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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 

一、 原告之訴駁回。 

二、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壹、本案事實： 

桃園航空城計畫為我國建立海空樞紐施政主軸之重要計畫，為解決目

前桃園機場雙跑道造成之諸多問題，交通部經評估後，認定建立第三

跑道為最適方案，遂按民國（下同）98年 1月 23日公布之「國際機



場園區發展條例」（下稱系爭條例）第 5 條規定，擬定「臺灣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並經行政院於 100年 4月 11日核定。而桃園

機場公司於 101 年 5 月擬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並

於 101 年 6 月 28 日由交通部核定通過。嗣交通部復按系爭條例第 9

條規定，於 101年 12月 12日送「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特定

區計畫案」於內政部，經內政部於 103年 7月 29日審定通過。 

原告認上開計畫為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簡稱環評法）第 4條第 1款

規定之「開發行為」，且該行為將侵害原告之財產權與居住權等權

利，爰按行政訴訟法第 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命被告機關停止一

切有關擴建機場園區之開發行為。 

貳、本案原告主張： 

一、 請求權基礎 

(一) 人格權有受到私人侵害之虞時，人民得依民法第 18 條第一

項請求預先防止之，而同樣的侵害若由行政機關造成，人民當

得類推適用上開規定請求預先防止，蓋此二種情況僅在侵害主

體之性質為私法或公法有差異，其餘並無不同，當無前者可以

依法請求救濟而後者竟然不可之理，否則有違憲法第 16 條對

於人民有訴訟權之保障。而行政法領域尚無類似民法第 18 條

第一項之預防型請求權，於此法律漏洞，應類推適用之，以作

為本案原告請求被告停止開發行為之請求權基礎。 



(二) 並舉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判字第 329號判決及相關學說(林

孟楠，預防性不作為訴訟之權利保護必要，法令月刊第 66 卷

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頁 36)進一步認為預防性不作為訴

訟不以有請求權基礎為必要，而是應從訴訟法之角度立論，透

過權利保護必要性之要件衡量原告、行政機關、法院之利益狀

況，個案判斷是否得提起該類型之訴訟，以免預防性不作為訴

訟在難以逐一規定請求權基礎的現實下，失去其意義。 

 

二、 行政機關之作為對原告有重大損害之虞 

(一) 本次擴建機場園區之開發行為，影響原告生活甚鉅。根據被

告交通部民航局之規劃，目前正在進行區段徵收之作業。土地被

徵收的結果是，房屋被拆遷、居民被強制遷移，影響的不只是原

告的住居地將因此改變，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鄉里鄰居也將被

迫重新適應，與原有土地之感情與家族記憶更將隨同破毀，旁人

看來也許不起眼的家屋，可對於居住在其中的人而言就像至親的

家人，守候著這個家族世世代代的成長，家園一毀，猶如家人逝

去，在這屋子中飄盪的記憶就再也不復返，即便拆了之後再給予

這些受害者再多的錢，也無法回復原狀，一旦建物之一磚一瓦夷

為平地，除侵害財產權及居住權外，亦造成人格尊嚴、家庭權、



隱私權、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私生活、家庭和住宅不受干涉權

之損害，而永無回復原狀之可能。 

(二) 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 4 條第一款對於開發行為

之定義為「指依 第五條規定之行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

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故被 告機關對於原告所住之航空城

範圍內土地的所有規劃行為均屬之。雖然目前被 告機關尚未以

公權力徵收土地並命原告遷移，惟一旦有所作為(即實際開始徵 

收)將使原告上述財產權、居住權等立刻受到嚴重之侵害，斯時

已來不及提起 權利救濟(詳後述)。故原告認為此時已有預先請

求行政法院命令被告機關停止 一切開發行為之必要，否則原告

之權利將受到不可回復之重大侵害，蓋房屋縱 使可以重建，已

經不是原告世代居住其上之原始建築，人民與土地之連結無法 

再彌補，受到破壞之生活習慣、工作方式等等亦無法回復原狀。 

 

三、 對於損害之發生，無法期待以其他方式避免 

(一) 事後對徵收處分提撤銷訴訟 

原告認為依據過往行政訴訟實務，法院是否作成停止執行之裁

定實屬未定之天，原告將命運繫於此不確定之事實，並非避免

損害發生之適當方式。故無法期待以該手段避免損害之發生。 



(二)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2 條對環保署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原告舉相關報導，主張環保署既認為環評可以與徵收同時進

