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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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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5461 號

茲增訂法院組織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七十三條附表，
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七十三條
附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一百十四條之二

本法及其他法律所稱地方法院檢察署、高等法院檢察
署、最高法院檢察署、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高等法
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
院檢察署、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各級法院及分院檢
察署，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八日修正條文施
行之日起，分別改稱為地方檢察署、高等檢察署、最高檢
察署、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
察分署、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地方
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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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員額表（法院組織法第七十三條附表）
類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職稱
檢

1

1

1

1

1

1

主 任 檢 察 官 18～37

9～18

4～9

2～4

1～2

0～1

47～93 24～47 12～24

6～12

2～6

56～
28～56 14～28
111

7～14

2～7

檢

察

察

長

官

檢察事務官

93～
185
111～
222

觀 觀 護 人 31～41
護
臨床心理師
4～6
人
室 佐 理 員 15～27

10～23

5～14

3～10

1～3

1～2

2～3

1～2

0～1

0～1

0～1

8～10

4～8

2～3

0～1

0～1

法

醫

師

6～12

5～10

4～8

3～6

2～4

1～2

檢

驗

員

6～12

5～10

4～8

3～6

2～4

1～2

書 記 官 長

1

1

1

1

1

1

一、二、三等書
記
官
主任（人事
管理員）
人
事副 主 任

150～
300

75～
37～74 20～40 15～30
150

5～10

室科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員 26～46

13～26

7～14

4～8

2

0～1

2～3

0

0

0

0

0

1

1

1

1

1

1

雇
員
會主任(會
計 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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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書 記 官 16～26
雇

員

1～2

主任(統計
1
統 員)
計 書 記 官 16～26
室
雇
員
1～2
主

8～16

4～8

2～4

1

0～1

0

0

0

0

0

1

1

1

1

1

8～16

4～8

2～4

1

0～1

0

0

0

0

0

任

1

1

1

1

1

0～1

資設 計 師
訊
室管 理 師

1～2

1～2

1

1

1

0～1

2～4

1～2

1

1

1

0

操 作 員 20～40

10～20

5～10

3～6

2～4

1～2

12～26

5～16

3～6

1～3

2～3

1

長

1

1

1

1

1

1

副 法 警 長

2～4

1～2

1

1

1

0

一、二、三等通譯

法

警

150～
300
97～
213

75～
40～80 30～60 20～40
150
54～
27～50 19～33 15～28
106

法

警

錄

事

技

士

1～2

1～2

1

合

計

789～
1546

402～
794

213～
414

1

1

8～16
5～8
0

132～
89～162 34～71
252

說明：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每年受理案件八萬件以上者，為第一類；每年受理
案件四萬件以上未滿八萬件者，為第二類；每年受理案件二萬件以上未滿四
萬件者，為第三類；每年受理案件一萬件以上未滿二萬件者，為第四類；每
年受理案件五千件以上未滿一萬件者，為第五類；每年受理案件未滿五千件
者，為第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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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5511 號

茲刪除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法務部部長

蔡英文
賴清德
邱太三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刪除第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二十六條

（刪除）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6031 號

茲修正法務部組織法第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法務部部長

蔡英文
賴清德
邱太三

法務部組織法修正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 五 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調查局：執行國家安全維護、機關保防、貪瀆、
賄選、重大經濟犯罪、毒品犯罪及洗錢等之調查
防制事項。
二、行政執行署：規劃及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
強制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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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廉政署：規劃廉政政策及執行反貪、防貪及肅貪
事項。
四、矯正署：規劃矯正政策，指揮、監督所屬矯正機
關（構）執行收容人之戒護管理、教化輔導、衛
生醫療、假釋審查、作業及技能訓練等事項。
五、最高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指揮偵查及辦理其
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
六、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與指揮監督所屬各級檢察
署及其檢察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
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事項。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5471 號

總統令

茲修正下水道法第八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內政部部長

蔡英文
賴清德
葉俊榮

下水道法修正第八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

八

條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新開發社區、工業區或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或場所，應設置專用下
水道，由各該開發之機關或機構建設、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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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新開發社區、工業區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指定之地區或場所，應設置專用下水道。但必要時，
得由當地政府、鄉（鎮、市）公所或指定有關之公營事業
機構建設、管理之。其建設費依建築基地及樓地板面積計
算分擔之。
前項應分擔之建設費於申請核發建造執照時，向各該
建築物起造人徵收之。建設費徵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三十二條

下水道用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不依規定期限將下水排洩於下水道者。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未經檢驗合格而聯接使
用，或經檢驗不合格而不依限期改善者。
三、拒絕下水道機構依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檢查或檢
驗者。
四、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能於限期內改
善者。
工廠、礦場或經水污染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事業，經依前項第四款規定處罰三次而仍未能改善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通知停止使用或報請其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予以停業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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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6041 號

總統令

茲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三十一
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法務部部長

蔡英文
賴清德
邱太三

中華民國刑法修正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
三十一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一百二十一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十
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二十二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

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但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
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
第一百三十一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

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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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6051 號

茲修正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法務部部長

蔡英文
賴清德
邱太三

法醫師法修正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三十七條
未具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適用之：
一、合於第四條規定之實習。
二、醫師、醫事檢驗師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依
其專門職業法律執行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三、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依相關法律、
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
業務。
第五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
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零一年
十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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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5481 號

總統令

茲修正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修正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

四

條

適用本法之植物種類，指為生產農產品而栽培之種子

植物、蕨類、苔蘚類、多細胞藻類及其他栽培植物。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5491 號

總統令

茲修正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農藥管理法修正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

十

條

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依前條申請核准登記時，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農藥標準規格檢驗合格證明文件、理化性
與毒理試驗、田間試驗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
前項資料於下列期間內，非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其他申
請人不得引據該資料提出申請：
一、農藥新有效成分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記之日
起算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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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品農藥新增、變更劑型或含量經核准登記者，
自核准登記之日起算七年。
三、成品農藥新增使用範圍經核准登記者，自核准登
記之日起算四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申請核准
登記時，得免依第一項規定檢附部分或全部試驗資料：
一、於前項期間屆滿後，而以與該核准登記農藥之相
同有效成分、劑型、含量或使用範圍申請核准登
記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毒理試驗及田間試驗
資料。
二、於前項期間內經資料權利人同意引據其資料，而
以與該核准登記農藥之相同有效成分、劑型、含
量或使用範圍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毒理試
驗及田間試驗資料。
三、以農藥原體申請核准登記者，得免檢附田間試驗
資料。
四、成品農藥申請變更為較安全劑型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者，得免檢附田間試驗資料。
五、申請核准登記之農藥屬安全性高或使用風險低，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檢附部分或全部
毒理試驗資料。
第一項所定農藥標準規格、理化性與毒理試驗及田間
試驗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八日

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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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5501 號

總統令

茲修正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顧立雄

保險法修正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資，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外匯存款。
二、國外有價證券。
三、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保
險經紀人公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相關
事業。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國外投資。
保險業資金依前項規定辦理國外投資總額，由主管機
關視各保險業之經營情況核定之，最高不得超過各該保險
業資金百分之四十五。但下列金額不計入其國外投資限額：
一、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銷售以外幣收付之非投
資型人身保險商品，並經核准不計入國外投資
之金額。
二、保險業依本法規定投資於國內證券市場上市或上
櫃買賣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券憑證之投資金額。
三、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相關
事業，並經核准不計入國外投資之金額。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及金額。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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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資之投資規範、投資額度、審
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
並得視保險業之財務狀況、風險管理及法令遵循之情形就
前項第二款之投資金額予以限制。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6061 號

茲修正癌症防治法第二條、第八條及第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出國
政務次長 何啟功代行

癌症防治法修正第二條、第八條及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八 條
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以衛生福利部部長為召集人，置
委員十八人至二十四人，均為無給職。應包含下列人士：
一、國家衛生研究院代表。
二、科技部代表。
三、醫學院校代表。
四、公共衛生學者、癌症研究者、醫師團體代表及病
理、腫瘤科、放射腫瘤科醫師與相關專家學者。
五、社會公正人士、民間團體代表。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委員，由召集人遴聘，任期二
年，期滿得連任。第四款及第五款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
數二分之一。前項委員，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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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每季至少應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辦理人民癌症預防、篩檢。
前項辦理經費，得由菸品健康福利捐之分配收入支應

或接受機構、團體之捐助。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6071 號

茲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六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布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
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六
個月；汽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
處罰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指揮、稽
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第五條規定所發布
命令。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主管機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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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4 日

任命黃志芳為總統府簡任第十三職等秘書。
任命何智霖為國史館簡任第十四職等副館長。
任命陳中興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兼科長，
陳昌岑、簡秀芳、陳秀玲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
吳芙蓉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馮海東為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林華慶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
吳孟玲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副所
長，洪哲明、廖仁寶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
究員。
任命楊良彬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陳元武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黃子華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陳美子、
于台珊、黃晏青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王誠明
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高級分析師。
任命盧景海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陳柏琴為僑務委
員會簡任第十職等視察，張文華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游凱全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簡世峰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
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李伯章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政風處簡任第
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林振生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北市榮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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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王繼開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
市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王風勝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屏東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高復隨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基隆市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呂德義為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宜蘭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陳平為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澎湖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林志強為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
吳錦勳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一職
等副主任，潘學幹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白河榮譽國民之家簡任
第十一職等副主任，方擎國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榮譽國民
之家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邱文俊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
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邵更新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李梨瑜為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場長，巫嘉昌
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壽山農場簡任第十一職等場長。
任命翁振發為中央選舉委員會政風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白昭豊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政風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謝淑津為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專門委員，黃素琴
為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專門委員，游千慧為立法院
經濟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趙俊人為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簡任第十
二職等編纂，翁栢萱為立法院法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研究員。
任命宋翠玲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楊慧娟為國家文官學院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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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孫秀瑩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林勝堯為審計部
簡任第十四職等副審計長，林志忠為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簡任第
十職等稽察兼科長，黃玉珍為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簡任第
十職等審計兼課長，張益富為審計部臺灣省臺東縣審計室簡任第
十職等審計兼課長，許高財為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
審計兼覆審室主任，許仁華為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
稽察兼科長，張漢卿為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
官兼處長。
任命王彥翔、林瑋國、楊增偉、黃子豪、俞坤辰、陳睿哲、曾淑莉、
郭加美、張維琦、熊益華、楊順章、盧正華、黃嘉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呂瑤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韋呈、許翔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棟龍為薦任關務人員。
任命徐嬅燕、張筱梅、黃進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傅偉、何佳蓉、高若珊、王筑萱、邱瓊瑩、余欣璇、蘇珍芬、
施建榮、王凱俐、詹蕙嘉、陳奕帆、蕭承信、徐右家、梁凱富為法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總統令

蔡英文
賴清德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4 日

任命黃錫璋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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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5 日

任命林彥甫為內政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嚴文常為內政部
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廖怡如為內政部簡任第十職等視察，黃淑冠、
陳芳珍為內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陳佳容、陳秀芳為內政部簡
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吳宏碩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二職等副
署長，羅時麒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陶其駿為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任第十一職等研究員。
任命林進煌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李美蘭、詹朝財、
沈秀芬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葉松茂為財政部關務
署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組長，吳佩璇為財政部關務署統計室簡任第
十職等關務監主任，劉國勝為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簡任第十二職等關
務監關務長，張美芳為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
謝慧豪為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副關務長。
任命林妙貞為教育部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蔡顯榮為國
立政治大學簡任第十職等技正，何素瓊為國立高雄大學主計室簡任第
十職等主任，周均育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事室簡
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林瓏、李貞慧為法務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蕭宗宏為法
務部廉政署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黃俊棠為法務部矯正署簡任第
十三職等署長，謝琨琦為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簡任第十二職等典獄
長，邱鴻基為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簡任第十二職等典獄長，曾文欽為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簡任第十職等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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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陳國軒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李昭興為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技正，陳吉盛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
雄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分局長，王義明、陳盈竹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簡
任第十職等商標高級審查官，徐立政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簡
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兼主任，李榮富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簡任
第十職等副局長。
任命劉家錫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羅司宜為交通部觀光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王玟傑為交通部
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
任命林進丁為勞動部政風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江中義為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吳慶輝為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金祥為衛生福利部政風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張祐瑄、張嬋娟為文化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林其本為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王信惠為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
展中心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楊莉娟為科技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郭箐為科技部
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
任命陳世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真甄、黃如霜、王建等、邱彰偉、劉儒鴻、黃莉淇、曾耀鴻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歐柏村、夏念廷、鍾賢玉、莊瀅、張郁晨、林凱蒂、鍾函遇、
呂芷柔、賴冠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華惠其、陳靜儀、趙儀芳、張秋婷、林益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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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賴傳財、陳郁如、蘇森淼、陳威霖、蘇國良、彭皓榆、鍾智祥、
沈郁珊、陳永祿、周錦鴻、賴炫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藍芳華、韓宙樺、李俊男、楊光程、陳鴻亮、魏串存、蔡玉璇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瑋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宜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卓士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何京鴻、徐惠珍、蕭玉君、李芬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碩典、黃惠琦、黃添旺、陳虹儒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總統令

蔡英文
賴清德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5 日

任命劉崇智、高建源為警監三階警察官，陳炯旭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王欽源、鄭明忠為警監二階警察官。
任命柯雅翊、曾柏翔、林妤臻、陳柏璋、楊徐承優、張晉凱、
張容苡、劉耀文、梁瑞麟、張宇函、蘇信元、葛家安、李胤瑋、陳建宇、
張巽清、鍾獻德、蔡雨倢、林偉葳、林芫興、蔡宇鑫、胡穎豪、陳彥文、
徐孟廣、呂皆慶、翁翌傑、林曉如、黃書儀、徐志翔、吳岡哲、王偉晉、
李伯威、翁敬舜、許翰綸、楊義楓、蔡加昱、邱裕均、洪哲民、簡士哲、
李奕揚、王洪之、許少凡、李振銘、范家溶、張啓新、陳玫瑜、王挺宇、
鄭宇成、蔡仲緯、王瑞泰、黃健倫、王煌婷、黃郁翔、蘇惠暄、陳軒振、
蔡明諺、張凱昱、柯沛丞、黃鉦麟、吳邦安、江柏欣、陳冠華、陳則佑、
黃亭瑋、黃心廉、胡享源、洪詩涵、駱怡均、趙得甫、顏伯諭、黃晟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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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祖玉、林健昕、許紋綺、王沛埼、陳政儀、蕭仲傑、李易儒、吳閩雁、
劉櫂銓、蔡季蓁、蔡俊鑫、郭峻豪、曾彥儒、辛紹銘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總統令

蔡英文
賴清德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6 日

任命卓琇琴為國史館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杜先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職
等技正，周曉梅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職
等副組長，袁致傑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
職等研究員，林鈴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
長，吳豐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
組長，蕭振文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簡任第十職
等研究員兼分所長。
任命李孝軍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簡
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胡則華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周怡玫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黃富強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
正，黃 世宏為 國軍退 除役官 兵輔導委 員會簡 任第十一 職等技 正，
詹 光宇、林 振坤為國 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 會簡任第 十一職 等視
察，張 長林、關永忠 為國軍 退除役官 兵輔導 委員會簡 任第十 一職
等 副處長，史浩誠為 國軍退 除役官兵 輔導委 員會彰化 榮譽國 民之
家 簡任第 十二職等 主任，鄭 陽光為國 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 會退
除 役官兵 職業訓練 中心簡 任第十職 等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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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陳莉惠、黃偉傑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許淑芬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第十一職等高級分析師，黃兆君、王文貞
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
任命王佳玉、丁慧翔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
委員。
任命張慶彬為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副總幹事。
任命左天梁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林慶堂為
公平交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林建志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廳長，曾石明為審
計部簡任第十三職等權理簡任第十四職等副審計長，黃麗琴為審計部
臺灣省嘉義市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
任命李穎昌為新北市政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楊薏霖
為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黃秀川為新北市政府殯
葬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鄭立輝為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簡任第
十職等總工程司，王治宇為新北市政府法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消費者
保護官，王錦華為新北市立圖書館簡任第十職等館長。
任命陳榮明為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羅朝明
為臺北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李憲明為桃園市政府簡任第十四職等秘書長，林香美為桃園
市政府民政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黃訓佳為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簡
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陳素枝為桃園市政府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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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陳如昌為臺中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
參事，陳志銘為臺中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童明慧為臺中市政
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劉振村為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簡任第十職等處長，謝美惠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
總工程司，唐益滄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臺中市豐原區公所簡任第十
職等區長。
任命詹政曇為臺南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方進呈為
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職等秘書長。
任命楊明州為高雄市政府簡任第十三職等秘書長，蔡秀玉為高雄
市政府毒品防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陳成家為臺灣省諮議會簡任第十四職等秘書長。
任命李正偉、李良珠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吳茂興為屏東縣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林美秀為花蓮縣議會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蔡淇賢、許啟川為澎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林建宏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簡任第十
一職等局長。
任命王弘文為連江縣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吳曉雲、
曾玉花為連江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鍾芳珠、楊茵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方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閔淇、陳頤德、陳運融為薦任公務人員。
王信宏、張全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淑貞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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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陳毓婷、邱家瑩、邱瑞美、傅偉諦、林品岑、尤椿閔、王誠毅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子玉、王麗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圓珠、王秀華、賴滄彬、莊濬哲、陳冠宇、張湘妮、張庭源、
黃馨儀、江思萱、詹皇奕、劉庭羽、蔡孟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青、湯佳興、劉錦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慧君、紀義泰、王藝璇、蕭士美、任淑華、賴雅貞、黃玉玲、
謝建文、林國祚、孫美玲、王瓊英、葉純甫、詹詠涵、陳慧貞、李彩瑩、
李晉昌、劉岳明、張雅娟、趙婉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宮良銘、陳葳展、劉燕芬、張家珮、楊雅惠、詹欣珮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沈怡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如婷、陳麗琴、蔡耀隆、莊香君、蔡幸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程道皇、賴素華、江滿麗、陳嘉綾、王昕楷、許心瑜、林淑華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如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正安、陳宜芬、李昀珊、郭依婧、林書語、梁美蘭、詹加煌、
陳智弘、吳淑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施束香、劉淑丹、陳玉娟、楊淑惠、洪蘅均、吳漢宮、林淑麗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宜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宏琮、林雅齡、蔣淑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慧蘋、林育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旭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文淵、胡進德、陳建同、黃淑鈴、施明聰、陳立婷、楊雅雯、
孫堅文、林素如、蕭湘勇、邱靖雅、菈法鄔絲‧伊部諾峨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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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陳孟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冠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鑒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喬美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孟容、余玟慧、游育倫、陳怡安、郭世顏為法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總統令

蔡英文
賴清德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6 日

任命王智民、李書帆、連志文、蔡明宏、蔡宗瑋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施通元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黃承澤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王存孝、李明鴻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謝佳霖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總統令

