初申請成立時，被內政部以都更是好的政策、不會有受害者、受害者名

稱恐有誤導公眾以為都市更新會使人受害之偏頗、錯誤印象等理由，三次

駁回立案。改以「臺灣都市更新公正促進協會」設立後，又以該團體網站

上仍用「受害者聯盟」名稱張貼文章，函文警告可能做出解散處分27。 

最後在立法委員以違反《兩公約施行法》的強烈質詢下，內政部承認

失當，並允以「受害者聯盟」立案。在先天籌組條件受政府技術性阻擋，

後天發展環境又面對前述龐大、有政府背書的推動師深入社區各角落的情

況下，這類倡議型 NPO的發展似乎看不見未來。 

  

                                                       
25 第9屆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一會期於2016.03.02開議，次年11.29行政院才以「院總第686

號政府提案第1618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提出〈條例〉修正草案。經2017.12.08立法院

會一讀，次年12.28完成三讀，隨即於2019.01.30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10381號令

修正公布實施。 
26 自1998.11.11《條例》首次頒佈以來至2020.03.31年止的21年餘，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者共857件，已完工為427案。參閱內政部營建署（2020）。 
27 2012.02.23內政部台內社字第10100992752號函「主旨：經查貴會續以『台灣都市更新受

害者聯盟』名義於網路上對外活動，顯已違反貴會章程，茲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

規定，予以警告處分，請 查照。」再查，《人民團體法》§58.Ⅰ：「人民團體有違反法

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

部，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一、撤免其職員。

二、限期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亦即，「受害者聯盟」如「不改善」，則

有依法被解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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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近年與都市更新有關的非營利組織 

在各界高度關注下，直接壓制「都更受害者聯盟」的作法應不太容易

再在台灣發生，代之而起的是藉由財務補助、契約委託、或官方認證的形

式，大量培養與官方關係密切、遵從官方導入的規範化與形式化關係與績

效衡量標準（Hasmath et al.，2019: 276）的民間團體。前述與台北市、新

北市契約代辦推動師培訓的 NPOs，以及各種推動師再結合起來組織的

NPOs就是值得觀察的對象。 

一、 案例：歷年成立的都更 NPOs之組成背景分析 

根據登錄人民團體資料之政府網站28，以《條例》或《都市危險條例》

相關關鍵字進行篩檢，剔除重複部分，篩檢出 46個 NPOs （下稱「都更

NPO」），最早一個成立於 2007.08.31、最新則在 2019.08.20（詳圖 1），

都是根據《人團法》§39之「社會團體」申請設立，屬於「以公益為目的，

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得依《所得稅法》§4.Ⅰ(13)，免納所得稅。在

此 13年期間，2013年底新北市頒佈〈新北實施要點〉，隔年出現都更 NPOs

成立的第二高峰。2016年政黨再度輪替，台南維冠金龍大樓地震倒塌

（02.06），新當選的蔡英文總統表示將加速推動都更、立法由中央與地方

成立都更執行機構（何孟奎、陳美玲，2016），同年 11月再透露已指示研

擬修法，對安全堪慮老舊住宅給予足夠容積誘因、明確獎勵規範、減免賦

稅、簡化程序等（何孟奎，2016），次月行政院會即通過後來的《都市危

險條例》草案等，種種因素匯聚，使得 2016年起形成第一高峰，至今成立

的都更 NPOs佔總數的 3/4。 

 

圖 7-2都更 NPOs設立團體數 

圖資來源：本研究根據【注 28】人民團體資料之政府網站資料繪製 

                                                       
28 包括1.內政部「公益資訊平台」（2020年底已下架停止服務）；2.司法院「法人及夫妻

財產登記公告」；3. 臺北市社會局「統計資料庫」；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專

區 人民團體」；5.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桃園市各級人民團體名冊」。最新登記成立的

全國性團體為「新台灣重建都市更新協會」（2019.08.20）。 

7
8 8 8

0

2

4

6

8

1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204 

復比對經濟部商業司及「臺灣公司情報網」資料29，歸納出 46個 NPOs

主導者（理事長或副理事長或常務理事）之本業類型有房地產開發業者（董

事長、總經理或執行長）、代書、估價師、律師、建築師、土木技師、家

庭主婦、社運人士、大學教授，扣除與都更產業無關之末三類30後，仍有

42個團體（下稱「都更產業 NPO」）。其次，理事長即為房地產開發業者
31達總數 72%（33）；加計理事長本業為承接都更或危老重建事業而獲取收

益之專門技術人員（如律師、建築師、估價師、土木或結構技師、代書等）

（下稱「相關業者」）（37），則達到 89%。把常務理事（或副理事長32）

為開發業者或相關業者納入（42），更達到 93%。都更產業 NPOs與“非都

更產業”NPOs是懸殊的 42：4（詳表 3）。 

表 7-3 都更 NPOs主要領導人本兼業類型 

負責人或主要領導人之本兼業類型  佔都更產業NPO 佔都更 NPO 

理事長為房地產開發業者 33 79% 72% 

理事長為房地產開發業者或相關業者 37 88% 89% 

理事長或副理事長或常務理事為開發

業者或相關業者 

42 100% 93% 

說明：NPO理事長本業不是房地產投資開發公司負責人，而是由其配偶或子女擔任開發
企業負責人的 NPO理事長，亦歸類為本業為房地產開發業者（參閱註：31）。 

二、 都更產業 NPOs背景分析 

再抽出董監事資料相對完整、能做有意義比對的 8個團體（表 4），進

                                                       
29 前述NPO資料庫的基本資訊仍有缺漏（如「臺北市都市更新學會」未登錄核准日期），

更未揭露各團體理監事本兼事業背景供民眾徵信。本研究從司法院資料庫下載，再至各

NPOs官方網站搜尋（僅少數團體有揭露），再與「全國工商行政服務入口網」、「臺

灣公司情報網」等網路資訊交叉比對，勉強獲得部分團體完整的理監事本兼事業背景。 
30 其中「受害者聯盟」、與「臺北市都市更新商業改建反迫遷協會」負責人職業為家庭主

婦；「臺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負責人由職業為教授的在地居民擔任；「臺灣反迫遷連

線」負責人為社會運動者，都是因都更或徵收開發的強制拆遷而組織抗爭活動、長期倡

議改革都更制度的團體。後兩者的主軸是土地徵收與迫遷，都支援都市更新強拆抗爭，

但只是關心議題之一，並非核心。 
31 在臺灣，本業為房地產相關行業之負責人、專業技師、建築師等，而其配偶或子女擔任

房地產開發業負責人者，除本人已屆齡退休，否則多半為該房地產事業的實際掌控者，

或其本業與配偶、子女之房地產事業有高度依存關係。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本業不是

房地產投資開發公司負責人（案例中有代書、建築師、專業技師三種），而是由其配偶

或子女擔任開發企業負責人的NPO理事長，亦歸類為本業為房地產開發業者。 
32 把影響NPO運作者擴延至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是具有意義的。如理事長為大學教授的「D

都市更新協會」以及「OO再生文化協會」，前者副理事長為都更整合業負責人、建設

公司董事；後者常務理事之一為建設公司負責人。後者之該名常務理事並在自己的建設

事業所在縣市，另成立「OO都市更新OO學會」，擔任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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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監事本兼事業類型為房地產開發業者與相關業者之人數佔總體理監事

人數比例之分析，得出「H都市更新協會」高達 96％，「A都市更新學會」

94%居次。而理監事人數最為龐大的「E都市更新總會」33仍有 88%（詳表

4）。 

表 7-4 都更產業 NPOs（部分）〈說明一〉理監事本兼業背景 

區域 NPO名稱 理監事人數 開發業者 含相關業者 備註 

地方性 A都市更新學會 32 72% 94%  

地方性 B都市更新學會 32 66% 91%  

地方性 C都市更新學會 28 71% 93%  

地方性 D都市更新協會 22 68% 91%  

全國性 E都市更新總會 48 73% 88% （說明二） 

全國性 F都市更新學會 14 64% 86% （說明二） 

地方性 G都市更新協會 18 50% 83%  

地方性 H都市更新協會 27 63% 96% （說明二） 

說明一：本表所列之 NPO為社團官網、或司法院「法人及夫妻財產登記公告」有揭露理
監事名單，且超過 2/3理監事資料可以查到之團體；以董監事或專業經理人職位擔任「營
業項目」有「不動產投資買賣」或類似內容之公司行號者，列為「開發業者」。資料時間

為 2020.04.21之前。 
說明二：僅計入理監事名單上有提供服務單位，及政府資料庫可查得者。部分未列入「相

關業者」之理監事，原因為無法確認服務單位，但亦未排除為「相關業者」之可能。 
說明三：表列順序為各團體成立之先後順位。 

前述分析，因官方資料庫平台登錄資訊不夠完整，故僅能就有揭露部

分分析、不代表整體狀況，但也不表示資料未充分登錄的團體比例不會更

高。透過交叉比對，更發現有本身擔任某 NPO理監事職務後，又於同一地

區成立性質類似但名稱不同的 NPO、自行擔任理事長。也有開發業者以「集

團式」的方式申請成立全國性 NPO，分別擔任理事長、常務理監事、執行

長等重要職務，再由集團成員依其事業所在地，申請成立地方型 NPO，擔

任重要職務，儼然是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發展模式。這類自體繁衍（self- 

propagation）的 NPO集團，在這 42個都更產業 NPOs中，並非罕見。 

三、 都更 NPOs的辨識疑慮 

無論是政府規定，或都更 NPOs揭露的成立宗旨或聲明，皆表達組織

及其成員本身不可以擔任所協助的都更事業計畫或重建計畫的實施者，也

                                                       
33 E都市更新總會創會理事長在成立宗旨中說明，成員主要是一般民眾與中小企業主，相

關理監事許也多在中小企業協會、聯誼會、總會中擔任理監事職務，顯係理事長邀請下

的共襄盛舉。在第二屆理監事選舉後，更換了許多都更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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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會分配所參加的 NPO內的營運利益34的立場。但資料清楚呈現，這些