行，而非應先進行環評才能徵收，則對於開發單位迄今仍未提

出環境影響說明書之不作為，自無法期待環保署 會轉請交通部

命開發單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遑論自行逕命之。因此對於 損

害之發生，除循本訴訟之途，無法期待以其他適當方法避免。

另一方面，有實務見解認為「受害人民」不具備環評法第 22 

條之當事人適格。暫且不論此見解之當否，若遵從此見解，則

原告除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提起本件預防性不作為訴訟以外，

更無其他適當方法可尋求救濟。 

 

叁、被告則以： 

 

一、本件原告應敘明其訴之聲明之「開發行為」所謂何指，以特定

本件訴訟欲請求停止作成之行政行為 

 

(一)原告概括主張「開發行為」無法特定後續執行之範圍，亦難以

確認與建立特定行政行為與被告權利可能受侵害之因果關係。被告

並舉相關學說判決，請求不妨礙行政機關防禦權之行使及強制執行



之進行（最高行 103判 329號判決）；原則上應當事人不得任意聲請

行政法院，預先判命行政機關不得作成某種行政處分，以免行政權

之運作遭受過度之干預。（北高行 96訴 3797號判決）；人民要求不

得作為之行政行為(事實行為)之內容，在事實上及法律上必須具備

相當之「明確性」。（李建良，試論一般給付訴訟之適用範圍，律師

雜誌 254期，2000年，頁 43。） 

(二)若原告主張之行為為土地徵收行為，惟今土地徵收行為仍待舉

辦相關之聽證會、徵收土地之面積、範圍均未確定且亦未擬定區段

徵收計畫等，既然徵收客體尚未確定，目前仍處於徵收規劃程序之

前階段，該行政行為即未達明確程度。若是如此，原告權利即無因

徵收行為而受有重大損害，若容許原告於此時提起預防性不作為訴

訟則過度侵犯行政權之行使、違反權力分立之要求。  

 

 

二、本件訴訟提起應具備請求權基礎 

(一)被告主張：預防性不作為訴訟準用民事訴訟法將來給付之訴規

定：應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與請求權基礎（北高行 91訴 3336號裁

定）；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8條第 1項提起一般給付訴訟，須以該訴訟

得「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者為限。（最高行 97判 822號判決）；並



認為原告對於其所舉之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判字第 329號判決有所

誤解，該判決要旨不非為預防性不作為訴訟之提起不需有請求權基

礎，而只是不在權利保護必要性要件中討論。 

(二)被告雖不爭執公法在一定之要件下得類推適用民法 18條之規

定，惟其認為民法第 18條人格權之範圍，並不包含財產權，且雖包

括居住權之一部分，但不包含全部，故亦不得適用於本案。 

 

三、本件原告之損害實得期待以其他方式避免，如以下方式 

(一)參與徵收聽證程序，主張排除徵收範圍。 

(二)針對徵收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 

(三)於區段徵收計畫擬定後或將核定實施時，主張其權利或提起相

關訴訟。 

(四)原告提起本訴之同時亦提起另一訴訟，依據環評法第 22、23條

要求環保署    應命本件被告及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停止實施開發行

為。 

 

肆、本院判斷如下 

 

一、 請求權基礎 



(一) 公法與私法雖各自有若干特殊之制度和法理基礎，例如

公法上之行政處分即非私法上之制度，但其共通之制度亦所

在多有，例如契約、物上請求權、無因管理、時效制度等，

該共通之制度在不違反各自特殊性質的範圍內，若法律未有

明文準用，則應許類推適用，以免產生救濟上之漏洞。 

(二) 人格權之侵害屬上述所謂公、私法共通的制度，因為其

不管是在國家與私人間還是私人與私人間都有可能發生，在

形式上，侵害的態樣僅主體不同，而在實質上國家掌握公權

力，侵害私人人格權之可能性與程度較於私人與私人間的侵

害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此時若僅因民法有所規定而行政法

無明文規定而否定被害人救濟之管道，非屬合理，且可能有

輕重失衡之虞，故在國家侵害私人之人格權的情形，應准許

私人類推適用民法第 18條，請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而被

告於就此類推適用亦不反對，併此敘明。 

 