蔡英文
賴清德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

任命藍品畯為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王文信
為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
任命饒慶鈺、丘明中為臺北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陳宏銘為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林淑娥為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梁宏郎為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簡任第十職等廠長，何修蘭為臺北市政府法務
局簡任第十一職等消費者保護官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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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黃世昌為桃園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蘇盈瑜為桃園市政
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楊鐘時為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
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林寶珠為桃園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炳森為臺中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葉双福為臺中市新建
工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陳全成為臺中市養護工程處簡任第十一職
等處長，陳淑芬為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邱惠慈為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韓乃斌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林憲谷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
專門委員，謝仲南為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秘書。
任命洪得洋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秘書長。
任命簡美玲為高雄市政府新聞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余沛蓁
為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吳敏嘉、李啓明、卓慧文、周詠傑、張碧玲、于紀民、盧淑華、
周年鍊、林美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信雄、曲輔華、曾馨誼、周星玓、吳江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奕通、蕭靜雯、吳蓁昱、莊麗秋、羅淑慧、李婷婷、呂理政、
蕭檉巃、黃美玉、邱碧貞、吳玉珍、孫蓁蓁、林忠諺、邱新雅、莊佳燕、
吳施瑩、史筱璋、陳敏男、李家旻、羅中蔚、林鳳瑩、林小真、蔡袈慧、
彭碧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芳玉、康庭鈞、蔡村榮、黃維豪、黃士娟、黃裕棕、楊惠斌、
李嘉鳳、陳瑜芳、許惠怡、周瑋澤、王志元、劉賜穎、簡心怡、廖慧真、
黃國瑋、謝幸芳、張靜雯、邱瓊慧、鍾岱祐、顏婉婷、廖崇詳、黃育晴、
古志偉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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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張山友、黃名瑋、楊淑琪、張美玲、魏美霞、林麗雅、郭靜媛、
陳東和、蕭斐華、黃丹玲、王綉蔚、陳英滿、林芳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鈺琉、黃朝俊、楊小涵、吳月霞、陳淑玫、邱榮俊、陳冠宇、
趙雅婷、蔡心怡、戴綱俊、林雅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郁蓉、郭曉娟、黃逸瑩、荊思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曉屏、李淑琴、賴瓊川、徐肇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士傑、張宗正、吳哲佑、蔡文達、張麗招、張筱薇、曾有信、
翁哲三、黃瑛茹、洪嫻娟、廖國雄、鄭適寶、陳奕璇、王淑君、周惠春、
張俊芳、洪雪嬌、蕭雯鎧、陳冠蓉、陳巧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健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俊宇、林家任、張碧端、曾美雲、張茂程、謝惠萍、林建民、
石永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寶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幸櫻、彭淑文、賴月嬋、郭埏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方玉釗、賴達霖、黃淑滿、李俊憲、黃秋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白家燕、陳柏元、蔡勝賢、謝淑華、陳建佑、蘇郁祺、林英記、
石清儀、鄭淑慧、徐雪茹、廖志銘、蔡勝全、張智玫、黃淑娟、洪文鵑、
黃清琪、鄭裕昌、麥金龍、董慧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清白、莊國荷、張雅涵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藹璇、吳毓芝、王韻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連振富、林芬玲、林靜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芯心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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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

任命徐松奕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李達觀、陳柏佾、林德瑋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彥均、沈若百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辛有信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總統令

蔡英文
賴清德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1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0700047130 號

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美籍創始理事大衛‧林肯博士（Dr.
David C. Lincoln），軒秀絜矩，器識閎達。夙蘊奇志，襟懷仁德義
風；眷注公益，體現企業家、慈善家暨公民領袖特質，格高意遠，
理致悠揚。歷任美國智庫「林肯土地政策學會」主席、終身理事委
員暨臺美「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創始理事、美方共同主席
等職，協成土地稅制興革，扶輔農業經濟發展；齎助開發中國家人
員來臺研習，推動國際合作交流；弘宣改革成功經驗，體現社會公
平正義，碩擘籌維，適時應務；裨益民生，著聞遐邇。復厚實人力
資源培訓，彙編研討論文專書，竭智殫謀，明效大驗。曾獲頒特種
領綬(四等)、紫色大綬(三等)景星勳章暨內政部一等獎章等殊榮。揆
其事蹟，長期持秉堅定友我赤忱，獻力臺灣土地農政研究，靖獻鴻
猷，積功興業；卓行茂緒，惠及蓬島。遽聞嵩齡殂謝，悵悼彌深，應
予明令褒揚，用表貽徽。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外交部部長

蔡英文
賴清德
吳釗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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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5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0700049280 號

財團法 人天主教 會花蓮 教區東豐 天主堂 神父潘世 光，溫 潤和
愷，沖 素端直。少歲 矢志獻 身教會，遄 入法國 巴黎神學 院研修，
旋 稟命渡 海來臺，開 啟關懷 服務之崢 嶸歲月。平 居添購 醫療保 健
用 品，提供簡 易護理 調治；成立 稚兒托 育中心，眷 注孩童 受教權
益；募 款置辦 農地設 備，推 升作 物附加 價值，恤貧 慈幼，渥惠高
澤；籌維 謨遠，黍谷 生春，足跡遍 布秀 姑巒溪 以東地區，夙有「 河
東 天使」美稱。復創 辦露德 儲蓄 互助 社，改善財 務經濟 現況，協
助 原民脫 貧安生，勞 心諄諄，化 民成俗。迺 以四十 載田野 調查，
編 譯《阿 美族語 聖經 》、《阿美 族語辭 典》等 書冊，悉力 原鄉語
言 保存，豐厚 文化資 產傳承，爰 獲頒教 育部推 展本土語 言傑出 貢
獻 個人獎 項，遠泝博 索，清譽昭 灼。曾 獲頒內 政部績優 外籍宗 教
人 士表揚、歸 化我國 國籍暨 二等原住 民族專 業獎章等 殊榮。綜其
生 平，照護部 落族人 一甲子，奉 獻臺灣 偏鄉六 十年，德言 芳猷，
貫 道淑世；大愛聲采，蓬島揚 庥。遽聞 安息主 懷，彌深軫 悼，應
予 明令褒 揚，用示 政府崇 禮仁惠之 至意。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30

總統府公報

總統令

第 7365 號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0700053060 號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分隊長游曜陽，敏練慈愷，沖和端方。少歲
矢志仁民愛國，銳意獻力警消行列，卒業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旋通
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開展消防救難職涯。平素厚植
專門技能素養，克盡急難扶助重責；有效統整災防資源，增益場域
救護戰力，勞瘁罔辭，敬業弗遷。詎意民國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夜間，奉派馳援桃園市平鎮區工業廠房火警勤務，無懼濃煙漫暗瀰
天，不畏烈燄熾盛灼地；奮進火場搜索拔拯，濟護民眾身家性命，
不幸捨己殉職。爰獲行政院、內政部追頒三等楷模獎章暨一等消防
專業獎章殊榮，蹈危履險，赤誠匡持；抱義抒忠，矩範足式。應予
明令褒揚，用彰勤藎，而表遺徽。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分隊長李翰霖，英毅貞正，軒朗通達。出身
警消世家，矢志仁民愛國，卒業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旋通過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開展消防救難職涯。歷任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消防警察大隊隊員、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平鎮分隊小隊長等職，
潛心專門技能傳承，悉力災害防制演練；督導維修資通訊裝備，克
盡急難扶助重責，勞瘁罔辭，敬業弗遷。詎意民國一○七年四月二
十八日夜間，奉派馳援桃園市平鎮區工業廠房火警勤務，無懼濃煙
漫暗瀰天，不畏烈燄熾盛灼地；奮進火場搜索拔拯，濟護民眾身家
性命，不幸捨己殉職。爰獲行政院、內政部追頒三等楷模獎章暨一
等消防專業獎章殊榮，蹈危履險，赤誠匡持；抱義抒忠，矩範足式。
應予明令褒揚，用彰勤藎，而表遺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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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政府消防 局第四 大隊山峰 分隊小 隊長余佳 昇，孝 悌朗
明，篤 實自勵。少歲 矢志仁 民報國，銳 意獻力 警消行列，卒業 臺
灣 警察專 科學校，旋 通過公 務人員特 種考試 警察人員 考試，開展
消 防救難 職涯。平居 持秉惠 愛匡扶夙 願，盡瘁救 災恤患 重責；脩
習 專門技 能學養，克 彰災害 防治績效，勞瘁 罔辭，敬業 弗遷。詎
意 民國一 ○七年四 月二十 八日夜間，奉派馳 援桃園市 平鎮區 工業
廠 房火警 勤務，無懼 濃煙漫 暗瀰天，不 畏烈燄 熾盛灼地；奮 進火
場 搜索拔 拯，濟護民 眾身家 性命，不幸 捨己殉 職。爰獲行 政院、
內 政部追 頒三等楷 模獎章 暨一等消 防專業 獎章殊榮，蹈 危履險，
赤 誠匡持；抱義抒忠，矩範足 式。應予 明令褒 揚，用彰勤 藎，而
表 遺徽。
桃園市 政府消防 局第四 大隊山峰 分隊小 隊長游博 瑜，惇 篤軒
秀，果 毅剛耿。少歲 矢志仁 民報國，銳 意獻力 警消行列，卒業 臺
灣 警察專 科學校，旋 通過公 務人員特 種考試 警察人員 考試，開展
消 防救難 職涯。嗣任 消防局 山峰分隊 隊員，悉心公 共安 全宣導，
強 化資通 裝備維修；厚 實專門 技能培 訓，克盡災 害扶助 重責，勞
瘁 罔辭，敬業 弗遷。詎意 民國一 ○七年 四月二 十八日夜 間，奉派
馳 援桃園 市平鎮區 工業廠 房火警勤 務，無懼濃 煙漫暗 瀰天，不畏
烈 燄熾盛 灼地；奮進 火場搜 索拔拯，濟 護民眾 身家性命，不 幸捨
己 殉職。爰獲 行政院、內 政部追 頒三等 楷模獎 章暨一等 消防專 業
獎 章殊榮，蹈危履險，赤誠匡 持；抱義 抒忠，矩 範足式。應 予明
令 褒揚， 用彰勤藎 ，而表 遺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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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四大隊山峰分隊小隊長林伯庭，耿直穎敏，惇
篤弘毅。少歲矢志仁民報國，銳意獻力警消行列，卒業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旋通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開展消防救難職涯。平素
持秉服務奉獻精神，盡瘁災防恤患重責；落實專門技能演訓，協成公共
安全宣導，勞瘁罔辭，敬業弗遷。詎意民國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夜間，
奉派馳援桃園市平鎮區工業廠房火警勤務，無懼濃煙漫暗瀰天，不畏烈
燄熾盛灼地；奮進火場搜索拔拯，濟護民眾身家性命，不幸捨己殉職。
爰獲行政院、內政部追頒三等楷模獎章暨一等消防專業獎章殊榮，蹈危
履險，赤誠匡持；抱義抒忠，矩範足式。應予明令褒揚，用彰勤藎，而
表遺徽。
桃 園市政 府消防 局第四 大隊平鎮 分隊小 隊長林尉 熙，端敏俠
烈，寬和 謙謹。少歲 矢志仁 民報國，銳 意獻力 警消行列，卒業 臺
灣 警察專 科學校，旋 通過公 務人員特 種考試 警察人員 考試，開展
消 防救難 職涯。平居 砥礪專 技知能素 養，堅秉災 防恤患 重責，勞
瘁 罔辭，敬業 弗遷。詎意 民國一 ○七年 四月二 十八日夜 間，奉派
馳 援桃園 市平鎮區 工業廠 房火警勤 務，無懼濃 煙漫暗 瀰天，不畏
烈 燄熾盛 灼地；奮進 火場搜 索拔拯，濟 護民眾 身家性命，終 迺不
幸 捨己殉 職；其器官 捐贈德 舉，大愛昭 垂人間。爰 獲行政 院、內
政 部追頒 三等楷模 獎章暨 一等消防 專業獎 章殊榮，蹈 危履險，赤
誠 匡持；抱 義抒忠，矩 範足式。應 予明 令褒揚，用彰勤藎，而表
遺 徽。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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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7 年 5 月 11 日至 107 年 5 月 17 日
5 月 11 日（星期五）
˙蒞臨高雄危老建築（森森富祥大樓）新建大樓工程動土奠基典禮致
詞（高雄市苓雅區）
˙主持「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興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致詞（臺南市
歸仁區）
5 月 12 日（星期六）
˙蒞臨今周刊「與高中生面對面論壇」致詞（臺北市信義區）
5 月 13 日（星期日）
˙蒞臨「2018 年佛誕浴佛孝親感恩祈福會」（臺北市中正區）
5 月 14 日（星期一）
˙接受 Hit FM 聯播網「蔻蔻早餐」節目專訪（臺北市中正區）
˙接見「第五屆臺日戰略對話」日本代表團等一行
˙接見「遠朋複訓班第 13 期學員」等一行
5 月 15 日（星期二）
˙蒞臨「107 年僑務委員會議開幕典禮」致詞（臺北市中山區）
˙會晤吐瓦魯總理索本嘉（Enele Sosene Sopoaga）伉儷等一行
5 月 16 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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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星期四）
˙蒞臨「國家人權博物館揭牌儀式」致詞（臺東縣綠島鄉）
˙蒞臨「歐洲商會 2018 歐洲日晚宴」英文致詞（臺北市信義區）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7 年 5 月 11 日至 107 年 5 月 17 日
5 月 11 日（星期五）
˙蒞臨「台灣科技農業產業論壇暨第 15 屆台灣金根獎頒獎典禮」致
詞（臺中市南區）
5 月 12 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5 月 13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5 月 14 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5 月 15 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5 月 16 日（星期三）
˙蒞臨「107 年僑務委員會議閉幕典禮」致詞（臺北市中山區）
5 月 17 日（星期四）
˙出席「悼念桃園市 0428 消防英雄追思會」致詞（桃園市桃園區）
˙蒞臨「2018 臺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30 週年慶祝大會」致
詞（臺北市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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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63 號解釋）

（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36 頁後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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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 華 民 國 107年 5月 4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1070012243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63 號解釋
附釋字第 763 號解釋
院長 許

宗

力

司法院釋字第 763 號解釋
解釋文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逕以「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
滿 1 年之次日」為收回權之時效起算點，並未規定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就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應定期通
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依法公告，致其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
俾判斷是否行使收回權，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於此
範圍內，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應自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檢討修正。
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時效尚未
完成者，時效停止進行；於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主
動依本解釋意旨通知或公告後，未完成之時效繼續進行；修法
完成公布後，依新法規定。
解釋理由書

1

聲請人劉○○及劉○○於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0
日，以其前經改制前高雄縣政府（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
高雄市政府）於 78 年 3 月 2 日至同年月 31 日止公告徵收
坐落高雄縣仁武鄉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有逾徵收計畫使
用期限而未使用，且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之情形，
依土地法第 219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向高雄市政
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系爭土地。高雄市政府以聲請
人之申請已逾法定申請收回土地期限，與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及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之規定不符，報
經內政部同意後，否准聲請人之申請。聲請人不服，提起訴
願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
訴字第 399 號判決駁回。復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642號裁定，以未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上訴
不合法為由予以駁回確定，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之系爭規定，未規定主管機關須適時告知原土地所有權人被
徵收土地之使用狀況，並於收回事由發生時，主動通知原土地
所有權人得申請收回，有牴觸憲法第 15 條及正當法律程序
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查確定終局判決雖認定聲請
人請求收回被徵收之系爭土地，已逾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及
系爭規定得行使收回權之期限，且系爭土地確有於計畫期限
內，依照核准計畫實行使用之事實，亦不生聲請人得請求收回
土地之問題，惟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漏未規定徵收後之通知
義務，致其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收回
權，侵害其於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確具有憲法原則之重要
性，依本院解釋先例（本院釋字第 477 號、第 747 號、第
748 號及第 762 號解釋參照）
，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要件相符，
2

爰予受理，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使財產所
有人得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
能，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繫
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資源（本院釋字第 596 號、
第 709 號及第 732 號解釋參照）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
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並為憲法第 143 條第 1 項所明定。
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固得經由法定程序徵收
人民之土地，惟徵收人民土地，屬對人民財產權最嚴重之侵害
手段，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自應踐行最嚴謹之程序。
此程序保障不僅及於徵收前（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
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本院釋字第 409 號
解釋參照）
，並及於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
家踐行公告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
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徵收
之補償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本院
釋字第 516 號及第 731 號解釋參照）
。
至土地徵收完成後，是否亦有正當程序之適用，則須視徵
收完成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是否仍能主張憲法財產權之保障
而定。按土地徵收後，國家負有確保徵收土地持續符合公用或
其他公益目的之義務，以貫徹徵收必要性之嚴格要求，且需用
土地人應於一定期限內，依照核准計畫實行使用，以防止徵收
權之濫用，而保障人民私有土地權益（本院釋字第 236 號解釋
參照）
。是徵收後，如未依照核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實行使用，
徵收即喪失其正當性，人民因公共利益而忍受特別犧牲之原
因亦已不存在，基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原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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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即得申請收回其被徵收之土地，以保障其權益。此項收
回權，係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
徵收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權，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為
確保收回權之實現，國家於徵收後仍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
務。
需用土地人依法取得被徵收土地所有權後，是否有不再
需用被徵收土地或逾期不使用而無徵收必要之情事，通常已
非原土地所有權人所得立即知悉及掌握。基於憲法要求之正
當行政程序，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時
起一定期限內，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使其適時知悉被徵
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若有不能個別通知之情事，應依法公
告，俾其得及時申請收回土地。
系爭規定明定：
「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
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
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固係人民
憲法上收回權之具體落實，然逕以「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為時效起算點，就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並
未規定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依法公告，致人民無從
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其收回權，不符前揭憲法
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於此範圍內，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基
於本解釋意旨，妥為檢討修正。增訂通知義務時，為兼顧人民
財產權之保障及法律關係安定性之要求，應依通知義務是否
履行，分別規定短期或長期之合理時效期間。至於該短期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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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時效期間，應如何相互配合，則屬立法裁量之範圍。
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時效尚未
完成者，時效停止進行；於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主
動依本解釋意旨通知或公告後，未完成之時效繼續進行；修法
完成公布後，依新法規定。
至聲請人就其原因案件依據本解釋提起再審有無理由，
法院仍應依相關規定予以審查，自屬當然。又本解釋係以一般
徵收為適用範圍，尚不及於區段徵收之情形，併此敘明。惟收
回權涉及被徵收土地法律關係之安定性及原土地所有權人之
權益保障，為確保原土地所有權人獲知充分資訊以決定是否
行使收回權，主管機關就其他與土地徵收之相關規定（例如土
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49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等）
，關於
土地被徵收後之使用情形，如何定期通知或依法公告使原土
地所有權人知悉，亦應依本解釋意旨一併檢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湯德宗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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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六三號解釋

