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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第 796 條之 1 增訂已超過 12 年，但學說對於法院如何操作此比較法上

不多見的裁量權，少有系統分析。本文編碼 2009 至 2020 年 12 年間，各地方法

院第一審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判決中，適用民法第 796 條之 1 者；並以描述統計

與邏輯斯迴歸模型分析之。本文發現，348 筆判決編碼而成的 602 筆觀察值中，

有八成左右是判決拆除。換言之，適用民法第 796 條之 1 而得以例外保存的越界

建築，僅有約兩成。凡是法院在判決中論及越界建築本身的公共利益，一概都判

決保存；凡是法院在判決中論及被越界土地保持淨空的公共利益，一概都判決拆

除越界建築。除了越界面積外，其他變數都基本上無助於預測法院的最終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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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本文研究法院如何解釋《民法》第 796 條之 1 賦予之裁量權1，決定是否保

留越界建築。民法的帝王條款如：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禁止濫用權

利原則，給予法院非常寬廣的裁量空間，考慮各種當事人情狀與社會通念。但

其缺點是，當法院過度消極、被動、保守時，法官會因為帝王條款太過抽象而

不知如何具體操作，因此該用而不用帝王條款以救濟一般規範之窮（在此，就

是一律拆除越界建築可能過度嚴苛、減少社會資源）。第 796 條之 1 則是具體

的衡平條款，當事人（越界人）有明確的依據可以請求法院「法內開恩」；而法

院也有法律劃定的考量因素「當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作為斟酌損益的標準。

因此，對法院依照民法第 796 條之 1 而准予免拆除與否的決定，除了有助於理

解物權法的實踐（law in action），也有助於進一步理解法官的行為特徵

（judicial behavior）。 

第 796 條之 1，接續第 796 條而來。第 796 條所重申並僅稍稍修正第 767

條的所有權排他效力。第 767 條的所有權排他效力，不附條件。第 796 條的修

正處在於要求所有權人（被越界人）即時異議。但實務上，越界人要能證明被

越界人未即時異議，非常困難2。筆者之前隨機抽樣 2002 年到 2011 年間所有

地方法院第一審適用第 796 條之判決，在 106 筆判決有檢驗被越界者知悉情事

的判決中，只有 3 筆判決（3%）的越界者成功舉證被越界者明知而未即時異議

3。因此，第 796 條對第 767 條的修正，實際上效果甚小。2009 年民法物權編

增訂第 796 條之 1，才可能真正改變了越界人與被越界人的權利、義務均衡。

以往，越界人必須苦苦要求法院例外適用抽象的帝王條款，才可能躲掉拆除越

界建築的命運。2009 年之後，越界人有更具體的條款可資適用。 

從事前觀點與事後觀點的分析框架，更可以理解第 796 條與第 796 條之 1

                                                       
1 筆者對此議題的研究，最先發表於張永健，越界建築訴訟之實證研究，中研院法學期刊，14

期，頁 319-373（2014 年）。2019 年，在大幅刪節後，收錄於張永健，法實證研究——原

理、方法與應用（2019 年）。2020 年增補 8 年的數據後，寫成現在樣貌。之前的分析有包括

簡易判決；本文的分析只有包括適用通常訴訟程序的案件。所有的圖表均已更新，分析亦

同。 
2 最高法院作出 45 年台上字第 931 號民事判例，揭示「主張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

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亦即，被越界者是否即時異議，由越界者負舉證責任。

可以想見，舉證甚為困難（尤其在鄰地所有權已幾度異手時），因為「此項知與不知，並非依客

觀情事定之，而係依鄰地所有人個人之情事而定」；參見宜蘭地方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29 號民

事判決。 
3 參見張永健（註 1），頁 32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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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關係。第 796 條採取事前觀點，貫徹拆除侵權建築的規定4。這是「一般

規範」。第 796 條之 1 則採取事後觀點，容許越界房屋被有條件保存——亦

即，給定建築已越界，一律拆除未免可惜，故交由法院個案思考如何善後最能

增加效率。第 796 條之 1 是「後設規範」（meta-law）5。第 796 條之 1 斷然

排除故意越界之適用，是避免後設規範產生不良的行為誘因，使一般規範無法

誘使未來行為人作有效率行動。 

2009 年 7 月 22 日（民法第 796 條之 1 的施行日）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