二、 本案是否有該當民法 18條之人格權受重大損害之虞？ 

(一) 被告雖然主張居住權的範圍無法完全被民法第 18條

人格權之範圍涵蓋，故因此認為原告之主張無理由。惟

民法第 18條之人格權為一概括之性質，而非僅有列舉



性，解釋上應包含所有與人性尊嚴、人格發展有關之權

利，僅在損害賠償的部分予以限縮，此觀同條第二項和

195條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即可得知，因為人格權受侵

害，無論是財產上還是非財產上損害，請求損害賠償都

需要有法律規定，而在非財產損害之損害賠償，195條將

之限縮於情節重大時，惟在 18條排害請求權的部分並未

有該等限制，故不宜任意限縮，以免造成救濟漏洞。 

(二) 退萬步言，公法上人格權受侵害固得類推適用民法

18條之法理、要件、效果，但是在要件的解釋上有沒有

必要和民法完全一樣？亦或是要隨公法之特性而有所調

整？如同第一段之論述所言，公法類推適用私法時，應

僅在必要範圍內類推適用，而在其不同之處應有所調

整。國家掌握大多數資源及公權力，侵害人民人格權之

樣態多且嚴重，為了節制國家濫用權力的機會，解釋上

應該要包含居住權，方能達到憲法上權利有效保護之意

旨。再退萬步言，即便採被告之解釋，居住權的範圍較

18條之人格權範圍更大，但此種解釋仍認為居住權之一

部分在 18條之範圍內，既然如此，若原告該部分之居住

權被侵害，仍應該予以救濟之管道，僅以居住權範圍更



大，並無法說明為何因此就不得以 18條請求。 

(三) 綜上所述，此開發案既已進入環評法第 4條所規範

之開發行為，且按同法第 5條第 2款應實施環評，被告

既未踐行上述程序，逕行開發，將來一旦開發成為既成

事實，便會侵害原告之居住權、財產權及生存權等，固

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非無道理。 

 

三、 對於損害之發生，是否已無其他可期待之方式防止 

本案之是否有其他救濟手段？可能的途徑至少有兩種，一為

對徵收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加上停止執行之制度，二為透過環

評法 22條及 23條請求環保署命被告停止開發行為，惟此兩

種手段是否能夠有效保護原告主張之權利？尚有探究之必

要，以下分別以(一)(二)討論之。 

 

(一) 在對徵收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及停止執行的情形，原

告僅以實務上停止執行之成立案件很少，故無法期待其

實效性予以抗辯，惟所謂的無其他可期待之方式防止，

解釋上應不包含實務上成立案件很少之情形，其意涵應

從允許預防性不作為訴訟的目的出發，預防性不作為訴



訟的目的既然是為了貫徹憲法上有效保護人民權利的意

旨，則解釋上應該包含無其他訴訟類型可提起、或是雖

然得提起其他訴訟類型，但無法提供被害人有效、即時

之救濟以及雖有理論上有效、即時之救濟管道，但該等

手段在實務操作已有所失靈之情形。而原告僅以停止執

行實務上成立機率甚低，並未能證明該制度已經有所失

靈，因為形式上成立機率甚低，並不代表制度於實質上

有所失靈，而未能有效保障人民權利，因為如上所述，

提起停止執行成立機率甚低的原因很多，但不一定為制

度失靈所導致，倘若僅以此作為不可期待之理由，則預

防性不作為訴訟之此要件目的將大大失其意義，舉一例

說明之，若某一制度某幾年在實務上平均成立的機率甚

高，過了數年後，因為敗訴甚多，平均成立之機率變得

很低，惟假設此結果只是偶然的狀況(即法官的標準、法

律的設計皆無變更)，那若依原告之解釋，則前幾年該制

度為有效可期待，之後該制度僅因偶然之敗訴機率提高

而變為無效不可期待，若真是如此，則此結果是否合

理？如此一來，無其他可期待手段之要件將非以制度有

沒有效為標準，而是以偶然的事件為標準，已失原來設



此要件之原意。 

(二) 至於按環評法 22條、23條之規定向環保署提起訴訟

之手段，原告則以環保署認為環評及徵收可同時進行，

和提起此訴訟之成立機率甚低為由，認為該手段並無實

效，惟該請求有無理由，環保署的意見僅為法院之參

考，並無決定性之作用，原告將來若勝訴，自得不問環

保署之意見，予以強制執行，故此尚非該訴訟無實效的

理由。至於原告僅主觀上認為該訴訟勝訴機率甚低，而

認為此手段無實效性，亦非有充分之理由，已於(一)有

所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