部分協同意見書
湯德宗大法官提出

[1] 本解釋釋示：國家徵收土地後，倘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法
得申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者，主管機關就被徵收土地之
後續使用情形，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依法公告之，
俾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及時獲知相關資訊，以判斷是否行使收
回權。系爭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僅規定收回權之時效起算
點，而未規定前述告知義務，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不
符，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以上結論使
得人民財產權的保障更為周延，本席深表贊同。茲就解釋之
論理，簡要補充說明兩點。
一、本件是否合於受理要件？
[2]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
「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
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
釋憲法。查本件確定終局判決認定：聲請人請求收回被徵收
之系爭土地，已逾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及系爭規定得行使收
回權之期限，且系爭土地確有於計畫期限內，依照核准計畫
實行使用之事實，亦不生聲請人得請求收回土地之問題。惟
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漏未規定徵收後之通知義務，致其無
從及時獲知相關資訊，以判斷是否行使收回權，而侵害其於
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本件聲請是否合於前揭大審法所定受
理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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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此，本解釋理由書第 1 段說明：
「惟聲請人主張……，
確具有憲法原則之重要性，依本院解釋先例（本院釋字第 477
號、第 747 號、第 748 號及第 762 號解釋參照）
，核與司法
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要件相符，爰
予受理」
。誠然，本件多數大法官確實是因聲請人的主張「具
有憲法原則之重要性」
，且依循「本院解釋先例」
，而決議受
理本件聲請，但前揭大審法所規定的受理要件並不包括「具
有憲法原則之重要性」，故而真正需要說明的毋寧是：系爭
規定「漏未規定」如何符合「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以及連帶應說明的是：本件
與本院「不受理決議」中經常說的「核其所陳，乃指摘法院
認事用法之不當」（而非「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
令本身有何牴觸憲法之疑義」）
，有何不同？
[4] 本席以為，聲請人指摘系爭規定「漏未規定」者，與前
揭大審法所定要件「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
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具有本質上的差異。蓋前者為「規範
不足」（應規定而漏未規定），後者為「規範錯誤」（不應規
定而規定）。嚴格地說，前揭大審法僅規定後者得為受理審
查，並未規定前者。「規範不足」毋寧為法規範普遍存在的
「現象」，蓋人類的認知能力有限，任何法規範皆有適用範
圍，無法包羅萬有，所謂「掛一漏萬」殆所難免。因此，本
院釋字第 477 號解釋首度嘗試將「規範不足」納入本院違憲
審查之範圍時，即坦言：系爭規定之漏未規定，須顯屬立法
上之重大瑕疵，始得為本院審查之標的。1換言之，按本院解
1

參見本院釋字第 477 號解釋解釋文第 2 段：「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
第六條適用對象，以『受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為限，未能
包括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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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先例，僅於（系爭規定之）「漏未規定」造成法規範價值
體系之矛盾（衝突）時，才能例外地納入本院違憲審查的範
圍。
[5]

正因為「規範不足」（應規定而漏未規定）與「規範錯

誤」（不應規定而規定）不同，本件聲請人主張的「規範不
足」（系爭規定之「漏未規定」部分）與本件確定終局判決
之「認事用法」（係就「系爭規定」規範意旨所為之闡述），
自屬不同，從而本院受理乃無不合。
[6]

綜上，因聲請人指摘的是系爭規定「漏未規定」部分，

與確定終局裁判（認事用法）係就系爭規定之規範意旨所為
之闡發無關；且系爭規定「漏未規定」部分顯屬立法上之重
大瑕疵，本院爰依循解釋先例（本院釋字第 477 號、第 747
號、第 748 號及第 762 號解釋參照）
，予以受理，作成本解
釋。
二、收回權是否屬於憲法上「財產權」的保障範圍？
[7] 按傳統的「土地徵收」
（eminent domain, expropriation）
確實包括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條件下，得「依原價（徵收
價額）買回的權利」
（right to expatriate paid compensation），
但本解釋既已注意到新興的徵收（如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
並無「買回」
（本解釋稱「收回」
）的權利，並且表明「本解
確定後、有罪判決（包括感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
之人民，係對權利遭受同等損害，應享有回復利益者，漏未規定，顯屬立法上之
重大瑕疵，若仍適用該條例上開規定，僅對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喪失人身自由者予
以賠償，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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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係以一般徵收為適用範圍，尚不及於區段徵收之情形」
（解
釋理由書第 7 段參照），本解釋有關措辭即應保留本院未來
審查、解釋的空間。具體而言，本席以為理由書第 3 段稱：
「收回權，係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
於土地徵收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權，應受憲法財產權之
保障」，尚無不妥；然理由書第 5 段稱：系爭規定「係人民
憲法上收回權之具體落實」，則有過之。本解釋釋示範圍較
精準之描述當如本意見書前文[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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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陳碧玉大法官提出
本解釋以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固規定被徵收土地之原所有
權人之收回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 5 年，並以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
滿 1 年之次日為時效期間起算點，然未規定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徵收完成後之土地後續使用情形，有定期告知原土
地所有權人之義務，致其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
收回權，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諭知上開規定於此範圍內
違憲。
又為保障原土地所有權人公法上收回請求權，不因上開客觀
時效期間之繼續進行而歸於消滅，乃諭知在本解釋公布後，新法修
正公布前，時效尚未完成之個案，時效停止進行，於主管機關主動
依本解釋意旨告知後，未完成之時效始繼續進行。對此多數意見，
本席敬表贊同。惟因理由部分有補充之必要，爰提出協同意見。
壹、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徵收計畫之後續執行、
使用情形，所負擔之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及時獲知充分資訊
之定期告知義務，為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當原土地
所有權人為公益所為特別犧牲之目的不復存在時，得依據
主管機關提供之充分資訊，於合理之時效期間內為收回請
求權之行使，始符合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一、

原有土地被徵收，係原土地所有權人為國家因公用或其他
公益的必要，所作之特別犧牲。需用土地人如有未如期、
如實按徵收計畫為履行，以及（或）未於法定期間內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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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原徵收目的之使用時，原土地所有權人為公益所為特別
犧牲之目的不復存在，而對原有土地有公法上收回請求
權，此為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為收回請求權之行使，
原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通常情形下非其所能掌握之徵收程
序完成後，該徵收計畫之執行及使用等後續情形，即有獲
知充分資訊之權利。徵收主管機關(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因此負有定期告知之義務。
二、

告知之目的，在於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得以適時獲知充分資
訊，作為是否行使收回請求權之判斷依據。惟因行使收回
請求權之法定構成要件不一，告知義務期間亦應不同。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一、徵收補
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為原
土地所有權人行使收回權之法定構成要件，是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之定期告知義務，應始於徵收補償發放
完竣次日起。至於定期告知義務之終止日，則端視有無核
准計畫期限而異。例如於無核准計畫期限之個案，應至徵
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一定期間（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
；於有核准計畫期限之個
案，應至期限屆滿日（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
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16 條、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20 條）
；於計畫完成後應依徵
收目的為一定期限之使用個案，應至使用期限屆滿日（土
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等，配合收回權構成要
件之法律規定。

三、

如前所述，告知之目的，在於使土地所有權人於相關個案
得以依據相當資訊，適時行使其權利所必要。本院分別於
釋字第 709 號、第 731 號、第 739 號等解釋，諭知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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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負有之告知義務為正當行政程序之一環 。
本解釋則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請求權，為憲法對財產
權保障之延伸為由，認徵收完成後，於一定期間內，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擔負定期告知需用土地人之後
續執行及使用情形之義務，為憲法要求之正當程序。立法
機關修訂相關法律時，應明定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有告知義務及定期告知之起、迄期日。惟告知之目的，
在於使所有權人行使權利為期待可能。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為告知後，應認其已踐行憲法要
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並不以原土地所有權人「知悉」為必
要，自屬當然。
貳、

本解釋雖未逕予諭知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所
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
之請求權時效起算點僅採客觀說為違憲，然已諭知在新法
修正完成前，收回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者，時效期間在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解釋意旨主動告知前，停
止進行。修法時自應探究本解釋之本旨，至少應增訂自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合法告知之次日起算之主
觀(短期)時效規定

一、

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於請
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為 5 年，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為 10
年。此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本院釋字第 709 號都市更新案、第 731 號區段徵收申請抵價地之期間起算日案、第 739 號自辦市地重劃案

等與土地所有權相關之解釋，均一再諭知為保障財產權，主管機關告知義務之踐行，為憲法要求之正當行
政程序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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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及第 2 項規定）
。因行政程序法未明文規定公法上請求
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點，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128 條規定：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
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然「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之判斷標準，實務見解並不一致。有客觀說2 (以權利人可
行使請求權之客觀狀態決定)、主觀說3 (以權利人知悉其
可行使權利之狀態決定)、以及合理期待權利人行使請求
權說4之不同。
二、

本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為維護法之安定性，土地所有
權人依本解釋意旨請求徵收地上權之憲法上權利，仍應於
一定期限內行使。有關機關於修正系爭規定二時，除應規
定土地所有權人得自知悉其權利受侵害時起一定期間內，
行使上開請求權外，並應規定至遲自穿越工程完工之日
起，經過一定較長期間後，其請求權消滅。」對於時效期
間採短、長期時效並行，短期(主觀)時效部分，以權利人
知悉其權利受侵害時為時效期間起算點，長期(客觀)時效
部分，則以穿越工程完工之日為時效期間起算點。
是，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並不以僅採客觀說為必

2

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16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貳:「按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

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不因
此而受影響（本院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決議（一））。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
礙，非屬法律障礙。」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925 號民事判決亦採同一見解。
3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607 號民事判決:「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一百二十八

條定有明文。亦即須權利人知悉其得行使權利之狀態，時效期間始能起算。蓋權利之行使可被期待甚或要
求而不行使，乃權利依時效消滅之理由，若權利人不知已可行使權利，如仍責令其蒙受時效之不利益，自
非時效制度之本旨。」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 1312 號民事判決亦採同一見解。
4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 11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貳:「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各款規定機

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其構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猶在廠商隱護中，難期
機關可行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押標金時起算消滅時效期間，顯非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盡相
符。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

13

要，而應視保障該請求權之目的、請求權人於通常情形下
5

知悉請求權構成要件之可能性、可期待性 ，以及主管機關
對於請求權人行使權利應負擔之義務而定。立法機關據此
所為有關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起算點，合理時效期間之規
定，屬立法裁量之範圍。
三、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
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
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
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係以「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
之次日」為消滅時效期間起算點，採客觀說。其適用結果：
1. 無待請求權發生之構成要件是否存在，時效期間自起算點
即開始進行，乃至完成，發生請求權尚未發生，請求權業
6

已消滅之結果 ，無異剝奪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7；
2. 在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履行憲法要求之「告知義
務」之正當行政程序前，已開始進行之時效期間並不停止，
在原土地有權人之收回請求權，未能被合理期待其有行使
可能情形下，請求權即可因時效期間已屆滿 5 年歸於消
滅，將國家未履行法定義務之不利益，轉嫁由原土地所有
權人負擔，自有違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5

藥害救濟法第 14 條規定：
「藥害救濟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藥害時起，因三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以使正當使用合法藥物而受害者，獲得即時救濟(同法第 1 條規定)。請求權消滅時效起算點採主觀說。
6

例如於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徵收補償發給完竣，自 100 年 1 月 2 日起算時效期間，原定興辦事業於

105 年 1 月 10 日完成後，隨即將興辦事業移轉由非原需用土地人使用，構成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
使用之行使收回權之要件，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請求權因此產生，然此時其請求權卻早於 105 年 1 月
2 日因消滅時效期間之完成而消滅。
7

游進發，收回請求權的消滅時效期間--問題立法與不當評價矛盾之判決，月旦法學教室，第 204 期，

2012 年 5 月，頁 22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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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收回權為公法上之財產請求權，為符合憲法第 15 條保
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主管機關就需用土地人對於徵收土地之後
續使用情形，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使其得於充分資訊下，
適時行使收回權，為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一環。修法時自應
探究本解釋之本旨，至少應增訂自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為合法告知之次日起算之主觀(短期)時效規定，以符合本解釋意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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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
「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
［申］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
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
興辦事業使用者。」
（下稱系爭規定）此條項一方面規定人民
請求收回土地之條件（即「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或「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
用」）
，另一方面則規定收回權之消滅時效期間（即「徵收補
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
。多數意見對於人民
行使收回權之條件及其時效期間長短之規定並未置喙，但對
於與收回權之行使及其時效之起算（或時效之完成）有關之
「國家主動通知義務」
，漏未規定，認系爭規定就此而言為違
憲。本席敬表同意。
本件涉及二項本院先前解釋所未觸及之問題。其一為土
地徵收後之國家正當程序義務。其二為「徵收後義務」與人
民請求收回土地權時效期間之起算或完成之連結。本席認為
此二部分均有進一步說明之必要。另本席就本號解釋對於土
地徵收條例，究應如何適用，亦認為有可補充之處。爰提出
本協同意見書，闡述如下：
一、國家土地徵收前與徵收後之憲法義務：
（一）國家在對人民土地徵收前與徵收後，均有一定實體與
程序上之憲法義務。相較於國家之憲法義務，人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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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土地受國家徵收前及徵收後，亦有一定對應之實體
與程序上之憲法權利。
（二）國家在憲法下之「徵收前義務」（ pre-expropriation
duties），亦即人民在憲法下之「徵收前權利」（preexpropriation rights）：
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國家在徵收人民財
產前，應符合實體上及程序上之憲法義務。此等憲法
要求，在本院以往解釋已有諸多論述。
1. 國家之實體上義務：包括徵收必須符合公用或其他
公益目的之必要，且應給予合理相當之補償，並儘
速發給。此即人民有不受任意徵收之憲法保障及受
徵收後受合理補償之憲法權利。
2. 國家之程序上義務：例如本號解釋所提及之徵收計
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意見，及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踐行公告
及書面通知之程序等。此即土地受徵收之人民應受
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三）國家在憲法下之「徵收後義務」（post-expropriation
duties），即人民在憲法下之「徵收後權利」（postexpropriation rights）：
1. 國家之實體上義務：國家在徵收人民土地後，如有
喪失正當性之情形時，自有義務返還土地予人民。
由被徵收之人民而言，此即人民憲法上之收回權。
多數意見認為：
「徵收後，如未依照核准計畫之目的
或期限實行使用，徵收即喪失其正當性，人民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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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而忍受特別犧牲之原因亦已不存在，基於憲
法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則上即得
申請收回其被徵收之土地，以保障其權益。此項收
回權，係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乃原土地所有權
人基於土地徵收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權，應受
憲法財產權之保障。」
（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3 段）
本席敬表贊同。此係本院首次明示「收回權」屬憲
法保障之權利。
在本號解釋之前，本院並未曾明示收回權為憲法上
權利。例如本院釋字第 534 號解釋載謂：
「需用土地
人依土地法所定徵收程序辦理徵收時，應預先依土
地法第 224 條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附具相關
文書，依同法第 222 條規定聲請核辦，於合法取得
人民之私有土地所有權後，即應按照徵收計畫開始
使用，以實現公用需要之徵收目的。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自徵收
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
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
價額收回其土地，即係防止徵收機關對不必要之徵
收或未盡周詳之徵收計畫率行核准、或需用土地人
遷延興辦公共事業，致有違徵收之正當性或必要
性，因而特為原所有權人保留收回權。」在該解釋
中，本院僅客觀陳述收回權為土地法所規定；而並
未明文釋示：原所有權人之收回權，亦係其憲法上
權利。
應說明者，多數意見所稱「此項收回權，係憲法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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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保障之延伸，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徵收
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權，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
障」
，雖使用「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之語，實質上係
指收回權本身即是憲法上權利。故多數意見在理由
書第 5 段即直接使用「人民憲法上收回權」之語。
就財產權與收回權之關係而言，憲法上之財產權為
較上位權利，憲法上之收回權，則為財產權之下位
權利。
2. 國家之程序上義務：多數意見認為「基於憲法要求
之正當行政程序，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定期通知原土地所
有權人，使其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
形；若有不能個別通知之情事，應依法公告」
（見本
號解釋理由書第 4 段）
。本席對於徵收後國家有在
一定期限內持續通知之憲法義務（亦即人民在其土
地遭徵收後，有於一定期限內，受憲法正當程序保
障，以持續獲取資訊之權利）
，敬表贊同。本號解釋
僅謂「一定期限」
，故將來立法時，如所定期限為合
理，自屬立法裁量範圍。
多數意見認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此項程序上之憲法
權利（即受定期通知之權），乃基於人民收回權而
來。故多數意見謂：
「至土地徵收完成後，是否亦有
正當程序之適用，則須視徵收完成後，原土地所有
權人是否仍能主張憲法財產權之保障而定」
；「為確
保收回權之實現，國家於徵收後仍負有一定之程序
保障義務」
；
「俾其得及時申請收回土地」
；
「致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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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收回權」
（見
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3 段、第 4 段及解釋文）
。就此，
本席認為有斟酌餘地。蓋人民究竟有無收回權，其
決定因素在於需用土地人在徵收後，是否依照徵收
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開始及完成土地之使用。而是
否依照徵收計畫使用，必須於徵收後，藉由相關事
實予以證明；在徵收當時，無從知悉或確認人民將
來究竟有無收回權。正常情形，需用土地人應會依
徵收計畫使用土地；此種情形土地受徵收之人民，
並無收回權。然國家「定期主動使原土地所有權人
知悉土地使用情形」之義務，應於徵收之後即發生，
而非繫於嗣後人民有無收回權之不確定因素，始決
定有無通知之義務。換言之，國家使原土地所有權
人適時知悉其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為「無
條件之義務」
，無須（也不宜）與人民之收回權連結。
本席認為，國家徵收人民土地之後，定期主動使人
民知悉土地使用情形之義務，應為原來土地權利
（財產權）之延伸；亦即，在個案上，人民土地遭
徵收後，不論其是否有收回權，國家均有主動使其
知悉土地使用情形之義務。對人民而言，其獲通知
之權利，一方面可行使公益監督，以督促機關確實
依照徵收計畫使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因而發現其
有行使收回權之條件；但國家主動通知之義務，不
純然係人民有收回權之故。
另對徵收機關而言，此項主動通知之義務，雖可能
造成其行政上之不便，但相較於人民土地因國家徵
收而受巨大之特別犧牲，該行政不便，實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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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徵收後義務」與人民請求收回土地權時效之連結：
（一）一般情形，時效期間之規範，常設有「於請求權人主
觀知悉時起算之短期時效」及「於客觀事實發生時起
算之長期時效」
。系爭規定及後述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則均僅規定「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
之次日起 5 年」及「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之客觀
時效期間。
（二）多數意見謂：
「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
收回權時效尚未完成者，時效停止進行；於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主動依本解釋意旨通知或公告
後，未完成之時效繼續進行」（見本號解釋文第 2 段
及理由書第 6 段）。此係針對本解釋公布之日以前已
經徵收之案件所為之宣示。然由此宣示，仍可以確定：
依照本解釋所為之通知或公告，應與土地收回權之時
效相連結。此種連結為法制上之新創。本席就本號解
釋對「國家不履行公法上義務」賦予「時效停止進行」
之法律效果，敬表贊同。
（三）然多數意見針對將來新的法律對於新徵收案件應如何
規定，並未明示；而本解釋文義對此亦不全然明確。
本席認為，在本解釋意旨下，新修正之法律應規定，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機關如未為本解釋所要求之通
知或公告，則原土地所有權人收回權之時效期間不開
始進行；雖曾通知或公告，但其後有應為後續之定期
通知或公告而未為之者，時效應停止進行，直到通知
或公告後，時效始繼續進行。
三、本號解釋對於土地徵收條例如何適用之問題：