（實施日 12 週年紀念日）間，共有 348 筆適用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且依據

民法第 796 條之 1 所下的判決6（參見表 1）。這些判決產生的 606 個觀察值7

（observations；以下分析，如無特別說明，均以觀察值為分析單位）。本文以

邏輯斯迴歸模型分析這些判決，發現越界面積大小，是法院決定是否讓越界建

築免為拆除之關鍵因素。越界面積越小，法院越傾向於依據民法第 796條之 1

而免除越界人的拆除義務。 

此實證研究發現的啟示是：在審酌第 796 條之 1 的抽象概念「當事人利益

與公共利益」時，法院具體考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越界面積。這不代表法官有

意識地將越界面積納入考慮——判決書很少如此公開心證；或許必須訪談法官

才能窺得裁判結果行程過程的全貌。毋寧，無論大多數法官是怎麼得出拆與不

拆的決定，越界面積是其中重要因素，雖然部分法官可能只是不自覺地將之納

入決策。面積很關鍵，也不代表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但並非所有可能因素都能

                                                       
4 參見張永健，法經濟分析：方法論與物權法應用（2021 年）（第 7 章）。 
5 關於一般規範與後設規範、事前觀點與事後觀點的區別，參見張永健，物權法之經濟分析，

繁體 2 版（2020 年），第 2 章；Henry E. Smith, Equity as Meta-Law, 130 YALE L.J. (2020 

forthcoming)。 
6 本文搜尋 2012 年 11 月 9 日前相關判決之方式為：在法源法律網搜尋所有出現「民法第 796

條之 1」之地方法院判決，共得 348 筆。簡易案件之上訴審判決、與越界建築無關之案件、

依民法第 796 條就已經不可以拆屋還地之判決、法院依民法第 148 條而非第 796 條之 1 所為

之判決，被本文剔除。在 2020 年增補數據後，略去 2012 年編碼的簡易判決，最後剩下 80

筆觀察值。2012 年 11 月 9 日之後，到 2020 年 7 月 15 日間的相關判決，則委託七法

Lawsnote 公司抓取所有出現「民法第 796 條之 1」之地方法院判決，再人工剔除無關判

決，最後共得 526 筆觀察值。 
7 一個判決會產生一個或多個觀察值。一種簡化案例，是越界人 A 在被越界人 B 的土地上，分

別興建了圍籬、獨立廚房、豬圈，而 B 的主建物也稍稍越界。法院在考量圍籬、獨立廚房、豬

圈、主建物是否可依民法第 796 條之 1 免予拆除，是獨立的考量。法院可以保留主建物，但拆

掉其他地上物。因此，在此種案例中，就會產生四個觀察值。反之，若越界人 C 的一棟透天厝

蓋到了被越界人 D 的兩筆土地上，法院只有一個免予拆除的考量——這是筆者推斷，實際上法

院不會選擇拆除 D1 土地越界部分，卻不拆除 D2 土地越界部分。詳細判斷方式，不勝枚舉，

但其共通的編碼原則就是：法院在某判決中作了幾個獨立的免於拆除決定；有幾個決定，就有

幾個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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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判決書提供的資訊而量化，因此無法納入本研究；例如，或許法官考慮了當