名為「學會」、「協會」的 NPOs主要成員幾乎都與不動產開發有關，難

謂不被追逐開發利益的不動產業者所掌控。擔任 NPO理事長、執行長職務

的業者，還能受邀參與政府相關政策制訂的研討會、論壇、公聽會、聽證

會，甚至擔任相關計畫審議委員。藉由第三部門「應該是慈善」的中立、

公正形象，遠比其他都更業者更容易取得居民信任，從而不排除以下偏離

公共性、喪失獨立自主精神的弔詭現象發生： 

1. 身份辨識困難：在高度不信任開發商的所有權人面前，前來敲門的，

究竟是一個志願無償提供服務、政府授證背書的推動師？抑或是藉

NPO身份掩護的房地產開發人員或仲介掮客？居民如何區分？ 

2. 利益輸送疑慮：不動產業者為獲取最終開發利益，原本即需投入人力、

時間及資金等成本來整合所有權人意見，並承擔前置整合為如預期甚

或失敗的風險，如今得以政府授證背書的推動師身份進行整合，還可

以藉由政府契約或獎勵金來分攤部分操作成本35，有無以公共資源輸送

利益予開發商之嫌？ 

3. 訊息揭示缺漏：不擔任實施者的聲明，是否也排除在所有權人同意下、

轉由自己任職的開發公司或關係企業來擔任實施者或承攬開發的替代

                                                       
34 〈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4-I-2：[章程應載明] ……團體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公益性社會團體。§6：申請設立社會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不予許可：(二) 

非以公益為設立目的；§7：社會團體章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認其非以公益為目的：

（一）以團體收入之全部或一部屬於特定之私人或營利為目的之團體。且「臺北市危老

重建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聲明書」皆有明揭危老師為「免費

為市民提供法令解說﹅協助社區住戶整合意願﹅輔導申請耐震能力評估」之目的設置，

危老師也需簽署「駐點危老重建推動師同意書」，聲明同意免費提供服務；「新北市都市

更新推動師培訓及執行計畫」禁止都更師以實施者身分進行整合，都更師也需簽署「新

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聲明書」。另，依〈條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構）、

專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才稱為「實施者」（〈條例〉§3）。

而〈都市危險條例〉中的「危老重建」只有「起造人」。起造人（〈建築法〉§12）可以

是政府機關、自然人、團體或「法人」，這邊的「法人」實務上就是出資興建的「公司

法人」建設開發公司。而〈條例〉§26「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

限公司，一般也是建設開發公司。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完成，該「都市

更新事業機構」也是以「起造人」身份申請建築執照。故臺北市的危老師個人或團體沒

有不能以擔任實施者為目的進入社區輔導整合的問題，而有灰色地帶。 
35 〈新北實施要點〉有規定，「都更師」以實施者身分進行整合，或與實施者（事業機構）、
推動過程中委託之技術團隊有雇傭、委任關係，將「取消備查案，並駁回獎勵金發給之

申請或追繳該備查案已領得之獎勵金」。而〈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則

無相關規定。換言之，除取消「獎勵金」外，並無取消「都更師」或「危老師」資格或

其它懲處。由於臺北市只有「危老師」，所以沒有「不得擔任實施者」的規定與聲明；

而新北市只有「都更師」，如果整何時達不到法定同意門檻而改以危老重建送件，也不

違反「不得擔任實施者」的規定與聲明。加上，「獎勵金」遠遠比不上開發的利得。相

關規定是否有用，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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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所有權人是否理解其差異？ 

4. 轉介獲利隱藏：雖然可以聲明「不擔任實施者」，但是否也負責任地

排除以「轉介」的方式在市場上尋覓出價高的其他開發公司擔任實施

者，再收取仲介費用36的可能性？ 

5. 告知責任不明：以前述「仲介費用」為例，是由擔任實施者的開發商

支付給整合者，因此不會由整合者向所有權人收取，當然也無事先告

知必要。但，「仲介費用」的支付也代表了所有權人分配利益的稀釋，

如不是先告知，具 NPO身份的整合者是否存在誠信正直疑慮？而所有

權人又如何「事先」察覺「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陷阱？ 

6. 價值立場預設：都更 NPOs或成員個人所傳播的價值觀與訊息，是有

違憲疑慮的都更政策？還是全面檢視公共利益、從「都市」尺度出發

的人居環境調整？會鼓勵居民包納不同聲音？還是不同意都更改見者

都是釘子戶？ 

7. 問責如何踐行：即令上述情形實質發生，這些第三部門的 NPO團體或

成員，在未違反任何法令規章下，應如何踐行問責？如何受到公民社

會監督？  

事實上，上述推動師潛在的亂象已經不是學術研究的假設命題，早已

有專業公會與不動產業者對於推動師現象深表憂慮。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2020）也在『技師報』以「社論」警告，一些人打著「推動師」招牌，

用錯誤的觀念誤導民眾，讓原本整合不易的案件更為雪上加霜。有建設公

司負責人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陳韋帆，2018），政府撥發獎金給整合成

功的都更推動師，很多人就不擇手段的去說服住戶。這些危老或都更師，

工作就是去整合住戶，再把案子兜售給實施者（建商或營造廠），從中賺

取利益，照行規至少可以獲利 2~3百萬元。甚至警告，遇到名片為都更（危

老）推動師就要提高警覺。也有建築經理公司總經理投書媒體（張峰榮，

2020），危老推動師品質參差不齊，為了促成整合領取政府獎勵金而不擇

手段，成為市場亂源。在在印證本研究所整理的弔詭現象已非潛在狀況，

而是眼前的問題了。 

都更 NPOs既依《人團法》、註明以「社會團體」申請成立的正式組

織，也就不會是社會企業、住房合作社或互助團體，或是「以協調同業關

係，增進共同利益，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其成立宗旨的「職業團體」，

更不會是民間企業財團為特定目的捐資成立的財團法人基金會、或政府及

各界以財團法人形式成立的 GONGOs。根據都更 NPOs各自揭露的成立宗

                                                       
36 將整合好的重建案轉介給其他建商擔任實施者出資開發，可獲得相當的開發報酬，既不

違反「不擔任實施者」聲明，也未向所有權人收取費用，更完全符合不從組織分配利益

的原則，但難謂不是利用NPO身份取得信任、降低整合門檻而獲取利益，報酬更遠遠高

於政府的獎勵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208 

旨，團體的組成都是自發性、利他主義的，成員本身也都不會分配所屬 NPO

的營運收益，組織行為確實符合 NPO的模式與特質。即使發生前述弔詭現

象，似乎也難以 AAA、世界銀行等機構所提列的 NPO問責要件鑑別優劣。

即便社會還期待問責與誠信正直連結，那麼要件只能是有無符合道德標準

（Lawry，1995：178），卻因為誰也說不出道德性問責標準而可能無法加

以檢視。 

42個都更產業 NPOs除可接受政府契約委託執行都更法令宣導、協力

審查、設立社區工作站等項目外，更有 11個被地方政府核定為都更師、危

老師的授權培訓單位。倘若是由GONGO－如財團法人「台北市都更中心」、

行政法人「國家住都中心」協助社區，民眾還知道政府將負擔最終的政治

責任；由不動產開發商進駐，所有權人亦能分辨利害。 

然本研究案例顯已模糊了這種辨識性，一般民眾難以探查 NPOs與政

府間的緊密繫結，也不會知道超過九成的都更 NPOs理監事成員本來就是

都更事業的相關業者。這些高度依附政府，又能逸脫被以 GONGO或開發

財團角色檢視、監督的都更 NPOs，會不會成為形式上自主、實質上附庸的

NPO？既主動爭取政府授權培訓機構契約，難謂完全不受契約規範的行為

標準所制約，被動甚或主動地成為一批替有違憲疑慮的都更政策促販者？ 

四、 公民社會力量的削弱 

本研究發掘臺灣第三部門發展出現了上述的弔詭現象。以高爭議多數

決為核心機制的《條例》，藉疊加法定程序來淡化實質不正義，形成龐雜

的法令。為緩解民眾恐慌，國家再注入資源與誘因委託「非政府/營利性組

織」來協助政策推動，吸引了相關業者競相成立社會團體。這類由第一部

門誘促第二部門所組織的第三部門，可能受政府意志影響，或有利於政府

在公民社群中進行偏差動員與意識操弄；雖然不是企業，具業者身份的成

員卻可能藉由社會對第三部門的信賴來收割商業利益。 

現代第三部門的發展，如果在這種繼續享受著「應該屬慈善」的崇高

社會地位與信賴的掩護下，大量繁衍著「第一部門誘促第二部門」所成立

的國家機器傀儡、偽構組織，那原本應具有高度自治精神、公共性、不以

營利為目的，被期待在公民社會中發揮重要功能、扮演促進公共利益角色

的第三部門，會不會在都市更新領域中，淪為政府或企業的偽構組織，變

相成為政府政策傳聲筒與企業獲利白手套，不僅失去 NPO的靈魂，也嚴重

削弱公民社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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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從公民社會進行權力漂洗－臺灣第三部門的發

展弔詭 

關注第三部門發展趨勢的研究，多著重檢視激烈資源競爭下所驅動的

經營效益追求，與向商業化、營利化市場經濟融入的傾向與可能後果

（Landsberg, 2004; Salamon, 1995; Shields & Evans, 1998; Vernis et al., 

2006），而這還只是在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下，機構基於生存、並在自主

選擇下的發展，與由政府部門計畫性地結合及操作市場機制下的發展有相

當的差別。 

依循新自由主義（Neo-Liberialism）的路線，政府在捉襟見肘的預算下，

維持、甚而提升公共財與福祉交付服務的質量，是 NPO發展的必然。捷徑

就是國家藉由財政補貼結合市場競爭機制，將福祉交付的服務卸載給 NPOs

（Browne, 1996: 41; Shields & Evans, 1998: 88）。這是基於 NPO固有的自

下而上、小而彈性的本質與運作規模，而更能依據福祉接受者的個別需求

量身定制服務內容，從而優化社會行為，是吸引公共決策者找 NPOs合作

的重要原因（Verschuere & De Cortel, 2014: 293-294），也是被產官學界高

度鼓勵甚至推崇的。 

這種存在於部門間的內部互動關係（interrelatedness），可以從 Pestoff

（1992）以三組（公／私、正式／非正式、營利／非營利）區別軸線所呈

現出的 4大社會次序（social order）的「福祉組合」（the welfare mixed）

圖形中清楚看到。其中，居於中心的第三部門即包含了6個中介（intermediate）

組織中的 3個，就說明了第三部門的混合本質，以及從內部互動關係中發

掘更多的社會福祉服務的替代形式、找出更多的福祉提供與分配形式的可

能性（Svetlik，1992：199）。從而，必須特別注意到，政府的政策計劃往

往具有再分配的效果，其操作即應謹守公正原則，透過計畫所交付服務的

對象必須是基於公民身份，而不是基於市場考量做供需取捨（Shields & 

Evans, 1998: 98）。 

本研究發現，臺灣將都更危老重建的政策宣傳與住民輔導透過契約委

託都更 NPOs來執行的模式，吸引了大批都更業者籌組社會團體來承接，

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與政府共謀、互相利用的關係。組織或成員個人為獲得

政府的獎勵，也偏向容易促成整合的地區與方式來進行，拿捏不當，往往

發展成由市場力量來選擇交付服務的地區以及交付的程度，導致嚴重的再

分配偏差。這樣的共謀利用，是以第三部門的混合本的性質為掩護，合理

化國家藉市場力量介入第三部門的作為。 

此外，透過契約注資 NPO，還隱藏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共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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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模式下，政府的權力是更容易穿透而擴張的（Browne, 1996: 50）。委