21

（一）土地徵收條例係於 89 年制定。在土地徵收條例制定
後，系爭規定已為該條例第 9 條第 1 項所取代（該項
規定：
「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
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
適用土地法第 219 條之規定：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
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
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
使用後未滿 5 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故
系爭規定僅對零星之舊案仍有其適用。
（二）本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未規定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
人之部分為違憲，並要求相關機關於 2 年內依本解釋
意旨修法；修法完成前，除非相關機關主動依本解釋
意旨通知，否則時效停止進行（見本號解釋文）
；且要
求相關機關檢討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規定（見本
號解釋理由書末段）
。其立意雖然良善，然多數意見未
將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納為解釋範圍；其結
果，使本號解釋所規定之直接適用範圍甚為有限（僅
有 89 年之前依照土地法為徵收而尚有爭議之零星舊
案有可能適用）
；對於 89 年之後依照土地徵收條例徵
收之案件，則無法直接適用。
（三）本院以往就解釋之客體為舊法之情形，常於解釋文中
將修正後之條文以括號方式顯示（例如本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文除將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都市更新條
例之舊條文納為解釋標的之外，並將修正後之新條文
以括號方式顯示）
，使解釋效力及於修正後之新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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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未以相同方式處理舊法（即系爭規定）與新
法（即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間之問題，致使
解釋效力無法直接及於新法，甚為可惜。
（四）然本席仍認為，原土地所有權人定期受通知有關土地
後續使用情形，既係其憲法上權利，則其不論係依土
地法被徵收或依土地徵收條例被徵收，均不影響此項
憲法權利。亦即，雖本號解釋並未將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納為解釋客體，然如土地之徵收係依該條
例所為，依相同之憲法原理，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原
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時效尚未完成者，時效亦應停
止進行；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亦得主動
依本解釋意旨通知或公告；如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主動通知或公告，未完成之時效，始繼續進
行；直到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完成公布後，依新法規定。
修法前，土地徵收條例之主管機關（內政部）亦應以
積極作為，促使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依
該條例徵收之案件，依本解釋意旨主動通知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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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許志雄大法官

提出

一、土地所有權之保障
在古典財產權或所有權論中，土地所有權無疑係功能最
耀眼之財產權。依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等古代政治思想家之
想法，土地所有權甚至是完整公民權不可或缺之條件。時至
今日，財產權之種類日益增加，土地固然仍屬極其重要之財
產，但同樣重要之財產所在多有，土地不再具有一枝獨秀之
地位，其於規範性財產權論所扮演之角色，已不如過往。儘
管如此，由於每塊土地皆有獨特性，與其他財產有所不同，
故財產權論猶須正視之。尤其相對於第三人，就個人而言，
自己之土地往往具有獨特之價值，或為特定之目的使用，或
蘊含特殊濃厚之感情，縱使該土地之市場價值極高，亦絕不
1

出售。有鑑於此，個人之土地所有權應受高度保障 。至於企
業或法人之土地，欠缺此等特性，於財產權論中未必能夠等
量齊觀。
眾所周知，20 世紀後受社會國家思想影響，財產權之社
會制約觀念盛行。當代各國不論憲法有無明文，莫不基於公
共福祉或公益之理由，對財產權加以限制。惟土地徵收對財
產權構成最大之侵害，仍應嚴格規範之。近代法治國家成立
以來，即要求土地徵收必須符合公共性、法律保留原則及正
當補償等要件（釋字第 753 號解釋本席協同意見書參照）。
本號解釋最值得矚目之處，如解釋理由書所示：「徵收後，

1

森村進著，財產權の理論，弘文堂，1995 年，頁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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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依照核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實行使用，徵收即喪失其正
當性，人民因公共利益而忍受特別犧牲之原因亦已不存在，
基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則上即得申
請收回其被徵收之土地，以保障其權益。此項收回權，係憲
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徵收關係
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權，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為確保收
回權之實現，國家於徵收後仍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
係在既有之規範基礎上，明白承認收回權受憲法財產權之保
2

障 ；而且進一步要求憲法正當程序之落實，強調除徵收前及
徵收時之程序保障外，徵收後亦有正當程序之適用。
二、財產權保障之思考方式
關於財產權之保障，基本上有兩種不同之思考方式。其
一認為，憲法保障之財產權，乃個人固有之個個財產。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主張，個人藉由勞動獲取之物，
以及開墾耕作之無主土地，屬於個人之固有財產，應受保障，
堪稱此說之典型。另一說之代表性人物為休謨（David Hume,
1711-76），主張以社會全體之利益為由保障財產權，亦即從
保障社會之財產制度出發，歸結到各個人之財產亦受保障。
兩種思考方式之論理顯著歧異，實際結果卻未必相互衝突。
蓋二者皆承認，為追求社會全體之利益，可對私人之財產權
予以限制。惟財產如為最起碼之生活保障所需，或為保護個
人自由之私生活領域所不可或缺者，則縱使以社會全體之利
3

益為由，亦不得侵害之 。此等觀念之具體運用，依情況容有
困難之處，但觀念本身攸關人格自律之維護，殊值重視，特
釋字第 409 號及第 534 號解釋曾論及土地法第 219 條之收回權規定，惟尚未明白承認收回權受
憲法財產權之保障。
3
長谷部恭男著，憲法，新世社，2014 年第 6 版，頁 239-2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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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別是在土地徵收之場合，理應奉為圭臬 。
三、財產之區別與價值
從另一個角度思考，財產權保障在現代憲法上之存在意
義有二：一者係就人格自律發展提供物理性基礎，一者係維
持資本主義所賴以存續之私有財產制度。論者指出，基本上
「小財產」或「生存財產」（藉勞動取得，為支撐自己或家
族所必要之財產），攸關前者，可歸類為「作為人權之財產
權」
。
「大財產」
、
「獨佔財產」
（榨取他人勞動所實現之財產）
、
企業或資本家之財產，則與後者緊密關聯，嚴格言之，非屬
人權性質，僅係資本主義制度或私有財產制度受保障所生之
5

反射利益，因而受憲法上之保障 。另有論者認為，以自律性
生存作為財產權保障之正當性基礎，從而認定「小財產」或
「生存財產」方屬財產權保障之對象，具有一定之說服力。
惟上開「獨佔財產」與「生存財產」兩類財產之區別，與其
說是財產權性質上之區別，無寧應係依其社會機能所為之區
別。某財產究屬何類，主要繫於社會脈絡。因此，該兩類財
產之區別較適合用於財產權保護程度之檢討，而非財產權保
護範圍之劃定。亦即，其區別宜納為違憲審查基準寬嚴之考
6

慮因素 。公用徵收通常牽涉個人之土地，與「小財產」或「生
存財產」息息相關，從此一觀點思考，應為較嚴格之審查。
就財產權之保障而言，公用徵收乃重大之例外。按財產
權有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區別。與私有財產制度相關聯
近年來土地徵收糾紛頻傳，爭議不斷。苗栗大埔事件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張藥房老闆於 2013
年抑鬱以終，傳言為「被自殺」
，成為社會廣泛議論之焦點，徵收之濫用問題亦引起朝野高度關
注。由大埔事件之悲劇性結果，足以印證本文所述觀念之重要性。
5
棟居快行著，人權論の新構成，信山社，1992 年，頁 264。
6
高橋和之著，立憲主義と日本國憲法，有斐閣，2006 年初版第 3 刷，頁 2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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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乃作為交換價值之財產權；與人格自律相關聯者，則係
作為使用價值之財產權。關於公用徵收之合憲性判斷，當從
私有財產制度之保障觀點著眼時，原則上只問是否以市場價
格為基準，達到完全補償之要求，至於公共性之要件，並無
嚴加考慮之必要。反之，若從個人自律之物理性基礎之保障
觀點著眼，則公共性成為公用徵收之合憲性要件，須深入探
究。此際，徵收土地以興辦之公共事業，是否能達成不惜犧
牲權利人之個人自律亦須實現之公共性，乃該公用徵收合憲
7

與否之關鍵 。如果該公共性自始不存在，即無徵收之正當
性。縱使該公共性原本存在，後來卻消失或未能實現，則徵
收之正當性付諸闕如，依理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取回徵收之土
地，俾其財產權獲得應有之保障。
本號解釋理由書表示：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
應予保障，旨在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
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
害，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繫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
活資源（本院釋字第 596 號、第 709 號及第 732 號解釋參照）
。」
關於財產權保障之最終目的，除所稱「維繫個人生存」及「自
由發展人格」外，過去多號解釋尚強調「維護尊嚴」（釋字
第 400 號、第 739 號及第 742 號解釋參照）
。據此，大法官
有關財產權保障之觀點，顯然著重在維繫個人自律性生存而
作為使用價值之財產權。
四、正當行政程序之意義
本號解釋文釋示：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逕以『徵
7

棟居快行著，憲法學の可能性，信山社，2012 年，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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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為收回權之時效起算點，
並未規定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被徵收土地之後
續使用情形，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依法公告，致其
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收回權，不符憲法
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於此範圍內，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檢討修
正。」係以「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為由，宣告系
爭規定違憲。惟何謂正當行政程序？其意涵為何？憲法之基
礎何在？正當行政程序與正當法律程序之關係如何？關於
此等疑義，本號解釋未有說明。
按正當行政程序並未見諸憲法明文，且非公法學界業已
公認之憲法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能相提並論。釋憲
實務上，正當行政程序一語首於釋字第 663 號解釋出現。其
解釋文係以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為由，認定系爭法
律規定侵害訴願、訴訟權，與憲法第 16 條之意旨有違。而
且，解釋理由書亦先揭櫫正當法律程序，進一步論述時方提
出「基於法治國家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之說法，最後則根
據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認定系爭規定違憲。其後釋字第
709 號解釋文逕以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為由，宣告
系爭規定違憲；惟解釋理由書仍先闡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
內涵，並於內涵中指明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釋字第 731
號解釋出現變化，無論解釋文或解釋理由書，皆僅言及正當
行政程序，而無正當法律程序之提示。釋字第 739 號解釋則
又改變，回復釋字第 709 號解釋之作法。揆諸上開解釋之內
容及遞嬗，可以推知，所謂正當行政程序，應係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之一環，為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行政程序上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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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非獨立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外之憲法原則。本號解釋除正
當行政程序外，另使用簡約之「正當程序」一語。解釋理由
書於提示審查原則時指出：「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
必要，固得經由法定程序徵收人民之土地，惟徵收人民土地，
屬對人民財產權最嚴重之侵害手段，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
求，國家自應踐行最嚴謹之程序。」依其意旨，所謂正當程
序，應即正當法律程序。因此，本號解釋所稱正當行政程序，
與過去之解釋當無不同，係指在行政程序上所要求之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
五、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適用
8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源於英美法 ，逐漸普及，如今已是立
憲主義國家普遍承認之憲法原則。我國雖然憲法未明定正當
法律程序，但其為憲法之原則，乃學界共識，要無疑義。釋
憲實務上，釋字第 384 號解釋於釋示人身自由之保障時，要
9

求「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 ；釋字第 396 號解釋於闡釋訴訟
權之意涵時，正式使用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一語。此後，在
10

涉及訴訟權或人身自由之多號解釋 ，大法官一再援引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而且，大法官除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適用於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及第 14 條規定：
「非依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生命、自由或財
產。」堪稱實定憲法關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代表性規定。
9
釋字第 384 號解釋雖未正式使用「正當法律程序」一語，但解釋理由書表明，限制人身自由之
法律，內容須符合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解釋文並釋示：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人民身體之
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其所稱「依法定程序」
，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
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
條件。」已寓有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且將「實體（實質）正當」之要求納入，不侷限於「程
序正當」
。
10
如釋字第 418 號、第 436 號、第 446 號、第 574 號、第 582 號、第 588 號、第 610 號、第 636
號、第 639 號、第 653 號、第 654 號、第 665 號、第 667 號、第 677 號、第 681 號、第 690 號、
第 708 號、第 710 號、第 736 號、第 737 號、第 742 號、第 752 號、第 755 號、第 761 號及第
762 號解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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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刑事程序及訴訟權領域外，亦擴及於其他自由權
11

利與行政程序領域 。從有關解釋可以看出，正當法律程序
12

原則之內涵不以「程序正當」為限，尚包括「實體正當」 。
惟「實體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法律之實體或內容須正當，如
果運用浮濫，恐釋憲者會根據主觀認定之正當或不當，判定
13

法律合憲或違憲，而流於司法之恣意或跋扈 。所幸大法官
相當節制，迄今為止之解釋，適用「實體正當法律程序」者
極少。
關於土地徵收之正當法律程序，本號解釋理由書指出：
「徵收人民土地，屬對人民財產權最嚴重之侵害手段，基於
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自應踐行最嚴謹之程序。此程序
保障不僅及於徵收前（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本院釋字第 409 號解釋
參照），並及於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
踐行公告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
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徵收
之補償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本
院釋字第 516 號及第 731 號解釋參照）。」強調徵收前及徵
收時均有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適用。事實上，所引釋字第 409
號及第 516 號解釋皆未提及正當法律程序，有關程序之要求
或係出自基本權功能論之思考，本號解釋將其轉化為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之要求，頗為巧妙。