事人的資力，但從判決書無法得知此資訊。本文找到了解開謎團的一塊重要拼

圖，但要完成這幅作品（描繪法官如何在物權法議題中考量衡平），還需要其他

實證研究者一起努力。 

而本文研究對刻畫法官行為，又有何啟示？筆者曾由理論預測，大陸法系

法官會避免事後觀點的無效率，而不會避免事前觀點的無效率8。事後觀點的無

效率是發生在當事人間的無效率，事前觀點的無效率是發生在未來的無效率。

由於判決呈現的資訊不足，本文不能估算系爭越界建築的市場價值（遑論建築

所有權人的經濟價值），也因為公開判決書將土地資訊去識別化，而無法估算土

地的市場價值。每個建築越界的情形不同，難以一概而論，是否只要拆除越界

部分，整體建築的價值就損失殆盡。但誠可想像，當越界面積極小——2009 年

到 2020 年 12 年間，地方法院第一審通常程序中的 604 筆觀察值中，有 301

筆（50%）越界面積小於或等於 10 平方公尺（約 3 坪）；201 筆（33%）則小

於 5 平方公尺（約 1.5 坪）；參見圖 2——對絕大多數鄰地的整體利用可能，並

沒有太大影響。但若要拆除越界部分，卻有高額成本。因此，在越界面積甚小

時，援用第 796 條之 1 保留建築，從事後觀點來看，有較高的社會總財富，所

以可以看成是法院避免了事後無效率。 

本文實證研究的應然啟示為何，並不單純。第 796 條之 1 是後設規範，後

設規範是在救濟第 796 條的一般規範之窮。如果法院依據第 796 條之 1 的數百

個判決，可以用少少幾個變數完美預測，則或許顯示了法院依據本條的決定過

於僵化、可預見。而完美可預見雖然是一般規範的美德，卻不是後設規範的初

衷。不過，也可能在法院碰到的案例中，確實也只要考慮幾個要素，就足以達

成合理結果。相對地，如果本文實證研究發現，迴歸模型完全無法預測法官決

定呢？這也不一定是壞事。如果實務上的案例千奇百怪，迴歸模型少少的變

數，不能掌握法官的心證也只是剛好。 

 

                                                       
8 Yun-Chien Chang, Judges Avoid Ex Post but Not Ex Ante Inefficiency: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in SELECTION AND DECISION IN JUDICIAL PROCESS 

AROUND THE WORLD: EMPIRICAL INQUIRES 160 (Yun-chien Chang e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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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方法院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中，適用民法第 796 條之 1 之判決 

地院別 觀察值 百分比 地院別 觀察值 百分比 

臺北 81 13.4  嘉義 16 2.6  

士林 53 8.8  臺南 38 6.3  

新北 48 7.9  高雄 39 6.4  

桃園 127 21.0  屏東 11 1.8  

新竹 47 7.8  臺東 2 0.3  

苗栗 3 0.5  基隆 8 1.3  

臺中 80 13.2  宜蘭 3 0.5  

彰化 26 4.3  花蓮 3 0.5  

南投 9 1.5  澎湖 1 0.2  

雲林 9 1.5  橋頭 2 0.3  

   總計 606 100 

說明：橋頭法院自 2016 年啟用。 

 

貳、 形成主要問題意識與鳥瞰數據 

民法第 796 條之 1 要求法院審酌當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本文探究者則

是，法官如何具體化當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換個角度，從法官行為理論而

言，何種因素最能幫助律師、當事人預測法官是否保存建物？ 

筆者最開始的研究猜想是：越界者之土地面積（A）、被越界者之土地面積

（B）、房屋未越界部分之基地面積（C）、房屋越界部分之基地面積（D）、以

及越界面積佔鄰地面積之比例（D/B；簡稱「越界比例」），都可能會影響法院

之判斷9。A、B、C、D 的定義，參見圖 1。 

本文蒐集到之判決，甚少提供 A、B、C 的資訊（分別有 20、96、11 筆觀

察值），但除了 2 筆判決外，均有列出房屋越界部分之基地面積（D；簡稱「越

界面積」）。圖 2 顯示，「要拆」案件的越界面積，比「不拆」案件的越界面積

大。也有一些判決列出「越界比例」（D/B）。圖 3 顯示，超過 1/3 的觀察值越

                                                       
9 民法第 796 條之 1 之增訂理由：「爰參酌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台上字第八○○號判例，由法院斟

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之利益，例如參酌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考慮逾越地界與鄰地法

定空地之比率、容積率等情形，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以顧及社會整體經濟利益，

並兼顧雙方當事人之權益。」（底線為本文所加）法院考慮之比率，是全部的土地面積，而非

僅止於法定空地；本文所見之法院判決也沒有考慮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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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比例<5%。而資訊提供與否並非隨機，這或許顯示法院多半認為：越界面積

才是影響當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關鍵。以下的分析，也就以越界面積（D）

為中心。 

 

圖 1 越界建築爭議示意圖 

 

 