託契約規範了 NPO可以跟居民討論的議題，為國家權力的貫穿預為偏差動

員，只有符合契約意旨的議題與預設結果有機會形成結論。如各種的多數

決比例組合、如何計算權利價值等會被反覆地說明與討論，而《條例》仍

存在的違憲疑慮、如何檢視個別事業計畫的公益性與必要性、如何防止被

多數決強制參與等危及政策意志貫穿的議題，並不見容於都更產業 NPOs

的輔導內容。 

蓋政治組織本就是偏差動員下的產物，慣於利用某種衝突以壓制其他

衝突，使特定議題被納入議程、其他則被排除在外（Schattschneider, 1960: 

71），對於抑制潛在或明顯挑戰決策者的價值與利益的活動，是一種極為

有效的決策型態（Bachrach & Baratz, 1962 & 1970）。而更超越偏差動員、

不露痕跡的權力貫穿方式，是藉由形塑人們的想法、認知與偏好，以避免

不滿產生、從而自己接受在設定秩序下所扮演的角色（Lukes, 2005: 28）。 

NPOs在爭取契約時，會先經過自我說服過程建立一套與政府一致的意

識形態，以獲得委託。這批共同促販者深入社會各角落時，進行的是契約

規定、有利於政府政治利益實現的意識形態傳播，這也讓這些 NPOs從倡

議者的高度，自我矮化成政府下屬單位的服務交付者的工具地位（Browne, 

1996: 49）。以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為例，不論是基於契約規定或成按酬勞

與獎勵金的誘因驅動，只有在意識形態上願意全力宣揚政府價值觀的 NPO

團體、成員可以獲得委託或受頒證明。質疑政策有違憲之虞、挑戰都更事

業計畫缺乏正當性的少數不同意戶，自然會被排除在服務對象之外，或藉

多數決強力納入。 

而更為深層的，是開發性剝奪（development induced displacement）的

去政治化、去責任化問題。學者官有垣指出，在社會自治的根基仍待深化

穩固之前，公民結社的力量是難與政治力與經濟力分庭抗禮（官有垣，2001：

195），如今，政府以財政注資，建構與第三部門、自願組織的一種雙向策

略性關係，計畫性地將 NPOs收編到「共同促販」控制網絡之中，也讓國

家政權越來越多地侵入 NPOs的自主事務（Lipsky & Smith, 1990: 627）、

強化了對 NPOs運作的侵入（Coston, 1998: 368；Eikenberry & Kluver，2004：

137），不僅能有效地達成預設的政策目標，也能將表面上是福祉交付、實

際上是開發性剝奪的都更及危老重建政策，加以去政治化、去責任化37

                                                       
37 高爭議性的〈條例〉§36（修訂後§57）的「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代為之」的多數決強制拆遷不同意參與都更重建戶，北市府台內營字第1010088751號函

示解釋為：「……相關個案既經受理申請且經審核符合法定要件，主管機關即已負有應

為一定作為之法定義務……」。但在文林苑事件發生、社會一片撻伐之後，北市府又向

中央提出「刪除地方政府應負有代為拆遷之義務，回歸司法體系裁決拆除與否，並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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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lds & Evans, 1998: 97）。 

這種假借民主的面具或庸俗化的民主身段（蕭新煌, 2000: 16）作為，

都更產業 NPOs不是唯一例子。當行政院版的〈工廠管理輔導辦法〉備受

社會批評時，也出現政府支持違章工廠業者成立倡議性 NPOs38，以來自公

民社會聲音的型態，擁護政府政策、維護業者利益。 

這種因為非營利屬性而不能從組織內獲取利益，卻能夠利用參與組織

的運作而另從外部獲取更大開發利益的新 NPO經營模式的發現、依賴與運

用，顯非基於 NPOs設法從財務經常處於不確定性（Landsberg, 2004）生存

下來的經驗中自我學習而得，而是政府與市場刻意連結下，所創造第三部

門傀儡、偽組織向公民社會滲透的動員模式，特別是在面臨爭取選票的肉

統立法（barrel legislation）上被高度運用，未來恐將大幅改變公民社會對相

關政策議題的認知與輿論光譜，失去第三部門原應該發揮的政策監督、倡

議、遊說，甚至引領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功能角色與基本精神，大幅地削弱

了公民社會的批判力量。 

一直以來，第三部門的研究都注意到政府透過制定或執行法律，可以

取得對 NGO/NPO有極大的掌控權。但卻較少注意到政府也可以高舉民主

自由、市場機制的大旗，光明正大地透過財務補助與契約委託的取徑掌控

第三部門，不僅比法律更有效，所有的行為仍符合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

形式框架。當政治力誤用與經濟力結合的能量，要透過公民結社來深化公

民社會根基，所面對是更為強大的對手。今後，當公共政策好不容易有機

會透過各式參與平台進行對話論辯時，國家機器可能已經透過扶植的 NPOs，

完成一種由下而上、由民間而政府的意識形態教育，完成有利於政策執行

氛圍的塑造，偏差動員已經完成、結果已經決定。 

 

                                                                                                                                        
院執行拆除」的建議（臺北市都市更新顧問小組，2012），顯見政府一直都清楚其中的

問題。主管機關規避依都市計畫進行裁量、主動放棄直接執行拆除的高權，是撇清法律

關係、卸除政治責任的作為。 
38 在地球公民基金會於2019.06.19在官方網站上公開取得的會議錄音檔中，經濟部官員表

示「我看到環保團體這樣的力量，我也要成立相當大的力量，……去鼓勵這些田園工廠，

這些田園工廠名字是我取的」（31分50秒~32分48秒）；「環保團體聯署說違章工廠要落日，

我們呢，……，我們去聯署了十萬個」（35分22秒~36分03秒）。「我們這個法令的思考過

程，就是不斷衝擊農委會的法規，所以去衝擊現有的土地法規」（43分00秒~43分54秒）；

「我們在這個修法，都幫大家開一條路，讓大家可以合法」（54分12秒~54分21秒）（地

球公民基金會，2019）。又比對這些團體的活動新聞稿，這位主責官員至少出現在新北

市、桃園市、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以及「全國聯盟」

的成立大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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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都市更新的重構 

網密而奸不塞，刑繁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年而不勝殘，誠

以禮樂闕而刑不正也。豈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論，删定律令，

撰二百章以應大辟1。 《漢書．卷二三．刑法志》 

東漢史學家班固評論當時刑法制度之混亂，乃出於官僚急於立威建功

而混淆典律份際，致用法度刑重者太重、輕者過輕，非僅無助犯罪遏止，

更陷生民於惶惶不安。班固認為，唯有清原正本地檢討法制、導正律法之

錯用，才能使社會真正安定、民生安樂有序。 

僅為刺激營建業發展，卻包裝成公共利益（詳第三章）以圖動用公權

力干預私權整合的《條例》，因混淆公法、私法，引公權介入私權糾紛（參

閱第二章），不得不增擬、修訂各種規則、細則、辦法或準則來增加法定程

序，用程序正義掩飾實質正義的不足，最終構成一部邏輯錯綜複雜、卻逸

脫都市計畫體制2的法令。要重構這麼一部實施超過 20年、耗費 6年

（2012.12.07~2019.01.30）反覆討論才又完成第 9次修法的都市更新法令，

必須行所應行、為所當為，而不是為所欲為。正本清源，是不二法門。 

本章為最終章。首先摘要、回顧各章節要旨，第二節歸納前述各章論

就的「重構」原則，再以第三節以實際條文的修訂為例，說明正本清源下

的制度重構建議。並以§36（後§57）的再修法為例，說明這是再一次以公

共利益之名、為有正當性疑慮的多數決私部門更新拿掉才加上去不久的「真

誠磋商」的修法，反映出透過修訂《條例》所進行的權力漂洗仍然持續中。 

第一節 各章要旨 

本研究第一章先確立都市更新制度困境乃基於在法制上採用了「強制

參與/排除」機制，以為展開研究設計以及各章節論述的基礎。首先指出都

市更新的本質在以人為中心的「使用價值」提升，對照現行都市更新政策

及法令的論述，因為對於公共利益、公權私權份際的迷思，而走入困境。

再檢視都市更新主要行動者：政府、原住居民、事業機構三者之間的權力

關係，觀察到都市更新的問題根源在於採行「強制參與/排除」制度，但卻

                                                       
1 語出《漢書‧卷二三．刑法志》，其文義為：法綱雖嚴密卻無助於阻遏奸邪之事，刑罰繁

複卻使得人民益發輕慢，致歷三十年不能達到仁政，經百年也無法遏制殘暴，實因缺乏

禮樂教化、不當使用刑罰之故。應從根本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刪改修訂現有的法律條

令，依據古制撰集刑律二百條，以此來對應死刑。此為成語「正本清源」之出處。 
2 參閱 2010.10.20 立法院第 7 屆第 6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的決議，以及同年 11

月監察院對內政部提出的「099 內正字第 0040」糾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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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將為什麼都市更新可以採取強制參與/排除制度（WHY）、何種前提要件