如釋字第 445 號、第 491 號、第 585 號、第 633 號、第 663 號、第 689 號、第 704 號、第 709
號及第 739 號解釋。
12
如釋字第 739 號，另釋字第 384 號及第 567 號解釋之旨趣亦然。
13
奧平康弘著，憲法Ⅲ—憲法が保障する權利，有斐閣，1993 年，頁 15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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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土地徵收完成後，是否亦有正當程序之適用，多數意
見認須視徵收完成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是否仍能主張憲法財
產權之保障而定。就此，解釋理由書表明，徵收後遇有一定
情形，原土地所有權人即得申請收回被徵收之土地。此項收
回權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從而亦有正當法律程序之適用。
具體言之，徵收後主管機關對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負有通知
義務，亦即：「需用土地人依法取得被徵收土地所有權後，
是否有不再需用被徵收土地或逾期不使用而無徵收必要之
情事，通常已非原土地所有權人所得立即知悉及掌握。基於
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
使其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若有不能個別通
知之情事，應依法公告，俾其得及時申請收回土地。」
正當法律程序並非內容一成不變之原則，歷來多號解釋
均指出：「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
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
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
因素綜合考量，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釋字第
號第 689 號、第 709 號及第 739 號解釋參照）鑑於土地徵收
對財產權構成最重大之侵害，本號解釋要求除徵收前及徵收
時外，徵收後亦須踐行嚴謹之正當程序，應屬允當。
此外，基於雙重基準理論，經濟自由與精神自由相比，
原本一般應採取較寬鬆之違憲審查基準。財產權屬經濟自由
之一種，自不例外。惟雙重基準理論之運用須保有彈性，不
能僵化。如前所述，土地徵收對財產權構成最重大之侵害，
若放任國家徵收人民之土地，則其財產權之保障將淪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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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故仍有嚴格規範之必要。從徵收要件及程序要求雙管齊
下，對土地所有權提供確實合理之保障，足以彰顯憲法財產
權保障之現代意義。
本號解釋以欠缺徵收後之通知義務規定，不符憲法要求
之正當行政程序為由，宣告系爭規定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
權之意旨，而責成有關機關應於 2 年內檢討修正。至於如何
修法，解釋理由書提示：「增訂通知義務時，為兼顧人民財
產權之保障及法律關係安定性之要求，應依通知義務是否履
行，分別規定短期或長期之合理時效期間。至於該短期及長
期時效期間，應如何相互配合，則屬立法裁量之範圍。」本
席認為，進行修法時，日本立法例可資參考。依其土地收用
法（即土地徵收法）第 106 條及第 107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買回權（收回權）時效期間原則上為 20 年（我國土地徵
收條例第 9 條規定亦同）
，若依法履行通知義務者，時效期
間縮短為 6 個月。這種長期及短期時效期間之規定，與通知
義務搭配，能兼顧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法律關係安定性之要
求，頗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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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一、 土地被徵收之原土地所有權人行使收回權困難重重，
本號解釋為其開啟一扇獲知土地使用資訊之門，有助
於其請求收回被徵收的土地
（一）在立法不足、行政抵制與司法保守的情況之下，人民
行使土地收回權困難重重
徵收土地和徵收稅捐是國家以公權力強制取得人民之
財產權，人民被剝奪之感受強烈，但因國家徵收土地和徵收
稅捐往往被視為具有濃厚之公益目的，因此法律傾向賦予
政府機關有權採取強大之措施，但在法令規定不明之處，政
府機關之執行措施容易產生違憲疑義，因此屢屢引起人民
不服，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本院歷年釋憲之案例中有關土地
徵收和稅捐徵收之案件即占相當大的比例。
為了防止政府濫用徵收權，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人民
之土地被徵收後於一定條件下得向政府機關申請行使收回
權。然而有關收回權之規定簡略，立法保障不周，行政機關
對於人民行使收回權傾向採取抵制態度，故人民行使收回
權以取回土地難如上青天。人民行使收回權遭遇挫折後，頻
頻向本院叩門請求釋憲，本院受理以土地法第 219 條為釋
憲對象者已有二號解釋，民國 78 年公布之釋字第 236 號解
釋，認為收回權規定要件中之政府「不依核准計畫使用」或
「不實行使用」
，
「應依徵收目的所為土地使用之規劃， 就
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不得為割裂之認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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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徵收機關所徵收之多筆土地只要對「部分土地」已使用即
已足，基本上是對於法律所規定人民行使收回權之條件，往
有利於政府之方向解釋。另外於民國 90 年公布之釋字第 534
號解釋認為需用土地機關未於期限內，依徵收計畫開始使
用徵收之土地，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所致
者，即不得將延遲使用徵收土地之責任，歸由徵收有關機關
負擔，固有道理；但該號解釋對於不能開始使用土地係因可
歸責於其他土地使用人之事由所致者，認為若有關機關未
「依土地法第 215 條第 3 項規定逕行除去改良物，亦未依
同法第 238 條規定代為遷移改良物，開始使用土地；需用土
地人⋯⋯復未依徵收計畫之使用目的提起必要之訴訟」，在
這些條件之下，應不妨礙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收回其土地，
也是對於人民行使收回權設定了相當高的條件，此二號解
釋顯示了被徵收土地之原土地所有權人透過司法途徑行使
收回權之困難度。
（二）本號解釋之具體落實尚待配套立法
本號解釋係針對原土地所有權人行使收回權之事實上
困難，即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被徵收後並無充分資訊以
得知政府機關將土地徵收後如何使用土地，即無法在收回
權時效內（依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
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行使收回權。本號解釋理由指出
「需用土地人依法取得被徵收土地所有權後，是否有不再
需用被徵收土地或逾期不使用而無徵收必要之情事，通常
已非原土地所有權人所得立即知悉及掌握」
，因此要求「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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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其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如有不能個
別通知之情事，應依法公告，俾其得及時申請收回土地」
。
本號解釋對於原土地所有權人行使收回權提供保障，從而
監督政府機關不應濫行徵收，若於徵收完成後，依徵收計畫
已不再需用該筆土地時，亦應主動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
至於政府機關之通知義務應如何履行，若未履行時，則
人民行使收回權之短期與長期時效應如何配合，本號解釋
認「屬立法裁量之範圍」
，故本號解釋目的之具體落實，尚
待相關機關配套修法。
二、未來相關修法之考量
（一）政府機關負有通知義務之期間：
本席謹就政府機關應負通知義務之期間補充意見如下：
通知義務是為了讓原土地所有權人行使收回權，故通知
義務之期間必須涵蓋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行使收回權之全部
期間，即：
1、依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徵收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行
使收回權期間為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
內，在此期間內，政府機關均有通知之義務。
2、如係依都市計畫法徵收之土地，通知義務之期間應包括計
畫期限並延展至計畫期限屆滿後 5 年。
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規定：
「依本法規定徵收之土地，其
使用期限，應依照其呈經核准之計畫期限辦理，不受土地法
第 219 條之限制。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者，原土地所有
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依本條規定行使收回權
可分二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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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徵收計畫期限內未施工使用：若土地徵收計畫書內敘
明使用期限者，政府機關於徵收後逾越該計畫期限仍未施工
使用者，即屬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依內政部 84 年 9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8488181 號函，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收回其土
地，其理由即為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未依徵
收計畫開始使用」之情形，其申請收回之期限，依內政部之
函釋，應依照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之規定，自該計畫期限
屆滿之次日起算 5 年。
（2）於徵收計畫期限內已施工使用，但嗣後變更用途：前述
內政部函釋依其內容是適用於「逾越該計畫期限仍未施工使
用者」
。但若於計畫期限內已施工使用，但於計畫期限屆滿後
變更徵收之目的或用途者，即屬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之情形，則原土
地所有權人得行使收回權。本席認為依內政部函釋之意旨，
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亦應於計畫期限屆滿後 5 年屆滿，
故通知期限自應涵蓋至計畫期限屆滿後 5 年。
依上，如有計畫期限者，自徵收完成即應開始通知，至
於通知之期限，因收回權申請期限之起算點為該計畫書內敘
明之使用期限末日，故自該期限屆滿日後再加計 5 年，為收
回權期限屆滿日，即為通知義務之屆滿日。
（二）得行使收回權之合理短期與長期時效：
目前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僅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申請行使收回
權，但並未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自知悉有收回權情事發生
時，得行使收回權之期限。本號解釋理由指出修法時為兼顧
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法律關係安定性之要求，應依通知義務
是否履行，分別規定長期或短期之合理時效期間。本席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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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權之存在是為防止徵收之浮濫，而收回權之發生，又係
因政府機關於徵收土地後之作為或不作為而可歸責於政府
機關，故應以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為優先，況行使收回權係回
復人民原有之財產權，亦不違法安定性。故依前述本席主張，
不論依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之長期時效 5 年內或於都
市計畫法所定使用期限屆滿後 5 年內，政府機關均負有通知
義務；在長期時效期間內，自原土地所有權人知悉有行使收
回權之情事之後，至少應有一段合理之期間（如 2 年）以供
其決定並行使收回權，因為在長期時效期間內均有可能發生
收回權之情事（即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未依
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
，若於長期時效即將完成前
始發生或始知悉（如前一天或一星期等）
，而未讓原土地所有
權人有合理之考慮與準備期間，則顯不合理。故若加計原土
地所有權人知悉後之短期時效，則長期時效最長可延至 7 年
（設若原定 5 年長期時效之最後一天始發生或始知悉發生有
收回權情事）。
三、 土地徵收條例應併予考慮修改：
（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61 條規定，該條例施行前公告徵
收之土地，其申請收回，仍依施行前之規定辦理，即仍適用
土地法；反面解釋，民國 89 年 2 月 4 日該條例生效後公告
徵收之土地，其申請收回，適用該條例。本號解釋以土地法
第 219 條為釋憲對象，是本號解釋可得適用之案例限於 89
年 2 月 4 日前之徵收且於本號解釋公布之日收回權之時效
尚未完成者。自本號解釋公布之日，即 107 年 5 月 4 日回
溯 5 年，即依都市計畫法完成之徵收且計畫期限迄 1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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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之後尚未期滿者，始有本解釋之適用，故可得適用之
案例可能不多。本號解釋雖以土地法為釋憲對象，但本號解
釋所定違憲之事由，即「未規定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就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
有權人或依法公告」
，於土地徵收條例亦存在。故本號解釋
實等同宣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未定通知義務亦違憲，而
應一併檢討修正。
（二）修改土地徵收條例以要求政府機關負有通知義務之
時，原定收回權之長、短期時效，自亦應同時檢討修改，本
意見書第二段所述之立法考量之原則亦應可適用。當然，土
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收回權之長期時效為「徵收公告之日
起 20 年」
，顯已較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徵收補
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為長，則此 20 年之長
期時效是否要於計畫期限屆滿後始起算，於修法時亦應一併
考量「計畫期限」之作用與性質後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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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林俊益大法官加入
本號解釋以憲法上正當程序作為規範審查之主要根據，
宣告土地法第 219 條1第 1 項未規定主管機關就被徵收土地
之後續使用情形，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致人民無從
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該條項所定之收回權，
不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本號解釋不僅宣示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為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之範圍，並以徵收完成後之正當程序要求，
作為財產權保障之必要性擔保。此項宣示，對土地徵收制度
之完善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具重要意涵，殊值贊同。惟收
回權之法制現況仍有許多待釐清之問題，且本號解釋所提出
之「定期通知」要求，未來將如何影響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
時效，亦有說明必要。爰提出本協同意見書以為補充。

本號解釋所指之土地法第 219 條，係於 89 年 1 月 6 日修正，同年月 26 日公
布，其全文為「（第 1 項）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
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
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第 2 項）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接受聲請後，經查明合於前項規定時，應層報原核准徵收機
關核准後，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六個月內繳清原受領之徵收價額，逾期視為放
棄收回權。（第 3 項）第 1 項第 1 款之事由，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者，不得聲請收回土地。（第 4 項）私有土地經依徵收計畫使用後，經過都
市計畫變更原使用目旳，土地管理機關標售該土地時，應公告 1 個月，被徵收之
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 10 日內
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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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號解釋之里程碑：確立憲法要求之正當程序，在「土
地徵收後，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
，亦有適用
國家基於公用或公益之需要，得以補償方式徵收私人財
產，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本院釋字第 400 號、第 516 號、第
579 號、第 652 號、第 731 號等解釋參照）
。
然而，徵收畢竟係屬剝奪人民私有財產，且為基於公用
或公益之目的所為之不得已手段，對被徵收財產之所有人而
言，則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故國家徵收人民財產，
應符合憲法之正當程序2。
一、 憲法正當程序在「土地徵收前及徵收時」之適用
本院過去有關土地徵收之重要解釋（詳見附錄）
，不乏強
調徵收前及徵收時應依循正當程序。
關於徵收前應遵守正當程序，例如釋字第 409 號解釋稱：
「徵收土地對人民財產權發生嚴重影響，舉凡徵收土地之各
項要件及應踐行之程序，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有關徵收目
的及用途之明確具體、衡量公益之標準以及徵收急迫性因素
等，均應由法律予以明定，俾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徵收事件及
司法機關為適法性審查有所依據。尤其於徵收計畫確定前，
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俾公益考量與私
益維護得以兼顧，且有促進決策之透明化作用。」
關於徵收時應遵守正當程序，則多與徵收補償有關。例

2

關於憲法之正當程序，請參見湯德宗，論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憲政時代第
25 卷第 4 期，2000 年 4 月，3-33 頁；陳愛娥，正當法律程序與人權之保障－以
我國法為中心，憲政時代第 29 卷第 3 期，2004 年 1 月，359-389 頁。關於正當
程序之說明，另可參本院釋字第 731 號解釋，湯德宗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
書及林錫堯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 667 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提出之不
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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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釋字第 516 號解釋稱：
「（徵收）補償不僅需相當，更應
儘速發給，方符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
旨。……土地法第 233 條前段規定：
『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
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 15 日內發給之。』……上述
徵收程序之嚴格要求，乃在貫徹國家因增進公共利益為公用
徵收時，亦應兼顧確保人民財產權益之憲法意旨。」第 731
號解釋則稱：
「89 年 2 月 2 日制定公布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實施區段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不願領取
現金補償者，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
書面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發給抵價
地。』……關於應於公告期間內申請部分，於上開主管機關
依同條例第 18 條規定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係在徵收
公告日之後送達者，未以送達日之翌日為系爭規定申請期間
起算日，而仍以徵收公告日計算申請期間，要求原土地所有
權人在徵收公告期間內為申請之規定，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
行政程序，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
二、 憲法正當程序在「土地徵收後」之適用
本院過去關於土地徵收之解釋，其解釋客體與本號解釋
相同，均為土地徵收後之收回權者，僅有釋字第 236 號及第
534 號解釋；該二號解釋，分別涉及土地法第 219 條及該條
第 1 項第 1 款與第 3 項。
本院釋字第 236 號解釋，係於 78 年 3 月 17 日公布。該
號解釋所指之土地法第 219 條係於 64 年 7 月 15 日修正，同
年月 24 日公布，其全文為：
「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
畫使用，或於徵收完畢 1 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
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釋字第 236 號解釋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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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
『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
用，或於徵收完畢 1 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
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所謂『不依核准計畫使用』
或『不實行使用』
，應依徵收目的所為土地使用之規劃，就所
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在有明顯事實，足認屬於相關
範圍者，不得為割裂之認定，始能符合公用徵收之立法本旨。
行政法院 68 年判字第 52 號判例3及行政院 53 年 6 月 30 日
台 53 內 4534 號令4，即係本此意旨，與憲法第 15 條並不牴
觸。」
本院釋字第 534 號解釋，係於 90 年 11 月 30 日公布。
該號解釋所指之土地法第 219 條係於 89 年 1 月 6 日修正，
同年月 26 日公布。該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私有土地經徵
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
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
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同條第 3 項則規
定：
「第 1 項第 1 款之事由，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
或使用人者，不得聲請收回土地。」釋字第 534 號解釋宣示：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原係防止徵收
機關為不必要之徵收，或遷延興辦公共事業，特為原土地所
有權人保留收回權。是以需用土地機關未於上開期限內，依

行政法院 68 年判字第 52 號判例：「土地法第 219 條所謂『徵收私有土地後，
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係對於所徵收土地之整體不依原核准計劃使用而言，若就
徵收之土地已按原核准計劃逐漸使用，雖尚未達到該土地之全部，但與不依核准
計劃使用之情形有間，應無該條之適用。」
4
行政院 53 年 6 月 30 日台 53 內 4534 號令：「需地機關是否已於徵收完畢 1 年
後實行使用之認定，應以該項徵收土地之整體為準，而不能仍按徵收前之個別原
所有權之各個地區以為認定已否實行使用之準據。」
3

42

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徵收之土地者，如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
有權人或為其占有該土地之使用人之事由所致，即不得將遷
延使用徵收土地之責任，歸由徵收有關機關負擔；其不能開
始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其他土地使用人之事由所致，而與原土
地所有權人無涉者，若市、縣地政機關未會同有關機關於徵
收補償發給完竣 1 年內，依土地法第 215 條第 3 項規定逕行
除去改良物，亦未依同法第 238 條規定代為遷移改良物，開
始使用土地；需用土地人於上開期間內復未依徵收計畫之使
用目的提起必要之訴訟，以求救濟，應不妨礙原土地所有權
人聲請收回其土地。土地法第 219 條第 3 項規定之適用，於
上開意旨範圍內，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
本院釋字第 236 號及第 534 號解釋，雖兩度就土地法第
219 條所定被徵收土地收回權之相關問題作成解釋，但並未
針對實體法律（土地法）對於徵收收回權之制度，做任何合
憲性之審查；亦即並未從財產權保障之角度，觀察收回權在
憲法上之地位5。
本號解釋則從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著眼，強調國家徵收
人民土地時，應踐行最嚴謹之程序，且該程序不僅及於徵收
前（應聽取人民意見）及徵收時（應儘速徵收補償等）
，並及
於徵收後。本號解釋進一步指出：土地徵收後，國家負有確
保徵收土地持續符合公用或公益目的之義務，以貫徹徵收必
要性之嚴格要求，且需用土地人應於一定期限內，按核准計
畫使用徵收之土地，以防止國家濫用徵收之權力。故徵收後，
如未依照核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使用，徵收即失其正當性，
人民因公共利益而忍受特別犧牲之原因，亦已不復存在，基
關於釋字第 534 號解釋部分，請參見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的陰暗角落──
論徵收的買回權問題，
《法治國家原則之檢驗》
，2007 年 7 月，第 7 篇，280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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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則上即得收回
其被徵收之土地；該收回權，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徵
收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權，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6。收
回權既然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而收回權係發生於土地徵收
完成後，故憲法要求之正當程序，自亦適用於土地徵收完成
後。
（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2、3 段參照）
準此，本號解釋不僅確立人民對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在
憲法上之地位，使其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並且確認
憲法要求之正當程序，在土地徵收之情形，不僅適用於徵收
前及徵收時，並及於徵收完成後。就此而言，本號解釋，具
有里程碑之意義。
貳、 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徵收機關就徵收土地之使用
情形，負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義務
本號解釋之另一重要意義，在於藉由憲法要求之正當程
序，課與徵收機關就被徵收之土地，對原土地所有權人，負
有定期通知該地使用情形之義務，俾原土地所有權人判斷是
否與及時行使其收回權。
基於正當程序之要求，土地徵收機關對人民負有確保其
獲知相關資訊之義務，業已見諸本院釋字第 731 號解釋下列
論述：
「土地徵收條例（下稱系爭條例）之區段徵收，原土地
所有權人得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補償
費（系爭條例第 39 條第 1 項參照）
，該抵價地之抵付，自屬
徵收補償之方式。而申請發給抵價地之申請期限，涉及人民
原土地所有權人就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在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上之發展情形，
參見 BVerfGE 38,,175ff.；Sachs,GG,6. Aufl., 2011, Art.14 Rn 165；陳新民，同註 5，
263-277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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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之限制，自應踐行正當之行政程序，包括應確保利害
關係人及時獲知相關資訊，俾得適時向主管機關主張或維護
其權利（本院釋字第 663 號、第 689 號、第 709 號解釋參
照）
。」
為確保收回權之有效行使，並鑑於徵收機關與被徵收土
地所有權人二者間，關於被徵收土地使用狀況之資訊不對
稱，本號解釋再度本於憲法要求之正當程序，課徵收機關公
法上之義務，應將徵收後土地之使用情形，定期通知原土地
所有權人，俾其得及時行使收回權。
（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4 段
參照）
依據本號解釋，土地徵收機關（即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為定期通知義務之義務人。按土地徵收機關，固
然並非當然即為需用土地人，從而可能亦無從得知徵收後土
地之使用狀況。但該機關為原來辦理徵收事務之機關，乃人
民關於徵收事件之原始相對人，且人民就行使收回權之相關
事項（例如：申請、繳回原受領之徵收價額、表示優先承買
等）
，仍應以該機關為相對人（參見土地法第 219 條第 2 項
及第 4 項、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另一方
面，土地被徵收後，該地究竟由何需用土地人如何使用，通
常並非人民所得（詳細）知悉，故在需用土地人非原始徵收
機關之情形，如逕由需用土地人將土地使用情形通知人民，
人民或許無從判斷該通知究竟為何而來，從而可能失去「通
知」在協助人民行使收回權之意義。準此，相較之下，由土
地徵收機關負責通知土地被徵收後之使用情形，從人民觀
點，較為自然，並可避免不便。至於土地徵收機關如非需用
土地人，則如何要求需用土地人配合履行本號解釋所宣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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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義務，則屬該機關與需用土地人相互間之公法關係。
參、 從收回權時效規定之混亂及不備，看修法之必要性
憲法要求之正當程序得適用於土地徵收完成後之收回
權，業如前述。因此，本號解釋進而指摘本聲請案原因案件
之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逕以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為其所定 5 年收回權
時效之起算日，而未明定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依法
公告之義務，致人民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以判斷是否行
使收回權，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程序，於此範圍內，有違憲
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本號解釋並諭知有關機
關應於解釋公布日起 2 年內修法。
按土地法及其他土地徵收之收回權規定7，雖歷經修法8，
然就時效及相關程序仍有許多紊亂甚至不備之處。
土地法於 19 年 6 月 14 日制定時，即於第 351 條定有收
回權之規定9，其後雖有條次異動，然直至 78 年 12 月 14 日
關於收回權之規定，除本號解釋客體之土地法第 219 條外，尚有土地徵收條例
第 9 條、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16 條，及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20 條等。
8
土地法於 19 年 6 月 14 日制定時，第 351 條即有收回權之規定，其後於 78 年
12 月 14 日修正時，改列為第 219 條，並增加「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作為發生收回權之事由。89 年 1 月 13 日制定土地徵收條例後，依同條例第 9 條
第 1 項之規定，共有 3 款發生收回權之事由，分別為：「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
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及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 5 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土地
徵收條例之收回權，與土地法之收回權，其重要差異，除發生收回權之事由有別
外，尚有時效期間之不同。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所定之時效期間為：「徵收補
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之時效期間
則為：「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
9
土地法第 351 條（19 年 6 月 14 日制定）：「徵收之土地，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或
於徵收完畢 1 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要求照原徵收價額，買回
其土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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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皆無收回權時效之明文。78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同
年月 29 日公布之土地法 219 條第 1 項修正為：
「私有土地經
徵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
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市、縣地政機關
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
事業使用者。」土地法嗣後之修法，就本條項關於收回權之
時效部份，即無任何修正。
本條項所定「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
內」
，固得適用於該條項第 1 款所稱「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之情形；但如適用於第 2 款
所稱「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之情形，即有不合
理情事。蓋「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之期限，如超過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
，則將發生原
定興辦事業使用期限尚未屆滿，收回權期限已過導致原土地
所有權人不得申請收回之情事。本解釋聲請之原因案件，即
為如此。查該案原因案件之原定興辦事業使用期限長達 12 年
（77 年 9 月 6 日至 89 年 9 月 5 日）10；該案係依都市計畫
法所為之徵收，故其收回，本應適用該法第 83 條，但該條並
未特別規定其請求收回之期限，確定終局判決遂認為該條第
1 項僅就使用期限排除土地法第 219 條之限制，未就收回期
間併予排除適用，依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之法理，特別法未
特別規定部分，應依普通法之規定辦理，此即學理上所稱之
「普通法之補充性」
，自應適用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之規
定，即收回期間應為 5 年；惟確定終局判決另又認為此 5 年
參見本聲請案原因事實之確定終局裁判，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
第 399 號判決書四、（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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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之計算，依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2 項文義之當然解釋，
應「自核准之計畫期限屆滿次日」起算，而非依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所定之「自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
起算。
確定終局判決如此割裂適用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及土地
法第 219 條第 1 項，方法論上是否妥適，或可姑且不論；土
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及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關於收回權時效
之不妥與不備，業已充分顯露。從本聲請案原因案件之徵收
計畫允許系爭被徵收土地得於長達 12 年之期間內，供原核
准計畫興辦事業使用，亦顯示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不分
具體情事，將人民收回其被徵收土地之期限，一律定為「徵
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導致經常發生
「人民之收回權尚未發生」（因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之期限尚未經過）
，但「該收回權業已罹於時效」
（因土地法
第 219 條第 1 項所定之 5 年期間業已屆滿）之荒謬情事11。
如此立法，實在過於草率，並置人民權益於不顧。
如此情事，不僅發生於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亦可能
發生於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蓋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
第 1 項關於收回權之時效期間規定為：「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固係為解決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 5 年時效過短之問
題，但因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仍將「未依核
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定為收回徵收土地之事由，而理
論上，該「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之期限」
，仍不能排除
有可能逾越「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之屆滿日」
，故前述「收
內政部經本院要求而提供之資料中，其中 1 筆顯示，在共 66 件人民申請收回
之徵收案，經核准興辦事業之計畫期限（或計畫進度），除因年代久遠而不可考
者外，不少皆為超過 10 年以上，更有長達 15 年、16 年、18 年、20 年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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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權尚未發生」
，
「收回權業已罹於時效」之情事，依舊可能
發生。
綜上，有關機關不僅應依本解釋意旨，修正確定終局判
決所適用之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關於收回權期限之規定，
亦應依本解釋意旨，一併檢討土地徵收收回權之其他法律規
定，以貫徹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肆、 區段徵收之收回權
本號解釋於解釋理由書第 7 段中說明：本號解釋之適用
範圍，不及於區段徵收之情形。其理由應係考量土地法第 219
條並未如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明文排除區段徵收之收回權，
且本聲請案之原因案件，亦非屬區段徵收之情形，因而未一
併處理區段徵收之收回權問題。
我國區段徵收使用浮濫之問題與法制上許多不合理之
處有關12。惟區段徵收本質上仍與一般徵收相同，屬強制剝奪
人民財產權之手段。因此，從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觀點而言，
法制上不應自始排除區段徵收亦有收回權之適用。土地徵收
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依其文義，固然明文排除區段徵收
時收回權之適用，惟遍查立法資料，卻無從得知其立法理由
何在。核心問題為：區段徵收與一般徵收，在實施原因、補
償方式，與補償程序之不同，是否必然能導出區段徵收無財
12