圖 2 越界面積之分布 

 
說明：N＝604。本圖堆疊了兩個「核密度圖」（kernel density plot）。很難不用

數學來解釋何謂核密度，但用數學解釋又怕法律讀者不懂。讀者可以用直

方圖（histogram）來理解核密度圖；相較於把直方圖的每個長方形的頂

A：越界者之土地 B：鄰地

C：越界房屋

未越界部分之基地
D：越界部分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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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組間點相連而成的折線圖，核密度圖的線比較平滑。每一個核密度分布

下的面積積分為1。對法律讀者而言，核密度的絕對數值不太有意義（因

此圖中省略），相對大小比較重要。Y軸的核密度大小可以用次數來比擬。

「要拆」有487筆數據資料；「不拆」有117筆數據資料（要拆與不拆各有一

筆缺失值）。X軸單位為越界面積取對數。為使讀者便於理解，X軸仍以未

取對數前的數值標示： 0.01平方公尺、0.1平方公尺、1平方公尺、10平

方公尺、100平方公尺、1,000平方公尺。「不拆」表示法院免為一部或全

部拆除越界建築。對要拆與不拆的對數面積分布，作Kolmogorov-

Smirnov檢定，得知兩個分布統計上顯著不同（p<0.001）。 

 

圖 3 越界面積佔鄰地面積之比例 

 

說明：N=96。X 軸的越界比例 = 房屋越界部分之基地面積（D） / 被越界者

之土地面積（B）。大多數判決未提供 B，所以無法計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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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邏輯斯迴歸模型 

作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得知，拆除與保存的越界面積分布，統計上

顯著地不同。但是，影響法官決定的因素，可能非常多樣。其他變數也可能是

干擾因子（confounding factor）。因此，必須進行多變量分析，才可能更進一

步確定影響法官決策的因子。 

理想上，探究此問題，必須使用能作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的研究

設計（research design）10。但除了配對（matching）外，沒有其他因果的研

究設計可以套用到過去 12 年間的數據。而要能作配對，也必須有足夠數量的

「前於刺激的變數」（pre-treatment variables）。總之，本文無法作因果推

論。沒有因果推論研究設計時，使用迴歸模型，雖然有助於排除其他變數的影

響，但沒有納入模型的「遺漏變數」（omitted variable）仍然可能造成「偏

誤」（bias）。而如果不加採擇，「撿到籃子都是菜」，反而可能放入造成「內生

性」（endogeneity）的變數。剛入門實證研究的讀者，不可不慎11。 

在此侷限下，本文使用「邏輯斯迴歸模型12」（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探知法官依據民法第 796 條之 1 免除越界者一部或全部拆除義務之關

鍵因素。邏輯斯迴歸模型之應變數為二元變數「免為移除與否」：0＝否，還是

要拆屋還地；1＝是，可以一部或全部不拆除。自變數則包括理論上可能影響法

院判決結果的因素，且不是和法院決定同時做成者。如果法院免除拆除與否的

決定，會影響自變數，就會產生「同時性」（simultaneity）或「反向因果關

係」（reverse causality）之問題。如果法官的內心因素同時影響了自變數和應

變數，就會產生「內生性」問題。 

本文選擇使用、且應該沒有內生性問題的自變數如下，納於模型二中： 

                                                       
10 參見本書第二章。 
11 剛入門的讀者，參見筆者共同主編的讀本：程金華、張永健，法律實證研究：入門讀本

（2020 年）。 
12 邏輯斯迴歸模型之定義與在法學研究中之運用，see ROBERT M. LAWLESS ET AL., 

EMPIRICAL METHODS IN LAW 344-50 (2009). 
運用邏輯斯迴歸模型研究臺灣之法律問題，參見黃國昌、湯德宗，台灣法官在職進修的現況

與憧憬，收於：湯德宗、鍾騏編，2010 兩岸四地法律發展—法學教育與法治教育（下冊），

頁 843-895（2011 年）；Kuo-Chang Huang, How Legal Representation Affects Case 

Outcome: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from Taiwan, 5 J. EMPIRICAL LEGAL STUD. 197, 237-

38 (2008); Kuo-Chang Huang, Does Discovery Promote Settlement? An Empirical 
Answer, 6 J. EMPIRICAL LEGAL STUD. 241, 276-7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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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界建築所占用之鄰地面積（取自然對數13）。這是模型一唯一使用