下才能執行強制（HOW）、誰可以被強制（WHO）、誰可以執行強制（by 

WHOM）、強制應經何種程序始得執行（WHEN & WHERE）等關鍵問題釐

清，致發生私權僭用公權力、公法遁入私法的矛盾，而使爭議不止。 

在確立「強制參與/排除」乃困局核心後，第二部分（二、三、四章）

分別從法理面、規劃理論實務面以及權力漂洗模式，論證並呈現都市更新

制度政策的問題點。第二章透過高權理論、強制法理疏理公權與私權的界

線，論證問題在於「強制參與/排除」取徑未謹守公、私分流，而陷入政策

推動困境。第三章回溯都市更新理論的遞衍，呈現 UR-e 的論述發展實為公

共利益觀念的進化史，而臺灣所採用的都市更乃是過時、低度公共利益，

已被先進國家廢棄的政策。第四章透過 Steven Luke 與 John Goventa 的權力

三面向理論，說明都市更新公權與私權的混淆，實是一種有計畫的權力漂

洗，透過立法這個第二層循環的決策制定場域，使得無權力者掌握權力、

應負義務者逃卸責任，反之，讓少數、弱勢者的基本權被剝奪，承擔原無

之參與重建義務。執政政權有意識地運用立法公器混淆公、私法界線，使

私權得以僣用公權、為特定利益團體牟取利益，才使都市更新走入困境。 

承接第二部分的理論建構，第三部分說明如何藉由立法取徑的增、修

法（第五、六章），以及公民社會取徑的成員量變質變（第七章）來進行權

力、義務的漂洗。第五章說明私部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實施更新事業的§11

（及關聯條文），因違反《條例》定義、存在明顯的法理矛盾，卻藉由修法

將「用詞定義」修改，使更新單元與事業計畫交叉定義、相互解釋，讓私

部門實施的事業計畫完全與都市更新計畫切割、不受都市計畫調控。第六

章說明§25-1 的增修訂，假借「因應重大災害」、「緊急處置」之重大公共利

益而提起設置「專章」，順利地將同意門檻大幅調整，把財產權簡化成公司

股權，以所有權面積比例超過 4/5，即可不計其他 1/5 產權面積內有多少所

有權人數，「依法」地將人數居多但財產稀薄的權力弱勢者消音。 

第七章以臺灣都市更新 NPO 近年的弔詭性發展現象，說明權力漂洗不

僅從立法取徑進入，也超前在公民社會、公民參與的取徑上部署。這種「第

一部門支持的第二部門所成立的第三部門」（1-2-3NPO）的發展模式，大量

培植願意（或基於財務誘因）與政府唱和、自主性不明的 NPO 團體及成員

個人，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宣講違憲疑慮未解的《條例》。今後，再有都市更

新公聽會、聽證會，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委員會，這些多數為

都市更新產業業者、領有政府「證書」的 NPO 成員，以社會公正人士受邀

提供諮詢或擔任委員時，究竟是替都市整體發展進言，還是為背後的財團

開發預作鋪路，恐怕在社會大眾具備分辨能力之前，偏差動員已完成，一

種有利於現行都市更新政策推行的氛圍已充滿。或許，結論也已經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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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構－區分公法私法份際，切斷私權僣用公權 

本研究探究都市更新制度困境之源頭―強制參與/排除取徑，探討都市

更新採取了那些強制參與/排除制度（WHAT）？為什麼都市更新可以採取

強制參與/排除制度（WHY）？何種前提要件下才能執行強制（HOW）？

誰可以被強制（WHO）？誰又可以執行強制（by WHOM）、強制應經何種

程序始得執行（WHEM & WHERE）。釐清源頭，並據以分析、檢討困境形

成之權力漂洗模式，找出從根本解開困境的方向，讓「強制參與/排除」這

項高權工具放在對的「W」上，達成法令與政策的重構。 

一、 逆轉的期待－透過再修法進行重構 

（一）權力分配的正義 

『誰統治臺灣』的作者王振寰教授指出，「權力分配的不均，並不代表

民主或不民主，重要的問題在於權力的使用是否正義、受到監督制衡、是

否符合程序正義」（王振寰，1996：10）。「程序正義」又常與「依法行政」

相提並論，指一切的公行政行為都必需符合法的規範（陳新民，2002：67）。

但若未兼顧「實質正義」，則仍有抵觸憲法之虞（「108 年度憲二字第 24 號」、

「109 年度憲二字第 439 號」決議文）。 

是以，把「依法行政」推定一定就達成了原本行政的目的、實踐了「實

質正義」，是必須被深切反省的。例如，本研究藉由權力三面向理論的解析，

凸顯出《條例》的立法過程（如第五~七章）是有權者取巧地在現有法令上

疊加各種行政程序，並申言將貫徹「依法行政」精神，至於這種依法行政

是否符合「實質」正義，並不在正義的證成當中。這也使得「立法」淪為

有權者的工具。從而，真正的民主除須從其行使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

外，更要從權力使用是否符合「實質正義」來全面檢驗，缺一不可。換言

之，宣稱是「民主」國家，卻會有權力分配不公的現象，是背離民主精神

的假民主、形式民主。 

（二）廢除私部門多數決僭用公權力 

對於都市更新採用「多數決」，乃「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多數決」的

論點，李建良教授指出，私部門為實施者的都更事業是一種人民（私）權

利之行使，是以契約為法律工具，契約之締結又係建立在「意思合致」的

基礎上。這種私法自治的契約行為「除須受到法律的規制，尤其不能逸脫

都市計畫、建築法等相關公法規定之框範」。但基於「意思合致」的私法自

治原則，契約對於第三人原則上不具拘束力，所以不存在「契約多數當事

人拘束契約少數當事人」之契約法理（李建良，2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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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參與 709 號解釋的大法官亦明揭： 

處分的標的畢竟是特定人的主觀財產權、居住權，…很難想像如

何與民主多數決作任何連結」（蘇永欽，2013）、「和一般所謂民主

原則所指的少數服從多數（數人頭）並不全然一樣。…也和規範

法治國家政權與立法合法性依據的民主原則，並無絕對的關連性

（陳新民，2013）。 

......多數意見所謂『適足居住環境』......從消極防禦權之居

住自由，延伸為積極給付之居住權，是否符合本件解釋所審查都

市更新條例所涉及之憲法權利保障之對象？......本席對此均認

容有再三斟酌之餘地（李震山，2013）。 

因此，即便僅單從法理上（不論是公法或私法角度）論就，《條例》§11

（後§23）顯然是逸脫了都市計畫，致使在缺乏國家行使計畫高權的正當性

所涵蓋下，仍得使用多數決，自行或申請主管機關來對同為私部門的少數

住戶進行屬高強度公權力的強制參與/排除。換言之，矯正《條例》的爭議

核心，讓強制參與/排除制度回歸正軌，只要回歸都市計畫、強化都市更新

計畫與都市更新單元的連結（應記載事項），刪除私部門得在未經劃定應實

施都市更新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實施事業計畫的規定，即可使公權、

私權各安其戶、各司其職。 

二、 重構的指導原則 

（一）原則之一─正本清源 

有云「順理而舉易為力，背時而動難為功」3，循著「公歸公、私歸私」

的方向，正本清源地讓「強制參與/排除」取徑分流、歸正，都市更新法令

政策的重構工程，也就能豁然開朗、迎刃而解。蓋，都市更新的制度困境

並非出於採取了「強制參與/排除」取徑，而是出於公私不分的制度設計。

該由國家積極承擔、擔任實施者，正當動用國家高權，斷然採取「強制參

與/排除」進行整合、拆遷、重建、安置者，卻藉口私法自治，靜待重大災

害事件的受災戶自行整合；本應尊重私法自治、契約自由者，卻又出借公

權，「依法」接受私部門實施者的請求，「代」為強制排除障礙。 

換言之，所謂順理而舉乃指把「強制參與/排除」這一高權工具，在目

的正當（WHY）、前提完備（HOW）下，對於確認需承擔被「強制參與/

排除」義務的一方（WHO），由對的人（by WHOM）、在對的時間（WHEN）

                                                       
3  語出《晉書．卷一．宣帝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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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對的程序（WHERE），始採強制參與/排除制度取徑進行更新事業： 

 目的正當（WHY）：以「人」為中心之生活場域改善 

 前提完備（HOW）：在完備§5（§6、§7）之都市更新計畫（書）擬定，

載明更新地區範圍、基本策略與目標、實質發展計畫、更新單元或其

劃定基準、其他應表明事項4，從而確立為「應實施都市更新」之前提。 

 承擔責任方（WHO）：§5 所框定的「都市更新地區」、依照「都市更新

計畫」所訂之更新單元內的「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由對的人（by WHOM）：「強制參與/排除」就是一種國家高權行為，

僅能由負有公法職務與忠誠關係之公務員來執行，不能借給私人。 

 對的時間、循對的程序（WHEN & WHERE） 

反之，目的不正當、前提未完備、權力義務不明，即是背時而動，自

不具採取「強制參與/排除」之資格，不論實施者是私部門，或是政府本身。 

（二）原則之二─公私分明 

一直以來都市政策都高舉實現公共利益的大纛、藉全體公民所賦予的

公權力開發建設，都市更新二十多年來成為都市規劃顯學，公共利益被借

用來替特定空間範圍內的所有權人利益最大化辯護，原因無非就是《憲法》

§15；「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以及§23「以上各條列

舉之自由權利，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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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以法律限制之」兩者之間的拔河。換言

之，就是本研究所聚焦的、採取「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合憲性。 

第二章說明「強制參與/排除」就是一種國家高權行為，僅能由居於公

法上職務與忠誠關係之公務人員作為其固定職權而承擔之（李震山，2002：

149；程明修，2005：359~360；董保城，2007：292）。而造成《條例》公、

私混淆的源頭，其實就在以§115（後§23）、§22.Ⅰ（後§37）為核心而展開的

私部門多數決即可借用高權實施更新事業，讓特定私部門「對他造為有力

                                                       
4 如第 9 次修法增加（後§9.Ⅱ）土地利用計畫構想、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想、交通運輸系

統構想、防災、救災空間構想；（後§9.Ⅲ）劃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都市計畫檢討構

想、財務計畫概要、開發實施構想、計畫年期及實施進度構想、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5 《條例》§10 固然也是私部門以自行或委託事業機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為目的，而自行

劃定更新單元、申請事業概要核准，但其前提，仍有「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的國

家高權先行為前提。即使因「少數人之申請即應進行行政程序，將使多數人被迫參與都

市更新程序，而面臨財產權與居住自由被侵害之危險」，而被大法官判定需提高同意比

例（參閱司法院 709 號解釋），本條所規範的「同意比例」也僅及於「事業概要」，如果

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而令§22 的私部門實施事業計畫時需取得全體同意，則，

被少數人提起即被劃入更新單元下，不同意參與事業計畫者之財產權仍未被事實剝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218 