例如，抵價地式區段徵收之補償基準問題、公益性及徵收必要性之爭議，以及
從「漲價歸公」之立法目的淪為炒作地價、創造政績之工具等。詳參，戴秀雄，
由制度設計面向論抵價地式區段徵收，
《台灣法學新課題（10）》
，2014 年 11 月，
54-123 頁；林明鏘，區段徵收性質與合憲性問題，台灣環境與土地法學雜誌第 14
期，2015 年 2 月，1-6 頁；王珍玲，既賣狗肉，何必掛羊頭－從徵收本質論區段
徵收之名實不符，台灣環境與土地法學雜誌第 12 期，2014 年 10 月，141-149 頁；
林根旺，現行都市土地整體開發法制之檢討－以比較臺、日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
法制為中心，全國律師第 17 卷第 12 期，2013 年 12 月，54-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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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保障內涵中收回權適用之結論？倘若立法者就此問題
未詳盡審酌，即一概排除區段徵收收回權之適用，與憲法保
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仍有不符。
伍、 本席對收回權之制度上期許
如何在人民財產權保障及法律關係安定之間取得平衡，
確實為相當困難之課題。立法機關基於本解釋意旨，除應增
訂定期通知之義務外，尚應依通知義務是否履行，分別規定
短期及長期之合理時效期間。兩者間應如何相互配合，固屬
立法者之形成空間，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收回權合理之時效
始日及末日，恆需仰賴國家確實踐行正當程序之要求，始能
落實憲法第 15 條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在主觀時效之制度
趨勢下，通知義務之程序規範固然會增加許多行政成本，然
正當程序之踐行，實亦有利於法律關係之儘速安定。就此，
本席認為，收回權之法律規範應不厭其詳，力求程序完備，
以督促徵收機關時刻注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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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院過去針對土地徵收所作之重要解釋
（一）非關收回權之解釋
釋字

製表日期：2018.5.4
製表人：助理黃楚婷

案由及主旨

所涉基本權 釋憲結果

第 400 號 案由：行政院就有公用地役關係既成 第 15 條
道路不予徵收之函，是否違憲？

違憲

財產權

主旨：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
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
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方符憲法
保障財產權之意旨。既成道路符合一
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
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
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
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
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
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
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
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
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收，僅因
既成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
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
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至於因地理環境
或人文狀況改變，既成道路喪失其原
有功能者，則應隨時檢討並予廢止。
行政院中華民國台 67 內字第 6301 號
函及同院台 69 內字第 2072 號函與
前述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
第 425 號 案由：內政部就徵收補償費因待解釋 第 15 條
未依限發放，徵收有效之規定，是否 財產權
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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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

主旨：內政部中華民國 78 年 1 月 5
日台內字第 661991 號令發布之「土
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係主管機關
基於職權，為執行土地法之規定所訂
定，其中第 16 條規定：
「政府徵收土
地，於請求法律解釋期間，致未於公
告期滿 15 日內發放補償地價，應無
徵收無效之疑義」，與土地法第 233
條之規定未盡相符，於憲法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意旨亦屬有違，其與本解釋
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適用。
第 513 號 案由：徵收都計區內非公設用地之私 第 15 條
地，是否須先變更計畫？

財產權

（統一解
釋）

主旨：依都市計畫法第 52 條第 1 項
前段規範意旨，中央或地方興建公共
設施，須徵收都市計畫中原非公共設
施用地之私有土地時，自應先踐行變
更都市計畫之程序，再予徵收，未經
變更都市計畫即遽行徵收非公共設
施用地之私有土地者，與上開規定有
違。
依土地法辦理徵收未依法公告或
不遵守法定 30 日期間者，自不生徵
收之效力。若因徵收之公告記載日期
與實際公告不符，致計算發生差異
者，非以公告文載明之公告日期，而
仍以實際公告日期為準，故應於實際
徵收公告期間屆滿 30 日時發生效
力。
第 516 號 案由：行政法院就未依限發補償費， 第 15 條
徵收不失效之決議，是否違憲？

52

財產權

違憲

主旨：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
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
應給予合理之補償。此項補償乃因財
產之徵收，對被徵收財產之所有人而
言，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
國家自應予以補償，以填補其財產權
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失。故補
償不僅需相當，更應儘速發給，方符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
保障之意旨。
行政法院就未依限發補償費，認徵
收仍不失效之決議，於憲法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旨意有違，應不予適用。
第 579 號 案由：平均地權條例以所有人之徵收 第 15 條
價定額補償承租人規定，是否違憲？ 財產權
主旨：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
必要，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對被
徵收財產之權利人而言，係為公共利
益所受之特別犧牲，國家應給予合理
之補償，且補償與損失必須相當。國
家依法徵收土地時，對該土地之所有
權人及該土地之其他財產權人均應
予以合理補償，惟其補償方式，立法
機關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
耕地承租人之租賃權係憲法上保
障之財產權，於耕地因徵收而消滅
時，亦應予補償。且耕地租賃權因物
權化之結果，已形同耕地之負擔。平
均地權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係出
租之耕地因公用徵收時，立法機關依
憲法保障財產權及保護農民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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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憲併檢
討改進

審酌耕地所有權之現存價值及耕地
租賃權之價值，採用代位總計各別分
算代償之方法，將出租耕地上負擔之
租賃權價值代為扣交耕地承租人，以
為補償，其於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之
保障，尚不生侵害問題。惟近年來社
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顯有變遷，為
因應農地使用政策，上開為保護農民
生活而以耕地租賃權為出租耕地上
負擔並據以推估其價值之規定，應儘
速檢討修正，以符憲法意旨，併予指
明。
第 652 號 案由：釋字第 516 號解釋所稱「相當 第 15 條
之期限」，有無上限？

財產權

（補充解
釋）

主旨：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
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
應給予合理之補償，且應儘速發給。
倘原補償處分已因法定救濟期間經
過而確定，且補償費業經依法發給完
竣，嗣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始發
現其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
準認定錯誤，原發給之補償費短少，
致原補償處分違法者，自應於相當期
限內依職權撤銷該已確定之補償處
分，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並通知需
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
地所有權人。逾期未發給補償費差額
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
力，本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應予補
充。
第 731 號 案由：土地徵收條例第 40 條第 1 項 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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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相

關於欲申請發給抵價地「應於徵收公 財產權

關規定一

告期間內」提出申請部分，於徵收處

併檢討）

分公告日之後，始送達徵收處分之書
面通知者，仍以徵收公告日計算申請
期間，是否違憲？
主旨：土地徵收條例第 40 條第 1 項
關於應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發給抵價
地部分，於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
管機關依同條例第 18 條規定以書面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係在徵收公告日
之後送達者，未以送達日之翌日為系
爭規定申請期間起算日，而仍以徵收
公告日計算申請期間，要求原土地所
有權人在徵收公告期間內為申請之
規定，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
序，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
權之意旨。
為確保原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充分
資訊以決定是否申請抵價地，主管機
關宜於徵收公告及書面通知時，一併
告知預估之抵價地單位地價；又原土
地所有權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提出
異議時，其申請發給抵價地之期間宜
否隨之展延，均事涉區段徵收土地所
有權人之權益保障，主管機關應就相
關規定一併檢討。
第 732 號 案由：允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 第 15 條
的，依法報請徵收非交通事業所必須 財產權、
之毗鄰地區土地之規定，是否違憲

第9條

主旨：90 年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4 居住自由
項等規定，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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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

目的，依法報請徵收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及土地法第 208 條第 2 款
所規定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之毗
鄰地區土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
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
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違。
第 743 號 案由：徵收之捷運用地得否用於聯合 第 15 條
開發？

財產權

（統一解
釋）

主旨：
主管機關依中華民國 77 年 7 月 1 日
制定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 6 條，按相
關法律所徵收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
土地，不得用於同一計畫中依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核定辦理之聯合開
發。
依大眾捷運法第 6 條徵收之土地，
應有法律明確規定得將之移轉予第
三人所有，主管機關始得為之，以符
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第 747 號 案由：土地所有權人因公路穿越地 第 15 條
下，至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 財產權
圍，得否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
申請徵收地上權？
主旨：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
例第 3 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
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
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
犧牲，而不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
請徵收地上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得請
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
地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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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

土地徵收條例未就土地所有權人
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
徵收地上權有所規定，與上開意旨不
符。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1 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土地
徵收條例妥為規定。逾期未完成修
法，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解釋意旨，
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
收地上權。

（二）有關收回權之解釋：
釋字

案由及主旨

所涉基本權

第 236 號 案由：有關徵收之土地如何認定係 第 15 條
依計畫使用之命令違憲？
主旨：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
「徵收
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用，或
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
回其土地。」所謂「不依核准計畫使
用」或「不實行使用」
，應依徵收目
的所為土地使用之規劃，就所徵收之
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在有明顯事
實，足認屬於相關範圍者，不得為割
裂之認定，始能符合公用徵收之立法
本旨。

57

財產權

釋憲結果
合憲

第 534 號 案由：土地法徵收之土地因可歸責 第 143 條
於原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致未能依 第 1 項
限使用者，限制原土地所有人買回權 財產權
之規定違憲？
主旨：需用土地機關未於期限內，依
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徵收之土地者，如
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或為
其占有該土地之使用人之事由所致，
即不得將遷延使用徵收土地之責任，
歸由徵收有關機關負擔；其不能開始
使用係因可歸責於其他土地使用人
之事由所致，而與原土地所有權人無
涉者，若市、縣地政機關未會同有關
機關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 1 年內，依
土地法第 215 條第 3 項規定逕行除
去改良物，亦未依同法第 238 條規定
代為遷移改良物，開始使用土地；需
用土地人於上開期間內復未依徵收
計畫之使用目的提起必要之訴訟，以
求救濟，應不妨礙原土地所有權人聲
請收回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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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憲性
解釋

釋字第 763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蔡明誠大法官 提出
張瓊文大法官加入二、三、部分
土地之一般徵收完成後，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於一定條
件下，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對被徵收土地之收回請求權，本
解釋認其係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之延伸，應受憲法財產權
之保障，確有其憲法解釋之意義及價值。惟為確保收回權之
實現，是否即課予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期通知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後續使用情形之義務，及若未通知所衍
生之法律效果如何，因涉及收回權之定性及通知效力等問
題，均值得再推敲。爰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如下：
一、收回權之定性
關於收回權之法律性質，屬私法性質之法定買回權或公
法性質之請求權？學說及實務見解不一。本解釋將土地徵收
完成後，被徵收土地如未依照核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實行使
用，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定性為公法請求權，惟此與
過去部分學說參考日本私法請求權說之見解1，及過去實務上
1

例如史尚寬，土地法原論，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64 年 2 月臺五
版，頁 592-593，認收回權依我土地法之規定應為私權，為原所有人
不管事業人之意思，而得回復其原所有權之權利，與徵收權雖相
似，然徵收權為公生活所認之權利為公權，收回權專為原所有人之
私生活所認之權利，非對於國家之權利，乃對於事業人之權利，故
為私權。其權利如發生爭執，應依民事訴訟主張之。收回權為法定
買回權，為不管事業人之意思如何，得以一定之對價而收回被徵收
土地所有權之權利，非為原始的取得，乃為權利之移轉，此點與民
法上之買回，並無不同，只不過民法上之買回權是基於當事人之契
約，而此則基於法律之規定。且因基於法律之規定，並對第三人亦
有效力，具有物權之性質，故稱為法定物權的買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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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其係法定買回權或再取得權 2 ，有所不同。 3 但與國內近
來土地法相關文獻通說相似，傾向於公法性質之請求權4，因
土地徵收係國家基於公共事業之需要而剝奪人民財產權之一
種強制程序，具有強烈之公法色彩，因需用土地人未依規定
使用被徵收土地，而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收回權，屬
徵收制度之一環，從而收回權在性質上屬公法上之請求權。 5
但究竟係認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屬解除徵收之原狀回復請求
權 6 或附停止解除之請求權，或為廢止徵收處分請求權 7 ，或
為徵收解除之請求權 8 ，未來宜參考外國立法例再深入探究
2

例如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2172 號民事判決，土地法第 219 條所
規定收回權之性質，非為解除徵收原因之原狀回復請求權，係屬收
回之再取得權，惟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仍需經移轉登記為原土地
所有權人（包括其繼承人在內）名義所有，始能取得收回，尚非一
有上開收回土地權利之主張，即足使原被徵收之土地當然回復為原
所有權人所有。

3

若認徵收收回權屬公法上請求權，除須符合解除徵收之要件，原土
地所有權人尚須踐行一定程序後，始得回復其土地所有權；若認徵
收收回權屬私法上之權利，亦即屬於私法買回權之一種，僅須收回
之法定要件成就，原土地所有權人即得買回其土地。參照陳明燦，
土地徵收導論，2013 年 9 月，頁 206。

4

所謂公法上請求權，包括人民依法規或一般行政法原則，可以請求
行政機關對其為有利給付之特定行為之主觀公權利，例如特定具有
授意性質之處分行為、及金錢財物給付之行為，例如依大法官釋字
第 474 號解釋之保險金請求權。參照李惠宗，行政法要義，台北：元
照，2010 年 9 月五版，頁 373。

5

參照李建良，於翁岳生編，行政法（下）
，第 21 章損失補償，台北：
元照出版，2006 年 10 月 3 版，頁 701。
6
例如溫豐文，土地法，台中：作者發行，2013 年 3 月修訂版，頁
569。
7

例如葉百修，土地徵收法，台北：作者發行，民國 105 年 6 月初版，
頁 336-337；李建良，同註 5 前揭書，頁 702。

8

例如楊松齡，實用土地法精義，台北：五南，2012 年 3 月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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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務上亦有採公法請求權之見解，例如最高法院 92 年度
台上字第 863 號民事判決，認被徵收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有關
收回權之規定，與私法上之再取得權無涉，該被徵收土地之
原所有權人自應請求原徵收機關廢止原徵收處分，使原處分
向將來失其效力，始得收回，故屬公法上之請求，而非屬私
法上之爭執，普通法院對之無審判權。以上見解，固有其
本。惟若僅單純從救濟管道係向普通法院或向行政法院請求
救濟之形式上判斷收回權性質，其係屬私法性質或公法性質
之請求權，似有論證上過於簡略之嫌。質言之，宜再加上實
體法上權利之定性及實質內容一併探討，不宜單就收回權之
程序上救濟管道而加以論斷，亦即宜就具體條文規定內容，
與民法上買回權及外國立法例學說解釋等整體比較觀察，較
能得其正解。茲暫以本號解釋所採公法請求權說作為論述出
發點，特別是探究徵收後之收回權消滅時效9及相關權利與義
務之法律關係時，是否應與一般公法請求權衍生相關問題採
取相似處理方式，亦均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收回權係由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所直接發生之權
利

頁 596；鍾麗娜，土地法，台北：文笙書局，民國 101 年 7 月修訂五
版，頁 597。另贊同徵收解除請求權說者，例如陳明燦，土地徵收導
論，頁 206。該書認為我國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所定徵收收回權之運
作程序與德國相仿，原土地所有權人須於一定期間內向地方主管機
關申請收回，經核准後始得發回土地，亦即係認我國有關徵收收回
權之立法，係採徵收解除請求權說。
9

既然取回權是一種請求權，便應有消滅時效以保障法律秩序之安
定，此在私法及公法上都應有此制度。參照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
障的陰暗角落---論徵收的買回權問題，載於法治國家原則之檢驗，
台北：元照，2007 年 7 月初版，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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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釋字第 534 號解釋，雖曾認為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自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
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機關聲請
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原係防止徵收機關為不必要之徵
收，或遷延興辦公共事業，特為原土地所有權人保留收回
權。而本解釋認為此項收回權，係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
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徵收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
權，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進一步承認收回權係屬憲法財
產權直接發生之權利，值得重視。有關原土地所有權人就被
徵收土地之收回權，是否為憲法上直接之回復徵收請求權
(Verfassungsunmittelbarer Anspruch auf Rückenteignung)或再取
得 權 (Rückerwebsrecht) ， 抑 或 僅 是 各 相 關 法 律 所 生 之 請 求
權？從比較法觀察，於 1974 年前，德國因聯邦或各邦相關法
律並未明定原土地所有人享有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或稱買
回權或再取得權等），以致於該國聯邦行政法院當時判決否認
此一權利，於 1974 年聯邦憲法法院判決10認為基本法第 14 條
第 1 項第 1 段有關所有權（財產權）存續保障
（Bestandsgarantie）規定 11 ，得直接衍生回復徵收權（或再