的自變數，因為筆者第一次做民法第 796 條之 1 研究時，本變數高度統計上顯

著。 

（2）四個越界建築類型之虛擬變數：房屋、房屋暨附屬設備、建物、建物

暨附屬設備（基準變數則為「附屬設備」）。 

（3）被越界土地的市場價值。從判決內容無法得知越界土地與越界建築的

市場價格，遑論其所有權人的經濟價值。這會是本文迴歸分析很大的侷限。本

文從判決內容14中得知 482 筆觀察值的單位地價15。缺乏法院判決使用的單位

地價的觀察值，筆者結合司法院提供給筆者的民事判決資料庫，得知了額外

118 筆觀察值的「訴訟標的價額」與某案件中的總越界面積（記得，一個案件

可能產生一個或多個觀察值）。將訴訟標的價額除以案件中的總越界面積，得到

「單位土地價格」。訴訟標的價額的計算方式，按照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抗字

第 983 號民事裁定，「請求拆屋還地之訴，係以土地返還請求權為訴訟標的，

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起訴時土地之交易價額即市價為準。土地倘無實際交易價

額，得以原告起訴時土地當期公告現值為交易價額，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本

文無由得知每個個案中，法院是以實際交易價額，還是公告土地現值，計算訴

訟標的金額。 

這 482+118＝600 筆觀察值的單位土地價格標準，缺點是使用了不同的地

價標準。然而，各法院就在案件中使用了不同的地價標準。因此，本文取徑反

映了實務作法，是研究者能掌握到最接近法官認知的土地價格。理想上，本文

能獲取每筆土地的市場價格，並在額外的迴歸模型中一體使用市場價格而控制

土地價格的影響。但此卑微的願望仍不可得。 

之所以使用單位土地價格，是因為若使用總價，則總價（=單位土地價格 X

面積）與另一個重要變數「越界面積」產生「共線性」（collinearity）。若共線

性過大，則有共線的兩個或多個變數的係數估計會產生偏誤（bias）。 

                                                       
13 本文取自然對數是要避免迴歸模型受極端值影響，且該變數取對數後，接近常態分配，比較

可能使迴歸模型誤差項之分布型態不違反迴歸模型的假設。 
14 本文紀錄單位土地價格的方式為：1. 若法院有就訴訟標的價額為裁定，且該裁定有記載單

位面積價值之判斷依據與金額時，即使用該資料。2. 若法院於斟酌第 796 條之 1 時，有記載

越界部分有特別記載者，依其記載。3. 若法院於審酌第 796 條之 1 時未記載單位面積價值，

但於所有人請求相當租金不當得利時有記載者，依其記載。 
15 其中 12 筆用市價、177 筆用公告土地現值、257 筆用申報地價、14 筆用公告地價、22 筆標

準不明。筆者在過去十年來的多篇實證研究文章中不斷呼籲，法院應該採用同樣的地價標準，

而用申報地價、公告地價是無論如何太低的地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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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告是否為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被告是否為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