的干預與強制」（李震山，2013：6），處理私權整合或糾紛排除，混淆了

國家「公權力」與人民「私權利」。謹守這個公權私權、公法私法的界線，

「重構」就能柳暗花明、霍然而愈，一點都不複雜。 

（三）原則之三─回歸都市格局、屬重大公益的都市再生 

第三章透過文獻梳理及檢證，發現臺灣都市更新政策的提出，恐怕是

為了搶救因全面實施容積管制而引發 1990~1992 搶建風潮、陷入「泡沫與

失落的十年」（卓輝華，2014）的房地產業，遇上第一次總統直選的時空背

景，主管國土發展與管制的內政部必須研提有利吸引選票的政策供執政政

權候選人作為競選政策。而「振興經濟方案」、「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的

釋出土地供產業發展使用的上位政策，剛好可以讓房地產業搭上振興經濟

的便車，從而確保行政院承諾對營建業紓困、內政部保證讓建築業欣欣向

榮（王鴻薇，1995）的「肉桶政見」（pork barrel policy）能夠兌現。 

大選抵定、政權延續，為兌現政見而做出的「為提振經濟景氣，請研

究以推動都市更新方式，刺激營建業發展方案」（經建會，1997：1）正式

付諸執行。這就解釋了為何都市更新不是用來調整都市結構的原因，從而

本應屬於國家高權的都市計畫下的都市更新，會改以「獎勵民間參與都市

更新」來進行，而侷限在個別街廓的老舊建築改建，受惠最大的就是以都

會區房地產開發為主的不動產業。 

這個必然的結果，又再解釋了臺灣的都市更新為什麼是全盤採用了

1960 年代即被批判、廢棄的美國聯邦推土機式都市更新定義與作法，從而

無視都市計畫學界的嚴厲批判、在提出都市更新條例草案行政院版（1997）

的立法說明中，堅持「都市更新條例實際無法涵蓋都市再發展的一切規範

與作為，如將其名稱訂為『都市再發展條例』、『都市再生條例』或『都市

再活化條例』，恐將使名稱與內容不相符」的背後原因。在在印證本研究圖

3-2（p97）所示，現行臺灣推動的都市更新，與加入環境可持續性思維的

當代都市發展理論主流、盛行於英日先進國的「都市再生」（urban renaissance）

理論政策與實務操作落後逾半個世紀，難望其項背，所實踐的公共性程度，

與民主法治、公民主義社會所要求的高度公共利益水平難以比擬。 

三、 公權、私權釐清之後的重構 

定調為「獎勵民間參與」的都市更新由於急於立竿見影，因此透過制

度及法令的設計與制訂，對公權力與私權利的界分做選擇性混淆，藉以創

造出原所無之權力（利）或規避原應承擔之責任或義務。 

清原正本，將公權、私權區分，使「強制參與/排除」分流後，《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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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對特定人所為、具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效果之公權力行

為（詳 709 號解釋），擔任實施者的私部門事業機構並不具有被「委

託行使公權力」（Verwaltung durch Beliehene）而成為公權力實施代

理人的地位（參閱《行政程序法》§2、§16）。 

（三）私部門事業機構 vs.原住居民： 

1. 不存在「受託行使公權力」下，事業機構與原住居民在法律上處於

平等地位（參閱《憲法》§7），依私法自治原則，應遵循「契約之參

與的自由」、「契約內容之決定的自由」，由全部所有權人共同決定攸

關其權利之事務的實質權利（黃茂榮，2013：12）。 

2. 擔任實施者的事業機構與所有權人之間，乃居於受委託「代理實施」

之前提，而依自由意願簽訂委任契約規範雙方權利義務的私法關係。

有契約履行糾紛，應依民事訴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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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修法建議 

早在《條例》頒佈之前的研擬期間，林明鏘（1996：36）即已提出「修

改現行都市計畫法較制訂都市更新條例來得妥當」。本研究亦支持此一「正

本清源」的都更制度重構方向。研究認為，廢除《條例》，將相關法規檢討

納入《都市計畫法》「舊市區之更新」專章之內，或作為舊市區更新（或仍

稱都市更新）之施行細則，始為真正的「順理而舉」。而在達成廢都更修都

計的共識之前，仍可展開以《條例》為基礎、「強制參與/排除」分流為指

導方針的修法，只要修改少數幾條核心條文（詳附件一），亦可大致成就。 

本研究第五、六章分別以§11 以及§25-1 的定、修法，來呈現權力漂洗

的立法取徑。而 §11 又涉及§3 的定義、§5 的都市更新計畫（書）及應載明

事項中的單元劃定基準。其中，關於§3 定義的在修法建議就是回復原「都

市更新事業：係指依本條例規定，在更新地區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

業」、「更新單元：係指更新地區內可單獨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分區」，以「都

市更新地區」為更新事業、更新單元存在之前提的原定義即可。對於§5、§11、

§25-1 以及§36 的修訂建議，茲分述於后。 

一、 關於「都市更新計畫」：§5（後§5）、§8（後§9） 

關於「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不論是規定在§5（後§5）或 8（後§9），

皆不應將都市更新計畫（書）「應表明事項」中的「單元劃定基準」刪除，

理由已於第五章第三節「『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探討」詳予

辯證。值得再次提出的，單元劃定基準的問題也是監察院「101 內正 29」

糾正案的三項糾正事實之一。這部分的糾正案文如下： 

都市更新地區或更新單元之劃定，涉及私有建築物之拆除，對人

民財產權有重大影響，其具體認定標準及應踐行之程序，應以法

律規定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規範為宜，俾行政機關或人民處理

有所依據，惟內政部未適時檢討規範劃定更新地區或更新單元之

具體認定標準及應踐行之程序，洵有疏失。（餘略） 

而內政部也明確地回覆（台內營字第 1010332240 號），論述清楚、無

模糊空間。相關回覆內容如下： 

一、……更新地區之劃定及都市更新計畫之擬定或變更，俱屬都

市計畫細部計畫層次，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都市更

新條例第 5 條規定於都市更新計畫表明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

基準，作為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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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係都市更新計畫應表明之事項，且都市

更新既屬都市計畫之ㄧ環，……，基於憲法制度性保障地方自治

之精神，自應由地方自治團體視各該都市計畫之發展及執行情形，

分別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予以區分不同之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以

收因地制宜之效，……。 

換言之， 內政部答覆監察院的內容，已再次確認第 9 次修法前、原訂

法制的法理邏輯完整性與操作方式的完備7。因此，關於§5（後§5）、§8（後

§9）之再修訂，就是把「對人民財產權有重大影響」的更新單元劃定，回

歸§5（後§5）或§8（後§9）有關都市更新計畫（書）的應明訂事項中，即

為正辦。當然，「應明訂事項」應至少比照現行法之《都市計畫法》主要計

畫應表明事項（§15）或細部計畫的表明事項（§22），甚至〈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9.Ⅱ應表明事項等納入，特別是社會安置及公共設施

建置之實施方式、預定進度與經費項目與籌措方式8。 

二、 關於私部門辦理都市更新事業－§11（後§23） 

基於本研究第五章之論述，本研究支持學者刪除§11（後§23）之見解，

並主張私部門擔任實施者的事業計畫應取得全體同意（應修訂§12/後§37）。

況第 9次修法已為私部門申請劃定更新地區增訂相關規定（後§10）： 

有第六條或第七條之情形時，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向直

                                                       
7 然而，內政部覆監察院之函文，先以一、二確認「都市更新事業係屬都市計畫實施之一

都環，作為實施 市更新事業基礎之更新單元，其劃定基準自應依循都市計畫之指導」，「於

都市更新計畫表明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分別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予以區分

不同之更新單元劃定基準」，應付監察院的糾正，卻又不顧邏輯的根本衝突，暗渡陳倉

地夾帶了「三」：「爰本部送請 鈞院審查之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即明定更新單元劃

定基準應經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亦即，未來將送出一份與個別都市計

畫無關的「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另送縣市主管機關的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查，全市

一體適用，供§11（後§23）這類「未經劃定應實施都市更新之地區」使用，永久切斷「都

市更新計畫」與「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的因果關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為都市更新

計畫的應載明事項）。此明顯違反內政部同一文件反覆強調的「於都市更新計畫表明劃

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分別擬定都市更新計畫，予以區分不同之更新單元劃定

基準」之根本前提，難謂沒有玩弄文字、模糊焦點，蒙蔽監察院糾正案之疑慮。 
8 除《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等都市計畫法系的現行法，最新

修訂的《條例》（後）§9.Ⅱ之表明事項：一、更新地區範圍；二、基本目標與策略；三、

實質再發展概要：(一)土地利用計畫構想、(二)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想、(三)交通運輸系

統構想、(四)防災、救災空間構想。以及（後）§9.Ⅲ（策略性更新地區）：一、劃定之

必要性與預期效益；二、都市計畫檢討構想；三、財務計畫概要；四、開發實施構想；

五、計畫年期及實施進度構想；六、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本研究認為，以上項目，

皆應檢討納入表明事項中，並加上林明鏘（1997：7~8）所特別強調的「社會（拆遷安

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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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議劃定更新地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項提議，應依下列情形分別處

理，必要時得通知提議人陳述意見： 

一、無劃定必要者，附述理由通知原提議者。 

二、有劃定必要者，依第九條規定程序辦理。 

第一項提議應符合要件及應檢附之文件，由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修訂後條文已符合 1997.09.20 行政院提出之「都市更新條例(草案)」、

訂定§11「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之說明，認為都市更新地區「原則上係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考量當地社會、經濟、實質環境及居民意願後，

予以劃定」，但基於「避免地方政府因經費與人力之限制，至更新地區劃定

之標準過高，損及未被主管機關劃定為更新地區之居民辦理都市更新，改

善其環境品質之權益」之考量，且符合《都市計畫法》§249、§2510之規定。 

換言之，在現行法及新修訂之《條例》都能充分保障了人民的「提案

權」下，即無再保留§11（後§23）「未經劃定或變更應實施更新之地區，……，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按主管機關所定更新單元劃定基準，自行劃

定更新單元」之必要，刪除私部門在高權缺席之下，仍得自行劃定更新單

元、實施事業計畫之規定，實乃導正制度困境的正本清源作法。 

甚或更積極地踐行私部門的「提案權」，允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依「最毗鄰其所有土地」之更新地區（主管機關劃定）所訂定之都市

更新計畫（書）中之劃定基準，自行評估是否符合更新之公共利益要件，

送主管機關經《行政程序法》所定義之行政計畫必要程序，檢討是否做成

劃定更新地區之決議，並修改或訂定更新計畫，再透過公開及聽證程序公

告實施。此種模式下，可以保留§11（後§23），並建議條文以下列方向修訂： 

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根

據最毗鄰其所有土地或合法建物之更新地區，根據主管機關所擬

都市更新計畫載明之更新單元劃定基準，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依

第十條規定重新檢討劃入更新地區之申請。 

民間申請重新檢討劃定更新地區遭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9 《都市計畫法》§24：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

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10 《都市計畫法》§25：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申請變更細部計畫，遭受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分別向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

請求處理；經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依法處理後，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再提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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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分別向內政部或縣（市）政府請求處