10

參照 BverfGE 38, 175, 181/184f.-Rückenteignung(回復徵收)（或稱再取
得權；”Rückerwebsrecht” ）。

11

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段規定，所有權與繼承權受到保障。
(Das Eigentum und das Erbrecht werden gewährleistet.)嚴格言之，所
謂” Eigentum”，原先係指對物之權利(Recht an einer Sache)，但後來
逐漸解釋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例如金錢債權、先買權、合夥股
份權、著作權及產業財產權（專利權及商標權等）之法律地位等。
(參照 Peter Badura, Staatsrecht, 6.Aufl., München:Beck, 2015, 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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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權）12，之後聯邦建設法第 102 條及各邦有關徵收法規亦
明定此一回復徵收權。13
本解釋所採保護收回權之模式，係我國土地相關法規先
承認徵收土地後原土地所有權人享有收回權，之後始為釋憲
機關所承認。不論先有各相關法律而後憲法解釋承認此項收
回權，或以法續造而先由憲法法院承認此項權利後，再有各
相關法律予以明文承認者，均宜認為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
權，係直接受到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並定性為憲法上
財產基本權之一種，以強化人民財產權之憲法上保障。
三、徵收完成後通知義務及資訊權問題
在徵收土地完成後，是否應課予徵收主管機關通知後續
土地使用情形之義務。 14 本解釋認為確保收回權之實現，國
家於徵收後仍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未規定應使人民定期知悉土地被徵收後之使用情形，致人
民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其收回權，不符
12

參照 Papier in: Mauz/Dürig, Grundgesetz-Kommentar-beck-online, 2017,
GG Art.14 Rdnr. 591; Petz, in: Spannowsky/Uechtritz, BeckOK BauGB,
40.Edition, Stand:01.01.2018, BauGB §102 Rdnr.1.1.; Groß, in:
Ernst/Zinkahn/Bielenberg/Krautzberger, Baugesetzbuch, 2017-beckonline, BauGB §102 Rdnr.5f.; Battis, in: Battis/Krautzberger/Löhr,
Baugesetz, 2016-beck-online, §102 Rdnr. 1.
13
例 如 §16 Bayerisches Gesetz über die Entschädigungspflichtige
Enteignung(BayEG); §42 Baden-Württemberg, Landesenteignungsgesetz;
§42 Thüringer Enteignungsgesetz.
14
有認為人民只有 20 年的期待期，且原財產權人因為該土地被徵收
後，所有權已經轉移，已無從擁有所有權人得以掌控其財產權狀況
的能力。因此，有必要考慮規定使用人有告知義務，當徵收土地已
不必為徵收所需時，即負有告知原財產權人之法定義務，俾使期能
行使取回權利。參照陳新民，同註 9 前揭文，頁 285-286。

63

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於此範圍內，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
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徵收完成後，如課予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續土地使用情形之義務，可感受到徵
收主管機關對於徵收後之負責態度，本解釋強化主管機關資
訊公開義務，有其憲法價值。換言之，徵收後原土地所有權
人或其繼受人資訊權之肯認或行使，係屬現代民主法治國所
應重視之權利，惟若再進一步探究，其係屬各相關法律所生
資 訊權（ 例如資 訊接近 使用 (Zugang) 權或 答覆詢 問請求 權
(Auskunftsanspruch)），或係依憲法第 22 條保障其他憲法上自
由或權利所生之資訊權，或係本解釋所認憲法要求之正當行
政程序？仍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本院解釋曾從美國憲法增修第 5 條及第 14 條所定正當法
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陸續發展出正當行政程序等正當
程序原則。但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斷延伸之結果，此是
否符合美國法上正當程序之原意，或需要另再找尋其憲法依
據，不無疑義。此外，系爭規定是否構成規範不足禁止
(Untermaßverbot)等問題。本解釋未深論完成徵收並按規定補
償後，為何須要求再課予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
限內，定期通知被徵收土地後續使用情形之義務，而僅引正
當行政程序原則作為論據，其論證實仍待補強。
對於請求政府公開之資訊權，包括答覆詢問請求權等，
是 否 為 憲 法 所 直 接 保 障 之 基 本 權 利 （ 即 所 謂 ”Der
grundrechtsunmittelbare Auskunftsanspruch”），目前國內討論
尚少。至於是否承認一般意義之資訊權，尚待未來有更多學
說及實務上探討。如以德國法觀察，其是否屬德國基本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段有關新聞自由及媒體自由之憲法上直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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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權，長期以來引起不少討論，在各相關法律規定雖有
早已承認答覆詢問請求權之規定，在若干特別法領域，例如
媒體法，於一定範圍內，得主張該請求權。 15 基於政府資訊
之公開透明要求，則傾向於肯認資訊權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之其他憲法上自由或權利，擬建構新型之資訊基本權，使人
民得以促請政府資訊之公開透明並有接近使用(Zugang)之機
會，而非單從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導出該資訊基本權，
以期符合資訊時代數位科技快速進步之社會要求。
四、未遵守通知義務之法律效果
通知義務如不予遵守，究竟發生何種法律效果？亦有再
推敲之餘地。本解釋認於解釋公布之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
收回權時效尚未完成者，時效停止進行；於主管機關主動依
本解釋意旨通知或公告後，未完成之時效繼續進行。按時效
發生不能繼續進行的事由，除時效中斷 16 外，尚有時效不完
成17，後者亦有稱為時效停止18。所謂消滅時效不完成者，於
15

參照 Christian von Ceolin, Auskunftsansprüche der Medien gegenüber
Bundesbehörden, in: Geis/Winkler/Bickenbach(Hrsg.), Von der Kultur
der Verfassung, Festschrift für Friedhelm Hufen zum 70. Geburtstag,
München: Beck, 2015, S.429.
16
消滅時效中斷的目的在排除時效進行中所生對權利人的不利益，使
已經過的時效期間歸於無效，重新起算。參照施啟揚，民法總則，
台北：作者發行，2011 年 10 月 8 版 3 刷，頁 400-401。
17

時效不完成，對於已經過的期間仍然有效，時效僅於障礙事由終止
後的一段期間內不完成。此項期間在性質上並非原時效期間之再進
行，而係將時效期間酌予延長適當期間，並於此項期間經過後時效
始告完成。參照施啟揚，前揭書，頁 409。

18

時效的停止在立法例上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停止乃時效進行
中遇有一定障礙事由時均得停止進行；狹義的停止則僅在時效將完
成時遇有一定障礙事由時，始予停止。後一種情形稱為消滅時效的
不完成，我國民法採此種制度。民法上消滅時效不完成的事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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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期間終止之際，有難於行使權利之事由，而使時效暫不
完成，乃為保護權利人之利益而設。19例如民法第 139 條規
定，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事變，致不
能中斷其時效者，自其妨礙事由消滅時起，一個月內，其時
效不完成。依本院釋字第 474 號解釋之意旨，民法有關時效
不完成之規定，亦應類推適用於公法上請求權20
從比較法觀察，德國民法第 206 條及第 209 條亦有類似
規定，債權人於時效期滿前 6 個月，因不可抗力致無法進行
法律追訴之期間，時效不完成(Hemmung der Verjährung)。時
效不完成之期間，不算入時效期間。德國建設法(Baugesetz)
第 102 條第 2 項第 2 段有關回復徵收權之規定，明定準用前
述民法第 206 條規定。21另德國各邦有關回復徵收權規定，亦
有明定準用民法第 206 條及第 209 條因不可抗力事由發生消
滅時效不完成及其效力之規定 22 。另其時效起算點，通常以
1.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的事變，2.遺產繼承人或管理人未定，3.法定
代理人的欠缺，4.法定代理關係的存續，5.婚姻關係的存續。參照
施啟揚，同註 15 前揭書，頁 404-408。
19

參照李惠宗，同註 4 前揭書，頁 378。

20

本院釋字第 474 號解釋，認時效中斷及不完成，於相關法律未有規
定前，亦應類推適用民法之規定。

21

德國建設法第 102 條第 2 項第 1 段及第 2 段規定，回復徵收之申請，
應於該請求權發生起二年內向主管徵收機關提出。民法第 206 條準
用 之 。 (Der Antrag auf Rückenteignung ist binnen zwei Jahren seit
Entstehung des Anspruchs bei der zuständigen Enteignungsbehörde
einzureichen. § 206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gilt entsprechend.)
22
例如德國巴伐利亞邦補償義務之徵收法 (Bayerisches Gesetz über die
entschädigungspflichtige Enteignung; BayEG)(BayRS III S. 601)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回復徵收之申請，最遲於使用期間屆滿後二年向徵收機
關 提 出 。 民 法 第 206 條 及 第 209 條 準 用 之 。 (Der Antrag auf
Rückenteignung ist spätestens zwei Jahre nach Ablauf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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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成立時起算，但有特別增列以知悉為要件 23 。綜合觀
察德國聯邦及各邦有關回復徵收權相關規定，立法設計不盡
相同。
另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點，德國民法第 199 條規定，
與我國民法第 128 條規定係以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為原則，
兩者有所不同，前者係採取請求權成立與知悉或重大過失而
不知為原則，作為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點，故值得留意。
亦未見德國民法總則有關消滅時效明定以通知作為時效不完
成之事由。又前開德國立法例係準用民法有關規定，以不可
抗力事由構成時效不完成，但未如日本土地收用法規定通知
得使買受權（買回權）提前消滅，即所謂失權(Verwirkung)。
有關通知後之請求權時效問題，從比較法觀察，日本土

Verwendungsfrist bei der Enteignungsbehörde einzureichen. §§ 206 und
209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gelten entsprechend.) 例如下薩克森
邦徵收法(Niedersächsisches Enteignungsgesetz(NEG))第 44 條第 2 項規
定，回復徵收之申請，於請求權成立後二年內向徵收機關提出，並
有準用民法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完成之類似規定。(Der Antrag auf
Rückenteignung ist binnen zwei Jahren nach Entstehung des Anspruchs
bei der Enteignungsbehörde zu stellen.)例如北萊茵西發利亞徵收及補
償 法(Gesetz über Enteignung und Entschädigung für das Land
Nordrhein-Westfalen)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亦有準用民法請求權消滅
時效不完成之類似規定。(§ 42 EEG NW)。在我國民法並未有類似規
定，未來可探討採納類似規定之可行性。
23

例如德國布蘭登堡邦 1992 年 10 月 19 日徵收法(Enteignungsgesetz
des Landes Brandenburg (EntGBbg))第 42 條第 3 項第 1 段規定，回復
徵收之申請，於請求權成立後二年內向徵收機關提出; 於徵收目的放
棄 時 ， 自 原 所 有 權 人 之 知 悉 時 起 算 該 期 間 。(Der Antrag auf
Rückenteignung ist binnen zwei Jahren seit Entstehung des Anspruchs bei
der
Enteignungsbehörde
einzureichen;
bei
Aufgabe
des
Enteignungszwecks beginnt die Frist mit Kenntniserlangung durch den
früheren Eigentü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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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收用法第 106 條有關買受權行使之要件與期間及第 107 規
定有關買受權消滅之規定，亦值得比較探討。該法第 106 條
規定，土地徵收程序完成後，興辦事業（需用土地人）取得
其興辦事業所需用之土地所有權。因事業之廢止、變更或其
他事由，致興辦事業人無需使用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或
自事業認定公告之日起已逾 10 年，未將徵收土地之全部供事
業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或其概括繼受人（買受權人）得於
無需使用該土地之時期起 5 年內，或自事業認定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之任一較後之時期，提供相當於徵收補償金之金額給
該徵收土地之現所有權人 24 ，而買受（買回）該土地。由於
前述行使買受權之可能期間甚長，當買受權成立時，容易使
徵收土地之現所有權人處於長期間不安之狀態。是同法第
107 條規定，興辦事業人（起業人）於有上述無需使用之土
地或未供事業使用之土地時，應立即將其情事通知買受權
人。但興辦事業人非因過失而無法確知買受權人時，應於該
土地所在地之地方新聞紙，將應通知之內容為 1 個月至少 3
次之公告。買受權人自收受通知之日起或第三次公告之日
起，已逾 6 個月者，不得行使買受權，亦即該買受權歸於消
滅。25

24

日本土地收用法第 106 條第 3 項明定，如土地之價格（時價）較權
利取得裁決所定權利取得時期之價格顯著高漲時，徵收土地之現所
有權人得以訴訟請求增加買回時之應給付金額。參照陳明燦，土地
徵收失效及收回被徵收土地爭議問題之研究，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
戒廳委託行政訴訟土地事件專題研究計畫案，98 年 12 月 28 日印
製，頁 60。

25

參照陳立夫，前揭研究報告書，頁 59-60。相關日本土地收用法之中
譯，參照葉百修譯，日本土地收用法（經社法規譯介叢書 051），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出版，民國 78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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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日本土地收用法有關通知之規定，並未為我國現行
收回權規定所繼受，如擬以參考或引用，須留意學理上有認
為其係基於私法性質之法定買回權，且前述由興辦事業所為
之通知，係縮短一般買受權之行使期間，如經通知或公告
後，將可提早使買回權發生失權之消滅請求權時效效果，與
本解釋將通知作為原土地所有權或其繼受人獲知資訊之手
段，兩者之目的不盡相同，法律效果亦有差異。
本解釋另指出有關機關增訂通知義務時，為兼顧人民財
產權之保障及法律關係安定性之要求，應依通知義務是否履
行，分別規定短期或長期之合理時效期間。至於該短期及長
期時效期間，應如何相互配合，則屬立法裁量之範圍。綜
上，為免徵收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因收回土地之結果致受變
動，自不宜使收回權之行使，長久陷於不確定狀態，而應有
一定存續期間之限制，始為允當。 26 質言之，主管機關不依
法通知時，其法律效果係使請求權時效停止進行，或係前述
日本法作為提早消滅買受權之效果，或仍有其他適當之因應
方法，凡此均宜再進一步思考其可行性。
五、本解釋所指檢討呼籲之再思考
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受人在徵收後，被徵收土地有無
如計畫之建設，外界往往難以知悉被徵收土地或興辦事業之
實際進行情形。實務上使被徵收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或其繼受
人於徵收完成後，知悉土地實際使用狀況之方式，並不以通
知(notice)為主，另有公告(public notice)或其他使其知悉方式
65-66。
26

參照葉百修，同註 7 前揭書，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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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選擇。為保護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受人之資訊權，此
時宜於個別收回權相關法律規定中，要求主管機關、需用土
地人或事業在徵收土地完成後，就符合徵收目的之土地使用
或供事業使用土地之後續情形，應於一定期間公告，如未依
法公告或公告內容有疑義時，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受人得
提出詢問，主管機關、需用土地人或事業有依法答覆詢問
(Auskunft)之義務。此亦可參考行政處分應記載不服行政處分
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之作法 27 ，要求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作成徵收處分時，除教示得提起行政
爭訟救濟之外，應一併告知日後得就被徵收土地使用情形提
出詢問及回收權行使要件。如此或可達到原土地權利人與徵
收土地之新使用人或事業間利益之平衡。換言之，如前所
述，基於憲法上資訊權之承認，及為強化主管機關資訊公開
義務，課予公告義務或賦予答覆詢問請求權，或許在需用土
地人與被徵收土地之人間已足以取得利益之平衡，而非單方
面課予主管機關於依法定程序徵收完成後，仍負有應通知義
務。
又本解釋之原因案件，關於收回權之起算，實非以土地
法第 219 條規定起算，而是依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明定28，自
核准之計畫期限屆滿次日起算 29 。本解釋原因案件回收權之
27

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
記載下列事項︰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
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28

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徵收土地之使用）規定：「依本法規定徵收
之土地，其使用期限，應依照其呈經核准之計畫期限辦理，不受土
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限制。（第 1 項）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者，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第 2 項）」

29

有關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所稱不受土地法第 219 條限制之關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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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點係以核准之計畫期限屆滿次日起算，並為本案確定終
局判決所採認，30實際上較土地法第 219 條所規定之徵收補償
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行使收回權，期間又再延
長甚多。本解釋如僅著眼於土地法第 219 條所定時效規定，
作為解釋對象，則有商榷之處。
況且本解釋系爭規定為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原
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機關申請照徵
收價額收回其土地，由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後收回之。收回
權行使之期間，係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
內。惟依現行法律，於土地徵收條例制定生效施行（即民國
89 年 2 月 4 日）以後，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31依
上開規定，係以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為行使收回權之期
限。本解釋將主管機關通知之法律效果連結至收回權消滅時
曾發生疑義。在實務上，認為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1 項僅就使用期
限排除土地法第 219 條之限制，未就收回期間以及收回要件併予排
除適用。是其期間之計算，依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2 項文義之當然
解釋，應自核准之計畫期限屆滿次日起算。此所謂核准之計畫期限
屆滿，即指至徵收計畫所載完工日止。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1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採修正甲說，認為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2 項規定之「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應就所徵收之全部
土地整體觀察之，在有明顯事實，足認需用土地人已按核准計畫使
用徵收土地者，原土地所有權人不得聲請收回土地。非謂需用土地
人，就欲興辦事業之工程，於該徵收計畫所載完工日尚未全部完工，
原土地所有權人即可聲請收回土地。
30

參照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99 號判決。

31

89 年 2 月 2 日制定公布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61 條規定：「本條例施
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其申請收回，仍依施行前之規定辦理。」其
立法理由為，依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本條例施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
其申請收回，仍依施行前土地法第 219 條之規定辦理，不適用第 9
條規定，以杜紛擾。但另須留意其他特別規定，例如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1 項規定不受土地法第 219 條限制之規定，以期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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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效力，於最後又指出主管機關就其他與土地徵收之相關
規定（例如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49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等），關於土地被徵收後之使用情形，如何定期通知或依
法公告使原土地所有權人知悉，亦應依本解釋意旨一併檢
討。惟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大不同於土地法第 219 條規
定，於現行法律體系下，本解釋之意旨及呼籲，如何踐行？
不無商榷之餘地。本解釋如基於抽象規範審查制度，究竟期
待相關機關如何檢討，亦有詳予指明之必要。質言之，基於
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之立論，如何作為 89 年 2 月 4 日以後適
用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之檢討根據32，不甚明確，此易
造成相關機關修正檢討時之疑問。因 20 年為相當長之期間，
是否仍以通知作為時效不完成之事由，或通知作為縮短請求
收回權之行使期間，抑係仍有其他適當規範模式，此部分雖
屬於立法自由形成範圍，但在尊重其立法裁量之範圍內，如
能給適當指明檢討之原則或範圍，較可期待其檢討修法時能
符合本解釋之意旨及目的。