放入這兩個變數，是要控制、檢驗法院是否會因為原告與被告為公部門而影響

其判斷。尤其民法第 796 條之 1 要求法院考慮公共利益，而公部門的建築很可

能被推定為產生公共利益。所以本文預測，尤其在被告（越界人）是政府機關

時，越界建築較可能被保留。 

模型三則在以上變數之外，納入三種可能有內生性問題的變數（1–3），以

及兩種固定效果（4–5）。 

（1）越界者主觀要件。一個虛擬變數是「法院判斷越界人是否出於重大過

失而越界建築」，另一個虛擬變數是「法院未明確判斷主觀要件」（554 筆，

91%）。基準變數則是「法院判斷越界人是否出於輕過失而越界建築」。為何只

在模型三考慮越界是否出於輕過失或重大過失？原因是，此主觀要件同為法院

判斷的一環，並非難以扭曲、寫錯可能造成二審廢棄的客觀事實（如越界面

積）。法官可能先決定是否拆除，再判決越界是否出於重大過失。另外，可能有

其他未能觀察到的因素，同時決定了法院是否判決拆除，以及越界是否出於重

大過失。因此，模型納入主觀要件，可能造成內生性或同時性問題。不過，如

果法官都完全不受可能偏誤影響，依據證據先判斷越界主觀要件，再依據主觀

要件與其他事實，最後決定保存或拆除，則主觀要件仍然可以——也必須——

納入迴歸模型。因此，本文仍然報告一個有納入主觀要件的模型結果。 

（2）律師代理。本文從同一個司法院判決資料庫，獲知原告方是否聘律師

與被告方是否聘律師。原告方通常利益一致。在判決產生多個觀察值的情形，

可能牽涉多數不同被告，其利益不一定一致。司法院判決資料庫僅記錄被告方

是否聘律師，本文則進一步人工閱讀判決文本，做更精確的編碼。在一個觀察

值中，若被告方有多人，只要一個被告有聘律師，該觀察值就被認定為被告方

有律師。當事人是否聘用律師，與該案件事實是否已經倒向保存或拆除越界建

築可能相關，因此可能有內生性。但若當事人是否聘律師，和其是否本來就認

識律師，或有尋求專業人士協助的習慣更有關連，而與案件大小、強弱無關，

則聘用律師與否就不是受可能判決結果的影響，則律師代理仍然可以——也必

須——納入迴歸模型。因此，本文仍然報告一個有納入律師代理的模型結果。 

（3）拆除或保存建物的公共利益。說明詳後。 

（4）15 個地方法院的虛擬變數；有些法院因為只有很少案件，或案件全

部是拆除或不拆除，其觀察值會全部被排除在迴歸模型外，因此這些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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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虛擬變數。 

（5）11 個年度之虛擬變數，一年一個，基準年為 2009 年。 

 

參、研究發現 

一、被越界部分之土地面積是關鍵因素 

模型一使用的 604 筆觀察值，有 117 筆（19%）之被告得免為全部或部分

拆除越界建築；另外 487 筆判決（81%）中之被告則仍須拆屋還地。這 604 個

觀察值中之越界建築之類型，請見圖 4；越界者之過失情狀、原告與被告是否

聘律師與是否為政府機關，參見圖 5；越界面積與被越界土地的單位價格分

布，參見圖 6。 

 

圖 4 越界建築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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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N=604。只包括用於迴歸模型的觀察值。 

 

圖 5 越界建築訴訟的虛擬變數分布 

 
說明：N=604。只包括用於迴歸模型的觀察值。本圖是長條圖，分別顯示「要

拆」與「不拆」的觀察值中，各種虛擬變數=1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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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越界面積與單位價格的分布 

 

說明：N=604. 本圖為盒鬚圖，意義如下：盒子中間黑色粗線是中位數，盒

子左緣是25百分位數，盒子右緣是75百分位數。盒子外兩側的短槓為籬笆，左右

籬笆各代表第25百分位數減去1.5倍的四分位距與第75百分位數加上1.5倍的四

分位距。四分位距的定義是第75百分位數與第25百分位數之差，是資料變異程度

之一種測量。落在籬笆之外之圓圈為離群值，故從離群值可以找出資料之最大值

與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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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邏輯斯迴歸模型結果 

應變數：保存越界建築=1；拆除越界建築=0 

 (1)：模型一 (2)：模型二 (3)：模型三 

越界面積 -0.183* -0.287** -0.382*** 

（自然對數） (0.080) (0.098) (0.111) 

單位價格  0.008 0.019 

（自然對數）  (0.094) (0.125) 

原告為政府機關=1  -0.023 -0.411 

  (0.539) (0.558) 

被告為政府機關=1  2.796 都是拆除 

  (1.910)  

越界建築種類。基準：附屬設備  

  房屋=1  0.730 0.400 

  (0.443) (0.521) 

  房屋暨附屬設備=1  1.024+ 1.193 

  (0.571) (0.887) 

  建物=1  1.535** 0.094 

  (0.492) (0.738) 

  建物暨附屬設備=1  0.029 都是拆除 

  (1.110)  

原告有律師代理=1   -0.846 

   (0.551) 

被告有律師代理=1   -0.401 

   (0.432) 

越界人主觀要件。基準：輕過失  

  重大過失=1   -1.961+ 

   (1.027) 

  法院未明確判斷主觀要件=1   -2.442*** 

   (0.626) 

公共利益變數 No No Yes 

法院虛擬變數 No Yes Yes 

年虛擬變數 No Yes Yes 

常數 -1.034*** -1.622 -0.477 

 (0.267) (1.073) (2.021) 