理；經內政部或縣（市）政府依法處理後，仍遭拒絕時，得依法

提出行政救濟。（其餘條文刪除） 

三、 關於免計人數－§25-1（後§44） 

最新的修訂條文，刪除了「協議不成立者，得由實施者檢具協議合建

及協議價購之條件、協議過程等相關文件，按徵收補償金額預繳承買價款，

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後，讓售予實施者」之規定。然，

依規定，因違反徵收等相關法令，本段規定從未被執行，主管機關也瞭解

執行不可能，因此前述內容的刪除並無引起討論。由於主要的問題仍是

§25-1 將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一定比例，即可不計算

所有權人數，並轉移§22（後§37）（詳第六章）才是重點，但這一部分的最

新修訂，只是把原來的 4/5 同意門檻提高到 9/10。 

本條之再修訂，研究建議應回到§22（後§37），刪去丁守中委員所說「不

要只算人數，像股市是看股權一般」（詳第六章），移除產權面積達到一定

比例及不計人數的規定即可。 

四、 關於強制拆遷－§36（後§57）的修訂與再修訂 

按§36（後§57）乃適用私部門擔任實施者之強制拆除。本研究第二章

第四節（p63~73）之分析已得出「實施者無權執行強制拆除、實施者無權

請求主管機關代為拆除、主管機關不能被動接受申請而是主動辦理」（p73）

之結論。故，本條依「公私分流」之重構原則，應僅保留公部門擔任實施

者下的強制拆除。 

然第 9 次修法，仍是「私權借用公權」的模式，不處理自始即不願參

與都市更新的不同意戶如何協商劃出的問題。且，允許的協商內容僅限「拆

除或遷移之期日、方式、安置或其他拆遷相關事項」，以增加拆前之前的「溝

通、協調」程序，加入《經社文公約》一般性意見第 4 號「適足住房權」：

8.(a)「真誠磋商」，妄圖以「程序正義」來淡化「實質正義」之缺乏，對憲

法基本權並沒有更高的保障，「真誠磋商」文字的加入彷彿是一種嘲諷。 

第 9次修訂公告不到兩年，內政部再於 2020.08.27通過修訂《條例》（後）

§57（§36）11，對於私部門擔任實施者的事業計畫內危險建築，得依《建築

法》§8112規定免除最後的協調程序，逕為拆除。2020.12.17行政院會通過

                                                       
11 本次提案修訂尚有（後）§61、（後）§65。 
12 §81：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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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2021.02.24 正式向立法院提出「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13（下稱

「行政院版」），進行第 11次修訂。不久後，立法委員們也提出修訂案。 

（一）最新再修訂版─真誠磋商 

本條之再次修訂，重點在新增第三項，簡化對危險建築之拆除或遷移

作業程序。新增之條文內容為： 

第一項14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良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認定屬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力不足之建築物而有危害

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之程序辦理強制拆除，

不適用第一項後段及前項規定。 

根據行政院所提的「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之總說明與修正條文說明，

發動修法的主要理由是： 

茲鑑於歷年發生過九二一大地震與○二○六等重大地震災害，造

成民眾傷亡與財物損失，多屬高樓層集合住宅耐震度不足倒塌或

傾頹影響救災所致，……為避免危害公共安全，應簡化拆除或遷

移作業程序以加速執行。 

地方主管機關執行代為拆除或遷移前，對於屆期未能自行拆遷者，

須先踐行協調程序始得為之，惟如就屬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或耐

震能力不足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危險建築物，仍須踐行相關協調

程序，無法即時排除建築物危險狀態，恐危及民眾生命及財產安。 

簡言之，修法是為了「即時」排除「危害公共安全」之「高氯離子鋼

筋混凝土或耐震能力不足」之「危險建築」，而免去協調程序。關於重大震

災之傷亡，乃因高層集合住宅耐震度不足的說法，先後有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及台南地檢署之正式調查報告指出，說明兩次重大震災倒塌之建物，皆

是人為疏失、而非「耐震不足」15。因此，如何證成其必要性與公益性，就

                                                                                                                                        
應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停止使用，並限期命所有人拆除；逾期未拆者，得強制拆除之。 

前項建築物所有人住址不明無法通知者，得逕予公告強制拆除。 
13 行政院於2021.02.24正式以「院總第666號 政府提案第17369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送請立法院審議§57、§61、§65 條文修正案。 
14 第一項未修訂，條文內容：「權利變換範圍內應行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良物，由實施者
依主管機關公告之權利變換計畫通知其所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行
拆除或遷移；屆期不拆除或遷移 者，依下列順序辦理：一、由實施者予以代為之；
二、由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 

15 台南地檢署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調查報告，證明倒塌之原因主要原因是人為的施工不
良而致耐震度不足，與是否採用新舊建築技術規則無直接關連。詳參閱本研究第一章第
二節第三小節「現象觀察」之「『公共危險排除＝公共利益』的迷思、論述及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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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值得嚴謹討論。 

而「王惠美等 18人版」則將「危害公共安全」建物擴大包含「……而

有傾頹或朽壞及危害公共安全者」，讓老舊建築也能引《建築法》§81進行

強拆；「民眾黨團版」則增加「……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一定

標準」來作為認定要件；「張育美等 17人版」及「蔣萬安等 21人版」則在

這一部分與「行政院版」相同（各修訂版第三項條文內容，詳附件二）。 

最後，立委版本之「傾頹或朽壞」、「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都未獲採

納，而在行政院版上增加「明顯」二字，將（後）§57 修改為： 

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良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認定屬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力不足之建築物而有明顯

危害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之程序辦理強制

拆除，不適用第一項後段及前項規定。 

（二）修訂條文重點之分析 

本條文有 3個重點，作為本條文適用之要件。而這三個重點也反過來

凸顯本條條文動用國家高權進行強制拆遷的時機與標的之邏輯矛盾： 

1. 強制拆遷之標的─明顯危險：經主管機關「認定」……而有「明顯危

害公共安全」的「氯離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力不足」之建築物。 

2. 強制拆遷之適用─民辦都更：本條文之強制拆遷，僅為私部門透過多

數決實施更新事業時，對少數不同意參與戶之強制拆除。 

3. 強制拆遷之時機―權變計畫核定後：本次乃針對§36（後§57）進行修

訂，本條文適用之時機，為私部門擔任實施者之事業計畫、權變計畫

核定後，實施者通知限期 30 日內自行拆除，又「屆期不拆除或遷移」，

得引《建築法》§81強制拆除。 

按行政部門的說明，所謂「危害公共安全」的建築物，指的「高氯離

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力不足」，且需達到「經認定」且「明顯危害」

之程度，主管機關即可不經實施者請求代拆、無須再經「真誠磋商」程序，

而可直接引《建築法》§81加速強拆。此亦凸顯至少三大矛盾： 

1. 明顯危險，為何不立即拆除：既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

能力不足」建築，其迫切性已不容延宕。只是，不論是 1994 年發現高

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問題（俗稱海砂屋），或是 1999 年 921 地震後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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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全面性的耐震能力不足，至今都超過 20 年16的時間。為何不先引

《建築法》甚或《災害防救法》動用國家高權逕予拆除，而要等所有

權人整合意見、以都更重建來排除。 

2. 明顯危險，為何不辦理迅行劃定、公辦都更：根據《條例》§7（後§7）
規定，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主管機關應迅行劃定、擬定更新計

畫，為何此次修法是適用在民辦都更程序？況，第九次修訂前§22 公辦

都更免所以權人同意，修訂後§37 也只需要 1/2 同意即可，強制拆遷的

阻力以比較低。 

3. 明顯危險，為何延宕到「屆期不拆除」後：免除「真誠磋商」的適用

程序，是在權變計畫核定、實施者在通知限期 30 日內自行拆除，又屆

期不拆除或遷移的最後一個程序17。在未達到「迅行劃定」以「避免重

大災害之發生」程度，又可以延宕到「屆期不拆遷」再來認定是否「明

顯危害公共安全」， 

簡言之，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的建物，延宕到「屆

期不拆除或遷移」之後才來解除人民生命財產威脅，顯然是邏輯矛盾、也

違背修法宗旨的說法。政府難道不應該、不能、沒有辦法採取斷然措施嗎？

沒有其他合法途徑嗎？ 

（三）依現行法的其他可行途徑 

1. 《災害防救法》途徑之強制安置拆遷 

早在上世紀 80~90 年代即已展開調查而陸續掌握的「高氯離子鋼筋混

                                                       
16 關於「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請參閱第一章第二節第三小節「現象觀察」之「『公共

危險排除＝公共利益』的迷思、論述及轉變」（p17）以及註腳 69~70。 

 況，現存建築物設計上的「耐震能力不足」，乃因我國分別於 1997.05.10 大幅調整建築

物耐震設計規範（因日本阪神地震之學習）、1999.12.29 修訂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規

定與解說（因 921 地震），因此，官方即以「1999.12.31」前後，作為統計「耐震能力不

足」建築物的分水嶺。換言之，官方所稱「耐震度不足」並非經過專業技師實測後的耐

震度不足，故稱「1999.12.31」前興建之建築物都是耐震能力不足，顯非事實。 

 再查營建署主動發佈的新聞（2019.09.20）指出，中央已補助地方政府委託專業單位，

針對 1999.12.31 前領得建造執照的 6 層樓以上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約 3.6 萬件）進行建

造執照、使用執照圖說上建築結構快速篩選，106 年度已先行針對 12 層樓以上建築物

進行快篩作業計 9,253 件、107 年度辦理 9 層樓以上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約 7,500 件，

餘尚未完成 6 層樓以上快篩作業之件數約 2 萬件，預計於 109 年底前全數完成。 

 除此以外，內政部也實施「104 年私有建築物耐震性能評估補強推動先行計畫」、「105

年及 106 年安家固園計畫」、「107 年建築物耐震重建輔導試辦計畫」，「108-110 年全國

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 

 換言之，是否有因「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者」，應該都能在 2020

年底全部掌握。 
17 不包括都更整合、前期規劃期間，雙北市都更案平均審議時間（申請報核至事業計畫或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約需 2.40 年（麥怡安、周俊宏、趙婉如，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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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或耐震能力不足」建築，有基於 921 震災的慘痛教訓而於 2000.07.19

頒佈的《災害防救法》§22，將「老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

設施、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及都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列為各級政