32

本條規定如與日本土地收用法第 106 條規定相加比較，我國規定與
日本法均給予相當長之時效期間。惟卻未參考日本土地收用法第
107 條以通知或公告為令收回權提前失權之規定，亦即未配合訂定
以通知或公告為縮短收回權消滅時效之相關規定，爾後值得再思考
參引該規定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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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3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本件聲請所指確定終局判決已實體認定系爭被徵收土
地已於核准徵收期限內依核准徵收計畫使用，故聲請人無收
回權，則本件充其量應只是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法當否之爭
議，不是法令違憲之問題，依現行法制，不在大法官所得審
究範圍，即聲請人何來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遭確定終局判決
所適用之系爭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不法侵害，從而得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聲請釋
憲哉？
又關於徵收完成後，被徵收土地有無依核准徵收計畫被
如期使用，是否應由徵收主管機關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
乙節，非聲請人在該訴訟中之主張，更非屬確定終局判決之
爭點（憲法訴訟法草案第 59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此種情形
不得聲請解釋憲法）
，也非聲請人指摘之系爭土地法第 219 條
第 1 項規定之固有必要內容，故退而言之，縱有土地徵收法
令應規定定期通知而未規定，致對原土地所有權人保護不足
之情形，能即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有所適用之法令違憲之問題
嗎？
尤其因本件原因案件係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之徵收，
屬應適用都市計畫法規定之案件，原確定終局判決主要適用
之法律也是都市計畫法規定（第 48 條及第 83 條等，並認聲
請人行使收回權之法律依據應為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規定，
請見原確定終局判決事實及理由之四），根本不是本件解釋
之唯一審查客體（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
，本件怎能
不詳予分辨而隨聲請人之主張（其係依土地法第 219 條及土
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請求收回土地，請見原確定判決之事
實及理由之一）起舞（但多數意見又不以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作為審查客體），僅選擇以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
定（在 89 年 2 月 2 日制定公布土地徵收條例之後，因其第 9
條及第 61 條，早已是黃昏規定，迄今更已為風燭殘年幾近死
亡之規定，再予解釋之通案價值如有，亦極有限）作為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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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並指摘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違憲呢？
又原確定終局判決係認應以核准計畫期限屆滿之翌日
為收回權之消滅時效起算日，而非以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
規定之「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為收回權消滅
時效起算日，乃多數意見不察，竟於解釋文第 1 段之始及解
釋理由書第 5 段中分別稱：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逕
以『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為收回權之時效起
算點」，並據此指摘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違憲，本件解釋
無指鹿為馬及打擊錯誤之嫌耶？！
再者，縱若引本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之例，認本件係法
律應規定而未規定之保護不足情形，也只是於本院解釋以後
應如何修法之問題，而沒有原因案件聲請再審問題，對原因
案件之再審無助。
綜上，本件聲請不論由是否有基本權受侵害，或聲請人
釋憲聲請書所指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是否係原確定終局判
決所適用之關鍵法律並違憲且具通案價值之角度觀察，本件
聲請均不符人民聲請釋憲規定，其聲請已應不受理。更何況：
一、大法官受理解釋憲法聲請應有一致標準，並應儘量
避免輕重失衡。在本件聲請決定受理與否同時，另有一件同
屬土地徵收爭議之釋憲聲請案，經本院大法官多數意見認為
並決議不受理。經查該案係 100 年公告徵收之被認為非屬都
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補償費標準，即有關補償
費是否太低致侵害財產權之爭議，而本件則為 77 年間之公
告徵收案，非關徵收補償費標準爭議（本件是都市計畫區內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若依現行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
後段規定，徵收補償標準明確合理，本件也沒有就該標準之
相關規定釋憲）
，而是領取徵收補償費後，行使收回權爭議。
二者相比較：本件聲請人已領得徵收補償費，1在現行法
依現行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平均地價補償，此一補償標準應屬合理。而因憲法解釋不是為個案救濟而設，係
為通案救濟性質，故在土地徵收條例 89 年制定公布，且其第 9 條已明定不適用
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情形下，有無再就僅以已風燭殘年、接近死亡或已死亡之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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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如聲請人之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
人已受土地徵收條例規定之第一重完整主要保護，而且因法
律已設有收回權之第二重次要保護規定，故如本件者，充其
量為是否有第二重次要保護之程序部分（其實體部分不在爭
議及聲請範圍）仍嫌不足之問題爭議而已；反之，另案則是
涉及土地徵收規定之第一重主要保護之實體規定（補償是否
完足）
，二者相較，另案所涉及之違憲爭議明顯重於本件。如
另案應不受理，本件何有受理之理哉？！另收回權原應在對
制補償費不足，捨補償費不足之實體根本爭議案件而不受
理，卻就收回權之程序事項案件予以受理，難謂輕重未失衡。
但願未來有機會並能得到多數意見同意，另作成有關土地徵
收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前段之補償費市價，應如何訂定，始
能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正當法律程序之解釋。
二、本件解釋認收回權為原土地所有權之延伸，在憲法
所保障財產權之範圍，且關於收回權之規定應符合正當程序
原則，此部分固可贊同。惟：
1、對比本件解釋理由書第 2 段所舉本院釋字第 409 號、
第 516 號及 731 號等解釋意旨，於徵收前及徵收時，國家應
踐行之程序，均無如本件解釋理由書第 4 段所示之國家應於
自徵收完成起之特定期間內須定期通知，否則即不符正當程
序之釋示。故本件解釋沒有前例而係創舉。此一創舉就徵收
完成後收回權之保護尤甚於徵收完成前，不符事理，此一創
舉殆為全世界之法制首例，其作成能不極審慎乎？
2、政府資訊應公開透明，使人民知悉，乃屬當然，我國
並已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等規定，關於徵收完成後，土地使用
情形，內政部亦已以 102 年 7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660312
號函令各需用土地人於網站適時揭露徵收土地使用及期程
相關資訊，故徵收完成後之土地使用情形，尚非全無法令規
定此等資訊應公開透明；又徵收完成後被徵收土地之有無及
如何被使用之狀況，於通常情形，係被攤在陽光下，為全民
可得公知之事項。且就系爭原因案件言：由聲請人於 84 年間
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作為釋憲標的之本件聲請再予受理價值，誠值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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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後多次主張系爭土地未依計畫使用，行使收回權之事
實，更可反證根本無本件解釋所稱之原土地所有權人因未再
受本件解釋所示之定期通知，而無從行使收回權之事實，但
本件解釋卻以系爭規定未規定應使人民定期知悉該土地被
徵收後之使用情形，致人民無從獲知充分資訊，作為系爭土
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唯
一理由（請見本件解釋理由書第 5 段）
，本件解釋關於系爭土
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違憲之論述應尚不完足且與事實相
反，難以服人。
尤有進者，
「未規定」之情形是否已可構成基本權之侵害
而為違憲，本非無疑；未定期通知土地使用狀況，並未使收
回權喪失，故未通知也不即等於不法侵害收回權；另使人民
知悉之方式很多（比如公告及於原土地所有權人詢問時應以
書面答覆）
，更不等於須個別通知；再者，公法上應只有涉及
特定人民尤其可能使其權利不利變動之行政處分，才需通知
該特定人民，本件徵收完成後之土地使用情形不論是否通知
原土地所有權人，均不生收回權不利變動之結果，何有不定
期通知即不合正當程序並違憲之理？本件解釋就此，也只有
結論，沒有充分之說理，亦難以服人。
另在行政處分之通知義務規定，恆伴隨極短期（如 1 個
月或 2 個月）之失權效；但依系爭規定或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則均為長期（5 年或 20 年）之消滅時效，怎能不區辨而混
雜處理呢？
3、大法官作成解釋時應注意法體系之平衡。在大法官針
對土地徵收作成多號解釋及相關機關、學者共同努力下，現
行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後段已給予被徵收之都市計畫
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完足補償，同條例第 30 條所定收回權
消滅時效更長達 20 年，對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已有
相當保護。又因收回權行使是在徵收完成後，故原土地所有
權人必已領得徵收補償費（在現行法制下，如本件之都市計
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補償費應已完足）；但較本件情
形更應受保護者，所在多有，比如在國家行為下直接、間接
受害之人民，或依法尚不受任何賠償或補償（如國家賠償法

76

第 13 條）
，或迄未見有主管機關須主動通知否則消滅時效不
完成之法例（請見國家賠償法及刑事補償法）
，是否更應被定
期通知等？政府資源不是無限，行政作為萬端；司法為民乃
當然，但法體系平衡應常存心中，作成解釋時不宜過度放大
個案，追求創舉時尤需心存戒慎恐懼，通盤考量，切勿偏執。
乃本件解釋之解釋文第 2 段就其何以選擇以時效不完成作為
過渡處置手段暨其手段如何為合理，竟均無任何說明，是大
法官說了算，不必說理嗎？2
又依本件解釋文第 2 段意旨，於本件解釋後，就在如國
家行為下直接、間接受害之人民，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之徵
收等等情形，是否均應如本件解釋文第 2 段3般為通知，否則
不符正當行政程序違憲，其法律效果並即為消滅時效不完成
呢？可能引起爭議及生困擾，會否治絲益棼呢？！
此外，因為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已明定不適用系爭土地
法第 219 條規定，暨在該條例第 61 條及第 63 條規定下，僅
89 年 2 月 4 日前公告徵收者才適用系爭土地法第 219 條規
定。而自 89 年 2 月迄今已超過 18 年，是否仍有於本件解釋
公布日尚未罹於系爭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加上都市計
畫法所定核准計畫期限，而可得行使收回權之案件，顯然有
疑，但未經查明即認有過渡處置必要，亦非妥當。
三、就本件解釋理由書末認時效期間屬立法之裁量範圍
部分，則可贊同。
四、另有關機關依本件解釋意旨修法尤其一併檢討土地
徵收條例相關規定時，就不在本件解釋範圍之土地徵收條例
第 9 條第 1 項前段之市價，如何確保其實質完足；暨收回權
之設不在使收回權人得利，但依現行規定下（收回價額恆等
未見有類似法例。本件不涉天災事變，故民法第 139 條規定難為其參考；本件
通知之性質應為觀念通知，非行政處分，且內政部 102 年 7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660311 號函亦已令主管機關於辦理徵收公告及發價通知時，應載明有關徵
收計畫之開工、完工期程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得申請收回土地之相關規定等，
故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末項規定也不適宜比擬之。
3
本件解釋文第 2 段僅係針對系爭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所為之修法前過渡處
置，故不能直接當然適用於土地徵收條例規定；本件解釋也未宣告系爭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第 1 項以外之其他規定違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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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徵收補償價額）
，於地價明顯上漲之情形，卻未設有調整
機制等，也宜一併思考是否有修法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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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3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吳陳鐶大法官提出
以公告之方式，甚至以個別通知之方式，使已因徵收而
喪失土地所有權之被徵收土地原所有權人，知悉被徵收土地
之後續使用情形，俾其於收回權發生時，得適時行使收回權，
以保障人民之權益，個人並不反對。但此屬如何滿足人民知
1

的權利之立法形成自由， 並非多數意見所謂不符「憲法要求
之正當行政程序」之違憲問題，多數意見有違憲法權力分立
之原則，難以認同，爰提出不同意見。
一、憲法正當行政程序之內涵
按憲法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係指國家限制或剝奪人
民之自由或權利時，應由立法機關制定合乎正當程序之相關
法律。而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當，除考量憲法有無特別規定
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
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
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有本院
釋字第 739 號、第 737 號、第 710 號、第 709 號、第 708 號、
第 690 號、第 689 號、第 663 號、第 639 號、第 636 號、第
2

588 號、第 523 號、第 491 號及第 384 號等解釋足資參照。

1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 條規定:「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
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
本法。」
2
美國憲法之正當法律程序，亦僅於增修條文第 5 條及第 14 條規定，非依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
奪人民之生命、自由或財產。U.S. CONST. amend. V provides that: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U.S. CONST. amend. XIV, § 1 states that: ‘…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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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本院釋字第 739 號、第 731 號、第 709 號及第 663 號等
解釋，固分別宣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土
地徵收條例、都市更新條例及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因不符
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而違憲，但其論據分別為「面臨人
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被限制之危險」
、
「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限
制」
、
「屬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行政處分」及「侵害
未受送達之公同共有人之訴願、訴訟權」
。亦即憲法所要求之
正當行政程序，與上揭憲法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內涵相同，
係指國家由行政機關限制或剝奪人民之自由或權利時，應由
立法機關制定合乎正當程序之相關法律；而相關程序規範是
否正當，同樣除應考量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
類外，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
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
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
二、賦予已因徵收而喪失土地所有權之被徵收土地原所有權
人，於符合一定法定要件時得請求收回其土地之權利，乃權
利之賦予，並非限制或剝奪人民之自由或權利
查本件多數意見以「至土地徵收完成後，是否亦有正當
程序之適用，則須視徵收完成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是否仍能
主張憲法財產權之保障而定。按土地徵收後，國家負有確保
徵收土地持續符合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義務，以貫徹徵收
必要性之嚴格要求，且需用土地人應於一定期限內，依照核
准計畫實行使用，以防止徵收權之濫用，而保障人民私有土
地權益（本院釋字第 236 號解釋參照）
。是徵收後，如未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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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實行使用，徵收即喪失其正當性，人
民因公共利益而忍受特別犧牲之原因亦已不存在，基於憲法
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則上即得申請收回其
被徵收之土地，以保障其權益。此項收回權，係憲法財產權
保障之延伸，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徵收關係所衍生之
公法上請求權，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為確保收回權之實
現，國家於徵收後仍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需用土地人
依法取得被徵收土地所有權後，是否有不再需用被徵收土地
或逾期不使用而無徵收必要之情事，通常已非原土地所有權
人所得立即知悉及掌握。基於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
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使其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
使用情形；若有不能個別通知之情事，應依法公告，俾其得
及時申請收回土地。」因認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明
定：
『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
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一、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固係人民憲法上收回
權之具體落實，然逕以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
為時效起算點，就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並未規定應
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依法公告，致人民無從及時獲知
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其收回權，不符前揭憲法要求之
正當行政程序，於此範圍內，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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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意旨。」其保障人民權益之用心令人欽佩。
惟按「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
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土地法第 235 條前段定有
明文。次按「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對於其
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
終止。」土地徵收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亦載有明文。再按依土
3

4

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 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

被徵收土地原所有權人之收回權，係於具備法定要件後，所
新發生之公法上請求權，於法定要件不具備時，並無此種請
求權存在。而憲法所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係指國家由行政
機關限制或剝奪人民之自由或權利時，應由立法機關制定合
乎正當程序之相關法律，復為本院解釋向來所持之見解，已
如前述。則賦予已因徵收而喪失土地所有權之被徵收土地原
所有權人，於符合一定法定要件時得請求收回其土地之權利，
乃權利之賦予，並非限制或剝奪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自非憲
法正當行政程序適用之範疇。況於被徵收土地原所有權人之
收回權尚未發生時，多數意見即要求「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定期通知原土地所
有權人，使適時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若有不能

3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
價額收回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
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4
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一、徵
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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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通知之情事，應依法公告，俾得及時申請收回其土地。」
亦與須已存在之自由或權利受限制或剝奪，方有憲法正當法
律程序或正當行政程序適用之前提不符。
三、使已喪失土地所有權被徵收土地之原所有權人，知悉被
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屬人民知的權利之問題
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
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應滿足人民知的權利，經本
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釋明在案。而為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
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
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
乃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 條參照）
。依該
法第 5 條、第 6 條、第 18 條及第 19 條規定，政府資訊除有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情形外，應依該法主動公開或應人
民申請提供之；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
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該法所稱之
政府資訊，依該法第 3 條規定，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
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
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
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被徵收土地之後
續使用情形，即屬該法第 3 條所稱之政府資訊，復攸關被徵
收土地原所有權人得否行使收回權之權益，依該法第 6 條之
規定，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人民尚得依該法
第 3 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規定，申請政府機關提供相
關之政府資訊。故如何使已喪失土地所有權被徵收土地之原

83

所有權人，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俾其於收回權
發生時，得適時行使收回權，要屬如何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之
政府資訊公開問題，已有現行政府資訊公開法予以規範，如
5

欲於土地法或土地徵收條例另設特別規定，亦無不可。 但要
屬如何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之立法形成自由，而非剝奪或限制
人民自由或權利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或正當行政程序適用
之範疇。
現行土地徵收條例並已建立被徵收土地經撤銷或廢止
徵收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告並通知原土地所
有權人於一定期間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有土地之制
6

度。 內政部復於 102 年 7 月 18 日以台內地字第 1022660311
號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徵收公告及發價通知時，
應載明有關徵收計畫之開工、完工期程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得申請收回土地之相關規定。該部同日台內地字第
1022660312 號函並請各需用土地人於公告徵收後，於其相關
網站就徵收計畫之後續工程進度、使用狀況及期程，適時揭
5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2 條規定︰「政府資訊之公開，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
6

土地徵收條例第 49 條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
一、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二、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
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
聯合開發者，不在此限。(第 1 項)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一、
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
事業改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三、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
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
要。(第 2 項) 依前二項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其已一併徵收之殘餘部分，
應同時辦理撤銷或廢止。但該殘餘部分已移轉或另有他用者，不在此限。(第 3 項)前三項規
定，於本條例施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適用之。(第 4 項)」同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
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撤銷或廢止徵收案時，應公告
三十日，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一定期
間繳清者，不發還其土地，並不得依第九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第 2 項)前項一定期間，不
得少於六個月。(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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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相關資訊，使民眾充分瞭解徵收計畫相關資訊。該部另並
建置土地徵收管理系統，自 105 年 2 月 1 日起要求需用土地
人上網登錄工程進度，輔助該部監督管理，該系統自 105 年
8 月 15 日並已開放民眾查詢瀏覽。如能落實上開政府資訊公
開法與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及行政措施，甚或將上揭行政措
施增訂至土地徵收條例等法律中，已因徵收而喪失土地所有
權之被徵收土地原所有權人，當能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
用情形，而保障其知的權利，俾其於收回權發生時，得適時
行使收回權。
多數意見竟認如何使已因徵收喪失土地所有權之被徵
收土地原所有權人，知悉被徵收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俾其
於收回權發生時，得適時行使收回權，亦有憲法正當行政程
序之適用，而要求修法增列其所謂確保收回權實現之正當行
政程序，難以認同。
四、多數意見認定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徵收
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定期通知所有被徵收土地之原土地所
有權人，於有不能個別通知之情事時，得以公告之方式為之，
方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說理不足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被徵收土地原土地所有權人
之收回權，須具備：
「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
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
者。」等兩種情形之一；而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
被徵收土地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則須具備：
「一、徵收

85

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
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等 3 種情
形之一。則收回權之發生，應屬被徵收土地之例外情形，占
所有徵收土地之比例應不高，縱有憲法正當行政程序之適用，
為此比例不高之例外情形，多數意見要求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定期通知所
有被徵收土地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於有不能個別通知之情事
時，方得以公告之方式為之。但並未依照上揭本院解釋向來
見解，說明已「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之強度
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
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
，而逕自認定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定期
通知所有被徵收土地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於有不能個別通知
之情事時，得以公告之方式為之，方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
程序，亦有說理不足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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