N 604 597 451 

模型正確預測率 80.6% 80.4% 87.8% 

pseudo R2 0.014 0.048 0.297 

說明：格中未括號之數字為係數，有括號之數字為穩健標準誤差（robust standard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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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判決作為群聚（clustered by case）。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邏輯斯迴歸模型之結果（表 2）顯示，實務上判斷是否可以免為拆除越界

建築，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是越界土地面積。此變數在模型一中在 5%顯著水平

下顯著，在模型二、模型三中在 1%、0.1%顯著水平下顯著。其係數為負數，

表示（當其他條件不變）越界土地面積越小，法院越傾向於裁決免拆除。 

迴歸模型中的其他變數則未一貫地統計上顯著。如上所論，在法院操作後

設規範，沒有穩固的判決態樣，不當然是壞事。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模型正確預測率。模型正確預測率就是：邏輯斯迴歸模

型用幾十個變數去嘗試掌握、預測法院拆除與否的決策；若得知各變數係數

後，立刻回過頭來用這些係數去「預測」數據集中的法院決定，模型多常會得

到正確的結果。模型正確預測率如果是 100%，當然是實證研究者的夢想成

真，因為找到了掌握法官決策的鑰匙。模型正確預測率如果很低，則表示模型

沒用。模型一的模型正確預測率看似高達 80.6%，但本文數據集中 606 個觀察

值中有 80.6%是要拆除。所以，在模型一納入有面積的 604 個觀察值中，邏輯

斯迴歸模型全部「猜」法院判決結果是拆除，雖然有 1/5 的觀察值是保存16！

換言之，模型一的單一變數，雖然統計上顯著，但對於預測結果而言，沒有任

何幫助。模型一的「偽陽性」（false positive）百分比是 0%，而「偽陰性」

（false negative）百分比是 100%，正是因為邏輯斯迴歸模型全部壓寶在「拆

除」結果上。 

這對法實證研究者，或要提供客戶建議的律師而言，有幾點啟示：第一，

實證研究還是有用。如果沒有本文的實證研究，律師或實證研究者可能猜測法

院「拆除」的機率是 50%、20%......但有了描述統計結果，即使手上個案和之

前的個案有諸多不同，從 81%的拆除率開始評估，正確預測率比較高。第二，

如果沒有好的模型（包括，只靠直覺，或者辦過少數案件的經驗），嘗試調整拆

除率的努力，不一定會有回報。繼續抱持著 81%的拆除率預測，可能更準。 

再者，模型二加入了更多變數，少掉了 7 個因為土地單位價值無法估算而

未能放入模型的觀察值。但是，模型正確預測率基本維持不變。此模型中，迴

歸模型開始嘗試預測部分觀察值（5 筆）中法院會判決保存；但只有 2 筆是正

                                                       
16 邏輯斯迴歸模型的預測結果，沒有匯報於文中。在 Stata 中可在跑迴歸模型後，以 stat clas

指令叫出模型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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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預測。 