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的「檢災事項」，迄今近 21 年，應已充分掌握。 

若謂同法§2 未將之列入「災害」之定義，基於「輻射災害」（如輻射鋼

筋建築18）、「工業管線災害（如高雄氣爆損毀建築）所「造成的禍害」亦列

為「災害」，§22 亦列為「檢災事項」，則依「目的性擴張解釋」19原則，將

「主管機關認定……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者」視同《災害防救法》所規範、

應積極處理的「災害」事項應無不合。從而，根據《災害防救法》§6、§8，

中央及地方政府即應設立「災害防救會報」，擬、核定及執行災害防救計畫、

措施、對策、緊急應變措施，並嚴加督導考核執行狀況，以減輕災害影響。

再有急迫性，還有《建築法》§81 得強制拆除，似無理由至 21 世紀 20 年代

仍有未處理、需再藉由修訂《條例》、排除「真誠磋商」而進行強制拆除的

「危害公共安全」的「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力不足」建築。 

2. 《條例》§7 迅行劃定+§9 公辦都更途徑之強制安置拆遷 

即便過去並未依《災害防救法》成立「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

力不足」的「災害防救會報」，各級政府也應基於此類建物在上一世紀已是

臺灣重大的公共安全問題，在進入 21世紀後至今的 20年期間，根據《條

例》§5（後§5），「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都市之發展狀況、居民

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人文特色及整體景觀，進行全面調查及評估」，

以及§7（後§7）「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而由主管機關迅行劃定，再以§9

（後§12）政府擔任實施者來進行公辦都更，加以拆除重建。 

政府擔任實施者無須取得同意書，沒有所謂冗長的整合程序，也可保

障所有權人參與都更重建的權益，可以立即展開專案安置住戶、進行強制

拆除。在著手解除公共安全威脅的同時，依規定程序擬定事業計畫、權變

計畫進行重建，回遷被安置在外的原住戶。基於「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

並非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佔有人有應注意而未注意或管理不當之責，政府甚

至應該協助住戶進行團體訴訟，向使用海砂當建築材料的建商求償，始為

保障人民權益。 

3. 《條例》＋《災害防救法》途徑之之強制安置拆遷 

即便有不可避免的理由，致延宕至原住居民依《條例》§10（後§22）、

                                                       
18 請參閱 p17 第一章「『公共危險排除＝公共利益』的迷思、論述及轉變」及註腳 69~70。 
19 「目的性擴張解釋」係指對法律文義所謂涵蓋之某一類型，由於立法者之疏漏，未將之

包括在內，為貫徹規範意旨，乃將該一類型包括在法律適用範圍內（楊仁壽，198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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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後§23）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單元劃定基準的法源疑義請參閱第五章）

時才發現這些「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明顯危害公共安

全」建築的存在，也應該引《災害防救法》，進行立即、積極之處理─在私

部門實施者展開都更重建意願調查的同時，地方政府即應開展「預防、應

變及復原重建」工作，提出「災害防救計畫」（§17~§21）、「災害預防」（§22~§26）

「應變措施」（§27~§35）、「復原重建」（§36~§37-2），等「疏散收容安置、

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環境清理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10）

─以及，引《建築法》，先予拆除、排除公共安全威脅。 

況先行拆除，並不損及所有權人依《條例》參與都更重建之權利。查

有〈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12.Ⅱ20：「……，其因災害受損拆除之合法建

築物，或更新單元內之合法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先

行拆除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核發證明文件證明之」之規定。

換言之，依《災害防救法》或《建築法》而由國家拆除的建築，都可獲得

「合法建物證明」，保障所有權人依《條例》參與都更重建的權益。 

（四）以「公共利益」之名免除真誠磋商 

綜上分析，經國家判定為「極度危險」21的建築，本應不待進入私法途

徑的民辦都更才被指認出來，更不該「一再延宕」到「歷經過非常完整的

都更審議程序」才藉由大多數同意的民辦都更來處理。至少應在根據單元

劃定基準指認老舊危險建築時，即逕以《災害防救法》、《建築法》等公法

途徑先予排除。遑論，不論是「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因 921 震災而發

現「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不是已經有 20 多年的時間讓政府去盤點處理

了嗎？放任「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存在社區而未處理、忽視居住在海砂

屋人民的生命財產危險，究竟是誰一再延宕？ 

反之，不直接適用《災害防救法》或以《條例》§7 迅行劃定進行重建、

排除「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者，這類建築物必然是屬於經「全面調查評估」

後，認為非緊急、無公辦必要、可依§10（後§22）的民辦更新案件，甚或

是判定為不需要更新的「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地區，而被私部門利用§11

（後§23）所發起的民辦更新重建案。 

                                                       
20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12.Ⅰ，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實施者取得同意書時，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同意先行拆除所核發的「證明文件」，即為取代「建
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或合法建物證明」。無須取得同意，即免「證明文件」亦可
保障建築物被提前拆除的所有權人參與都更重建之權益。 

21 內政部次長在立法院黨團協商會議（2021.04.16）上中承認，「案子走到要拆除，其實在
前面已歷經過非常完整的都更審議程序」，但要處理的卻是「經過評估之後，真的是極
度危險的高樓層集合住宅，我們把它排除掉」，用來說服立法委員「基於危險，我們期
待不要讓事情一再延宕」（立法院，2021：398），同意免除「真誠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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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能以民辦更新來處理的建築重建，應該是不急迫、仍可承擔

「非常完整的都更審議程序」的老舊建築，此時，僣用公權介入強拆之正

當性顯不充分、缺乏正當性。這也印證了行政院版的說明：「地方政府屢有

先行依建築法第八十一條予以強制拆除之案例，……其強制執行之正當性

常遭受民眾質疑」的原因。 

本該以公權力執行強制拆除，不思檢討、證成公權之正當性、必要性

與手段適宜性，卻自我退縮、轉身隱藏在法律性質屬於私法關係的私契約

事業計畫、權變計畫22背後，在私部門實施者的請求下，再跳出來「依法」、

「代」拆除，是導致正當性不足、一再延宕的根本原因。此時再引用強制

拆除，顯然已無法自圓正當性不足的質疑，即便掩耳盜鈴地以增加「程序」

來攀比「程序正義」，仍然欠缺「實質正義」的說理，乃典型的公法遁入私

法作為。 

本研究認為，此一修訂，似為當年以「加速重大災害地區重建之時效」

為藉口增訂§25-1、把原本應該 100%同意的「協議合建」下修成「80%的多

數決」、再賦予私部門實施者有相當於政府徵收的「強制價購」權力的翻版。

透過公共利益語意的簡化，可以讓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使特定團體的利

益合理化（Sorauf, 1962: 186）。此從立法委員版在行政院版的「危害公共安

全者」上加了「傾頹或朽壞」可以看出，因為其重點並非關心「公共危險」，

而是要夾帶更多可以強制拆除的判定標準，再依據《建築法》來省略「真

誠磋商」程序予以強制拆遷。 

在執政黨立委為壓倒性多數，對於都更政策有不同意見的民間團體幾

近瓦解、依附政府的都更 NGO 團體與成員也大量進入社區，輿論對於都市

更新修法議題探究的聲量相當微薄。實際的修法進度，一次的內政委員會

討論即被主席裁決進行黨團協商，一週後，又因協商無結果，決議進行立

法院長協商，並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炸的 2021.05.14 通過，05.28 公告實施。

這條過去是爭議風暴核心的「強拆條款」的修訂，從行政院版提出的

2021.02.24 到立法院院會通過23，不到三個月。 

  

                                                       
22 參閱本研究 p69~70，第二章第四節「都市更新實施者與所有權人權利義務關係之私法

通說」。 
23 2021.04.16 黨團協商。決議：請院長在院會再協商。 
 2021.05.06 黨團協商：通過（後§61），（後§57）（後§65）提附表決（根據黨團協商會議

記錄：開會之前，時代力量黨團已同意修正草案。[時代力量]就交付表決。[主席（立法
院長）]都市更新條例就通過。）。 

 2021.05.11 院會（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本案因尚待表決，作以下決議：
另定期處理。 

 2021.05.14 通過 
 05.28 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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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逆轉的期待 

一、 都市計畫本即是為了都市更新 

2019 年末至今，陰影籠罩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不僅考驗公共衛生領域，其實也給了都市計畫/建築專業

界一個嚴重的警示：環境的承載力─空間計畫的核心（或底線）─是不能

輕忽的！類似的危機，早在 19 世紀歐洲第二次霍亂大流行（1828-1851）

時，所謂文明社會就已經付出慘痛的代價，當時以公共衛生為主的對策也

催生了最早的都市計畫法令，展開依照法律執行的第一代都市更新―窳漏

清除（slum clearance）24。環境承載力的修復甚或提升，一直就是都市計畫

最核心的任務，生活在 COVID-19 或的威脅下，人類的空間距離就活生生

地被拉開成至少 1.5 公尺的半徑範圍，或活動期間不離口的醫療級口罩，甚

至一家人都不建議同桌共餐25。這不是提高其他建築設備或公共設施的價值

或數量就可以彌補的。 

二、 振興營建業的都市更新讓都市走向崩潰危機 

當國家熱衷於開闢「建設」、「政績」（以及背後的財政收益），卻怠於

負起高權責任，不願積極劃定應實施更新地區、擬定更新計畫（書）、發動

公辦都更，另一邊又授予私部門借用公權力強制讓無意願者進入這場建設

事業，混亂的公法與私法的界線，只會讓都市更新陷入困境。而為了讓艱

難的都市更新事業讓私部門主導，再不斷提高開發誘因，讓本來應該就可

以依法藉由都市計畫或建築法規強制納入、以提升容受力與寧適環境的空

                                                       
24 現代公共衛生之父 Edwin Chadwick（1800-1890）詳細紀錄了第二次世紀霍亂大流行

（1829-1851）下，英國城市人口的出生、死亡等數據後，於 1842 年向英國國會提出「英

國勞工人口的公共衛生狀況報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指出骯髒的生活環境、不良的污水排放及垃圾清運、缺乏

乾淨飲水、不良通風及過度擁擠，是防礙健康的主因。此報告促成英國第一號《1848

年公共健康法案》（The Public Health Act, 1848）。卻因不具強制性而無法產生需要的結

果，1866 年頒佈《公共衛生法案》（The Sanitary Act, 1866）強制地方當局改善並移除造

成地方公共衛生危害的狀況，除要負責提供污水下水道系統、供水系統與街道清潔外，

更規定所有的住宅排水必須連結到一個主要的下水道幹線，明確的限制住宅不得以地下

室作為居住空間，並制訂「過度擁擠」的定義。每一個城鎮都任命公共衛生督察員，授

權內政部在地方當局無法移除的嫌惡環境時採取行動。換言之，是公共衛生的慘痛經驗

促成了現代的都市計畫。 
25 2021.06.03，臺北市當日新增確診 224 例，累積個案超過 2800 例。市長柯文哲在市府召

開的「防疫情記者會」上呼籲，從臺北市各行政區確診病例分布來看，目前感染「已散

至各行政區內之社區」。2800 例確診中，家戶感染者佔 43%（456 戶的家戶，共 1221 例

個案），建議臺北市「減少與同住家人共餐」、「採隔板、分開地點、分開時段等方式用

餐以保持彼此距離」、「不要全家一起同時在餐桌共餐」（台北市政府，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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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手段（如開放空間、危樓重建、綠建築......），都用「容積獎勵」來交換，

