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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4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46 號

案由：本院委員尤美女、蔡培慧、蔡適應等 23 人，鑒於我國已立法
通過兩公約施行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已具有
國內法效力；「住宅法」對居住人權的保障的概括規範應參
照該公約第 11 條，以及經社文委員會所作出之相關意見與解
釋，以理解其具體內涵與意旨。為求明確，爰提出「住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二○一三年二月底時，十位聯合國國際人權專家抵台進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公約）之國家人權報告審查，檢視台灣政府
之政策與法律是否按照總統代表我國批准之兩公約及二○○九年立法院通過的《兩公約施
行法》予以落實。在專家共識形成的結論性意見中，明確指出我國政府在適足住房權保障
之諸項措施違反兩公約人權標準，有待改善。
二、鑒於我國已立法通過兩公約施行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已具有國內法效力；
該公約第 11 條中對居住人權的保障的概括規範，皆須參照經社文委員會所作出之相關意見
與解釋，以理解其具體內涵與意旨。
三、為確保適足住房權之落實，做強制驅離之行為前，重大計劃或開發行為本身應具充足之公
益性、必要性理由；且應進行事前評估，確保拆遷符合經社文公約及其第 4 號和第 7 號一
般性意見之規範意旨及比例原則，以達對人民的最小侵害，符合所規範之正當程序。若開
發主體未盡其義務，則受影響者得請求司法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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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四十五條

條

文

居住為基本人權

，任何人皆應享有公平之居
住權利，不得有歧視待遇。

現

行

第四十五條

條

文

說

明

居住為基本人權

鑒於我國已立法通過兩公約施

，任何人皆應享有公平之居
住權利，不得有歧視待遇。

行法，《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已具有國內法效力

前項居住權之內涵應參
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

；該公約第 11 條中對居住人
權的保障的概括規範，皆需參

際公約》所揭示之「適足住
房權」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照經社文委員會所作出之相關
意見與解釋，以理解其具體內

利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與
解釋。

涵與意旨，爰增訂第二項。

第四十六條之一 各級政府核
定之重大計畫或各級機關所

一、配合第四十五條之增訂，
新增本條，以符合兩公約相

為直接或間接之開發行為應
依下列規定行之：

關意見與解釋之闡明要旨。
二、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係根

一、進行事前評估，確保拆
遷符合《經濟社會與文化

據經社文公約第七號一般性
意見書第 14 段表明：「如

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一般
性意見之規範意旨及比例

果驅逐被認為是合理的，在
執行的時候也應嚴格遵從國

原則。
二、確實提供安置替代方案

際人權法的有關規定，符合
合理和適當比例的一般原則

，採取一切適當之措施提
供替代之住房、住區或有

。關於這點，特別有必要回
顧人權委員會關於《公民與

生產能力之土地。
三、提供相當之賠償。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
條的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聲

四、為尋求前兩款之適當方
案，應充分協商。

明：只有在『法律設想的情
況之下才允許當局干預一個

除前項各款規定，如有
基本權因開發之拆遷有受侵

人的住屋』。委員會指出，
這種法律『應符合《公約》

害之虞者，各該機關應踐行
下列法律程序：

的規定、宗旨和目標，而且
在具體情況下絕對有必要合

一、使所有人得於拆遷前合
理期間內得到關於遷移行

理』。委員會還指出：『有
關立法必須詳細地說明在什

動及所騰出之房地其將來
用途之資訊。

麼具體情況下這種干預行動
可被允許』。」

二、使所有人有真誠磋商之
機會。

以及，經社文委員會在
第四號一般性意見第 8 段特

三、預定遷移日期前給予所
有所有人充分、合理之通

別強調：「適當之概念對於
住房權利尤為重要。」並在

知。

第 7 段揭示：「不應狹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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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確訂有負責及執行遷
移行動之政府官員，遷移

限制性地解釋住房權利，譬
如，把它等同於僅是一個人

時該政府官員或其代表須
在場。

頭上有一屋頂作為遮蔽處…
…。而應該把它視為安全、

五、非得利害關係人之同意
，遷移不得於惡劣氣候或

和平和尊嚴地居住某處的權
利。」

在夜間進行。
六、應為救濟之教示。

三、本條第一項第二款，係根
據經社文公約第七號一般性

七、協助請求救濟者法律扶
助之申請。

意見書，第 13 段表明：「
締約國還應保證在執行任何
驅逐行動之前，特別是當這
種驅逐行動牽涉到大批人的
時候，首先必須同受影響的
人商量，探討所有可行的替
代方案，以便避免、或儘可
能地減少使用強迫手段的必
要。」以及，經社文公約第
七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6
段強調：「驅逐不應使人變
得無家可歸，或易受其他人
權的侵犯。如果受影響的人
無法自給，締約國必需採取
一切適當的措施，用盡他所
有的資源酌情提供新的住房
、新的住區或新的有生產能
力的土地。」
四、本條第一項第三款，係根
據經社文公約第七號一般性
意見書，第 13 段表明：「
那些受到驅逐通知的人應當
有可能援用法律救濟方法或
程序。締約國也應保證所有
有關的個人對他們本人和實
際所受的財產的損失得到適
當的賠償。在這方面，不妨
回顧一下，《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第三項
要求締約國保證其權利受到
侵害者能得到『有效之救濟
』，並保證『救濟一經核准
，主管當局概予執行』。」
五、本條第二項第四款，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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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社文公約第四號一般性
意見書，第 8 段第 a 項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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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占有土
地和財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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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遭強制驅逐
、騷擾和其他威脅。締約國
則應立即採取措施，與受影
響的個人和團體進行真誠的
磋商，以便給予目前缺少此
類保護的個人與家庭使用權
的法律保護；」以及，經社
文公約第七號一般性意見書
，第 13 段強調：「締約國
還應保證在執行任何驅逐行
動之前，特別是當這種驅逐
行動牽涉到大批人的時候，
首先必須同受影響的人商量
，探討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以便避免、或儘可能地減
少使用強迫手段的必要。」
六、本條第二項，係根據經社
文公約第七號一般性意見書
，第 15 段表明：「適當的
法律程序上的保護和正當法
律程序是所有人權所必不可
少的因素，在強制驅逐等問
題上尤為重要，因為它直接
涉及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所承
認的一系列的權利。委員會
認為，對強制驅逐所適用的
法律程序保護包括：
(一)讓那些受影響的人有一
個真正磋商的機會；
(二)在預定的遷移日期之前
給予所有受影響的人充
分、合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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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所有受影響的人有合
理的時間預先得到關於
擬議的遷移行動以及適
當時關於所騰出的房、
地以後的新用途的資訊
；
(四)特別是如果牽涉到一大
批人，在遷移的時候必
需有政府官員或其代表
在場；
(五)是誰負責執行遷移行動
必需明確地認明；
(六)除非得到受影響的人的
同意，否則遷移不得在
惡劣氣候或在夜間進行
；
(七)提供法律的救濟行動
(八)儘可能地向那些有必要
上法庭爭取救濟的人士
提供法律扶助。」
第四十七條之一 人民因各該
機關違反第四十六條之一，

一、因新增第四十六條之一，
開發主體有負起適當安置及

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
害者，得逕行提起行政爭訟

補償之義務，故相應增加救
濟程序要件。

，免經訴願程序。
人民因各該機關違反第

二、《住宅法》之主管機關，
應保障人民之適足住房權，

四十六條之一，認其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得向

當人民因開發行為而造成流
離失所，主管機關有義務負

法院聲請停止執行。

起適當安置及補償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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