卻沒有透過整體的都市計畫逐步將影響生活品質（飲水品質、空氣潔淨、

噪音降低、傳染管道消除......）的公共設施逐步完備時，就已經擴大了把文

明社會帶向下一次容受力崩潰的危機。 

三、 回歸都市計畫 

正本清源、回歸問題原點，本來都市計畫/新市鎮計畫一旦公告實施，

依《都市計畫法》每 3~5 年需進行通盤性檢討（§26），所檢討的項目內容

就是「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狀況」、「人口之成長、分布」（§15）、「居住

密度及容納人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22），以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5「災害發生歷史及特性、災害潛勢情形」、「公共設施容受力」

等。追溯「通盤檢討」的適用，早於 1964.9.01《都市計畫法》全文公布的

立法說明中揭示，「都市計畫公佈實施後其進展如何，及實施有無困難等，

均應加以檢討以謀改善，……應依發展情況做必要之變更」26。 

換言之，即使不從高深法理去論就，單從都市計畫的理論與實務上即

可明辨，除了第一次新訂都市計畫外，此後，每一次的通盤檢討或個案變

更而對計畫進行修訂，就是在進行一次都市更新工程。況，都市更新的容

積獎勵即實質變動了「法定容積」、變更了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的內容，也改

變了土地所有權人應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本即應循個案變更途徑處理，

檢討、修正法定容積。即便要辯稱此種獎勵僅為「一次性」，需知，在營建

材料與施工技術不斷推進的今天，這「一次」就至少影響該地區都市環境

數十年，專業者不能掩耳盜鈴，視都市承載力風險與憲法財產權為無物。

更何況透過都市計畫通檢、個案變更，檢討並改善公共設施來調整法定容

積，誘導老舊地區改建，本來就是臺灣都更法制的仿效對象日本的作法27。

換言之，都市更新就該以都市的格局來通盤處理，以都市計畫來規範、引

導，不應有都市更新是可以逸脫都市計畫整體規範的發生，回歸都市計畫，

才是應走的路。 

四、 權力傾斜的法律，還伸張正義嗎？ 

國家以法律設計，讓公權力得以介入都市更新，本來就是政府應該的

作為，關鍵在於使用哪一種公權力？作用在哪一項事務、程序上？在解析

                                                       
26 參閱 1963.05.31 印發之 院總 666 號 政府提案第 690 號「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行政院函請甚亦都市計畫法修正草案」。 
27 2010.11.02~04「台日都市再生交流工作坊」（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及更市更新處聯合主辦、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承辦），受邀的日本專家山田尚之（曾任獨立行政法

人都市再生機構）即在當場提出：日本進行都市更新，無論公辦或私人，都須在都市計

畫的規範底下進行，並沒有國內這種獨立於都計規範外，另外給予的容積獎勵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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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都市更新的制度困境實出於錯用了公法、私法，混淆了公權與私權的份

際，致使無權力取得強制權力者得以剝奪他人權力，本應受憲法保障者卻

承擔了不應有的義務，國家的責任卻又在其中消失，變成「有代為拆除或

遷移之義務」，這種法律設計就應該被深切地反省與修正。 

法律本來是對掌握國家機器的政府機關與行政人員的一種「防弊」設

計（葉俊榮，2001：7），惡法卻褻瀆了、傷害了及濫用了法律安定性的原

則。唯有肯定法律安定性有「質」上的判斷，才會導致出法律安定性應當

列入實質正義的一環的結論（陳新民，2008：23）。若是行政部門守著官僚

主義（bureaucratism）與本位主義（departmentalism）的思維，「依法行政」

就會逐漸自我失智地退化成為一種為確保行政機關行政作為的順利進行、

而「在程序的設計上弄成是五花八門，但在對人民權益保障的考慮上卻常

又是乏善可陳」的做法（湯儒彥，2008： 5）。 

人民期待的政府，應該是一個運用憲法所賦予之高權、致力於建構一

個公平競爭環境、對弱勢與邊緣化社群給予扶助關懷（使其回到公平競爭

水平），使資源的分配與重分配得在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氛圍或體制下

進行的政府。這種公平競爭環境的建構，不應該是傳統自由經濟/自由市場

論的「政府干預」，而必須是基於憲法的國家責任、由政府來積極承擔的。

更不會是允許國家機器或任何政權「假借」承擔，卻竊自從政治利益/意識

型態的角度，把政黨甚至個人的手伸進來攪和、甚至撈取利益。 

至盼國家機器能面對涉及法理基礎的問題，萬不可再掩耳盜鈴地繼續

藉由行政程序的堆疊、法律詞句的修飾，就認為可以解決困境。需認知，

巧立法律條文、令公權躲在私權背後，讓同樣是老百姓的原住居民與私部

門實施者相互猜忌鬥爭，置都市更新於違憲疑慮，才是讓整個制度陷入困

境的原因。回歸之道，應將現行法中的公權、私權關係釐清，從公法、私

法分流的基礎重新檢視各條文對於權利的界分與義務歸屬，才能重新匯集

公、私部門的能量，創造社會整體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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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私分流後，條文調整程度分析（私部門擔

任實施者 100％同意） 

高度調整；：中度調整；：低度調整；---：無需調整 
 

條號 條文重點 調整程度 

§1 立法目的 --- 

§2 主管機關 --- 

§3 用語定義1 --- 

§4 都市更新處理方式 --- 

§5 更新地區之劃定與更新計畫之既定2 --- 

§6 優先劃定 --- 

§7 迅行劃定 --- 

§8 涉及擬定、變更都市計畫者之處理 --- 

§9 公辦更新（含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構）實施）3  

 委外實施4  

§10 民辦更新－經劃定應實施更新地區5  

§10.Ⅱ 單元劃定、事業概要同意門檻 --- 

§11 民辦更新－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地區  

§12 免計算同意比例6 --- 

§13 得以信託實施更新事業 --- 

§14 事業機構之資格 --- 

§15 更新團體申設 --- 

§16 審議單位設置 --- 

§17 官方專責機關（構）設置 --- 

§18 都市更新基金 --- 

                                                       
1 關於§5「都市更新計畫」之修訂，不受私部門實施更新事業需 100%同意無關，故標示
為「無須調整」。但仍是修法重點，尤其是把第九次修法後的（後）§5刪除「都市更新
計畫」的應載明事項，再改回來，並比照§8（後§9）之再修訂，就是把「對人民財產權
有重大影響」的更新單元劃定，回歸§5（後§5）或§8 

2   請參閱第八章第三節「修法建議」第一小節「關於「都市更新計畫」：§5（後§5）、§8
（後§9）」 

3 如臺北市政府同意教育部國立大學或「行政法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推動中心」等「政

府機關（構）」所辦理的都市更新，是否都具有等同於「主管機關」自行實施都市更新

時的「公權力行政」―可對更新地區範圍內之人民以命令、行政處分或其他強制手段直

接產生拘束力―之公權力主體地位？抑或僅能居於「私經濟行政」，與私部門所有權人

以交易、合作的方式，進行事業計畫？非常值得進一步討論。 
4 「委外實施」則需循委託「其他機關（構）」或民間事業機構之規範辦理。 
5 [如修訂為] 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依§5

擬定之都市更新計畫所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餘略）。 
6 依§9的公辦都更並沒有取得同意門檻之限制。亦參閱內政部於 2004.12.30 以內授營都

字第 0930088519 號函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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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事業計畫流程 --- 

§19-1 事業計畫變更之簡化 --- 

§20 涉及都市計畫變更之事業計畫流程 --- 

§21 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 --- 

§22 事業計畫同意比例7 --- 

§22-1 同建築基地不同幢、棟同意比例計算 --- 

§23 進入更新地區範圍調查 --- 

§24 禁止事項 --- 

§25 實施方式 --- 

§25-1 協議合建  

§26 免檢附土地權利證明文件8─申請建照進行整建維護  

§27 公有地參與都更 --- 

§28 公有分得房地排除條款 --- 

§29 權變計畫擬定、審議、核定 --- 

§29-1 權變計畫簡化程序 --- 

§30 共同負擔之提列 --- 

§31 利變換之分配 --- 

§32 權利變換異議之處理 --- 

§33 權利變換地區之禁止事項 --- 

§34 
免檢附土地權利證明文件9─申請雜、建照進行拆除

重建 
 

§35 利變換分配之房地視為原有 --- 

§36 強制拆除10  

§37 租賃權之處理 --- 

§38 地役權之處理 --- 

§39 權利變換關係人之處理 --- 

§40 抵押權、典權之處理 --- 

§41 舊違章建築之處理 --- 

§42 接管 --- 

§43 登記 --- 

§44 容積獎勵 --- 

§45 容積移轉 --- 

§46 稅捐減免 --- 

                                                       
7 同註 4。 
8 此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之程序。公、私分流後，若私部門實施事業計畫

需取得 100%同意，則等同於已取得土地權利證明，因此條文是否調整，並無明顯影響。 
9 同§26。 
10 參閱第二章及第八章第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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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信託不課徵之項目 --- 

§48 信託財產地價稅之徵納 --- 

§49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抵減 --- 

§50 信託公司之設立及受益憑證之發行、基金 --- 

§51 更新投信基金之募集 --- 

§52 新設事業機構之規定 --- 

§53 公共設設之配合事業計畫 --- 

§54 事業計畫報核期限 --- 

§55 主管機關得檢查計畫執行情形 --- 

§56 限期改善或勒令停止營運之情形 --- 

§57 成果備查 --- 

§58 反公告禁止事項之處罰 --- 

§59 實施者拒絕、妨礙或規避檢查之處罰 --- 

§60 罰鍰之處罰 --- 

§61 施行細則之訂定 --- 

§61-1 法規適用日 --- 

§62 施行日期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49

都市更新制度困境研究－強制參與/排除取徑的解析與重構 

270 

附件二《條例》後§57第三項條文修訂版本比較 

版本 條文內容 

行政院版 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而

有危害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之程序辦

理強制拆除，不適用第一項後段及前項規定。 

王惠美等 18

人版11 

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而

有傾頹或朽壞及危害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

規定之程序辦理強制拆除，不適用第一項後段及前項規定。 

民眾黨團版12 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而有危害公共安全者，得

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之程序辦理強制拆除不適用第一

項後段及前項規定。 

張育美等 17

人版13 

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而

有危害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之程序，

通知停止使用並辦理強制拆除，不適用第一項後段及前項規

定。 

蔣萬安等 21

人版14 

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而

有危害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之程序，

通知停止使用並辦理強制拆除，不適用第一項後段及前項規

定。 

公告版   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而

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之程

序辦理強制拆除，不適用第一項後段及前項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各版「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彙整。 

                                                       
11 參閱 2021.03.17印發之「院總第 666號委員提案第 26020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12 參閱 2021.05.05印發之「院總第 666號委員提案第 26080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13 參閱 2021.05.05印發之「院總第 666號委員提案第 26197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14 參閱 2021.05.05印發之「院總第 666號委員提案第 26411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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