模型三的邏輯斯迴歸模型，則讓法實證研究者扳回一點顏面。模型正確預

測率提升到 88%，也就是使用模型可以使模型正確預測率上升 8 個百分點。為

何模型正確預測率可以提升？首先，模型三加入了有「內生性」疑慮的變數，

即律師代理情形與越界者的主觀心理狀態。由「重大過失」越界變數 10%統計

上顯著可知，這個變數應該增加了模型正確預測率。再者，模型三也考慮了該

案中是否存在公共利益考量。如下詳論，本文發現，凡是存在公共利益考量，

法院按照考量點「一律」判決拆除或保存，所以有公共利益考量的 112 筆觀察

值被剔除於迴歸模型之外。（因為模型認為，沒什麼好預測的，公共利益考量和

判決結果有完全的對應關係。）這些觀察值被剔除，又導致一些較小的類別

（如被告為政府機關、某些案件量少的地方法院、年份）和判決結果有完全的

對應關係，所以迴歸模型又進一步剔除 31 筆觀察值。如果把這 143 筆觀察值

納入計算模型正確預測率，則調整後的模型正確預測率是

(29+367+143)/596=90%17。 

越界者之過失程度也很重要（故意越界不適用民法第 796 條之 1）。模型 3

顯示，其他條件一致時，重大過失越界，比輕過失越界，更傾向於導致建物拆

除。此符合直覺，應毋須詳加說明。至於「法院未清楚判斷越界者之主觀要

件」，比輕過失越界，更傾向於導致建物拆除；無庸賦予過度意義，因為前者的

資訊含意不明。這可能導因於法院根本不覺得過失程度需要考量，或法院判斷

了但沒寫在判決書中。所以，「法院未清楚判斷越界者之主觀要件」之基準變數

其實是一群雜牌軍。 

且讓本文嘗試用一個二維的圖來表示三個重要變數之關連。圖 7 的 X 軸是

越界面積（以平方公尺標示，但其維度為平方公尺取以 10 為底的對數），Y 軸

則是拆與不拆。圖中的符號代表一個判決。O 代表法院沒有明說過失程度，因

為其數量眾多，資訊含量又低，就以淡色顯示。菱形是重大過失越界。X 是輕

過失越界。有二個重大過失越界者，仍然獲得免拆18，稍稍比較令人意外。 

                                                       
17 29 筆正確預測保存，367 筆正確預測拆除。分母是 596 而非 597 是因為有一筆觀察值因為

被告眾多，姓名又被 OO 化，故無法判斷被告是否有律師代理。模型三的 451 筆觀察值中，有

41 筆被預測為保存，其中 29 筆判斷正確。  
18 彰化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436 號民事判決謂：「其未確實申請鑑界，不能謂無重大過

失，惟該越界占用部分面積不大，原告如取回該等土地，所受利益甚微，所受損害不多，且可

以支付償金、租金等方式獲致補償，且無助於公共利益之增進，被告如除去該少部分建物，切

割拆除費時費力，徒然浪費資源。故本院斟酌公共利益及兩造之利益，認為宜免除被告拆除該

等越界之房屋，方為妥適。故原告請求被告拆除各該部分建物，亦不能認為有理由。」；苗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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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越界面積、越界者主觀要件、拆除與否之裁決 

 
說明：N=604。圖中的O代表判決書中「未明確考量越界者之主觀要件」；「重」

代表「越界者有重大過失」；「輕」代表「越界者有輕過失」、「越界者非故

意」、「越界者非故意或重大過失」。每一個符號代表一個判決。圖中的「不

拆」意為法院免越界建築為一部或全部拆除。X軸之單位為越界面積取對

數，以清楚呈現面積分布；為使讀者便於理解，X軸仍以未取對數之方式

標示：五個標示分別表示0.01平方公尺、0.1平方公尺、1平方公尺、10平

方公尺、100平方公尺、1000平方公尺。 

 

「越界面積大，但又不用拆除越界建築」的「反潮流」案件，確實存在。

此種案件中，法院似乎傾向於允許越界者免為一部（而非免為全部）拆除19。

                                                       
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272 號判決：「陳萬株於興建系爭建物時，雖未申請鑑界以確認相關地

界之所在，足證陳萬株當時應係出於重大過失而逾越地界，惟尚難以陳萬株違反其法律上應有

之注意義務，即遽認其當時確係明知同段 867 地號土地之地界位置而「故意」逾越該地界建

屋。是原告主張：陳萬株係故意逾越地界，本件無民法第 796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之適用云云

（見本院卷第 243 頁背面），尚不足取。」。 
19 其他本文發現的案例尚有：彰化地方法院 98 年度彰簡字第 441 號民事判決（越界面積為

136 平方公尺）；高雄地方法院 98 年度旗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越界面積為 103 平方公尺，

其中 61 平方公尺上之建築免為拆除）。至於高雄地方法院 98 年度旗簡字第 15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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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585 號民事判決，該案之越界土地面積為

526 平方公尺，其中一棟建物（佔用 219 平方公尺）免為拆除，因為鄰地甚大

（8,179 平方公尺），該建物僅佔鄰地土地之 0.03%。此外，該判決提及一項免

為拆除之公共利益「建物原屬合法之建物，倘加以拆除，除將降低一般民眾就

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之信賴」。最後，被告係屬房屋後手，對越界並不知情。臺

中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093 號民事判決之越界土地面積為 4,035 平方公

尺，絕大部分越界建物法院認為應該拆除。但其中一座納骨塔，法院認為可以

依民法第 796 條之 2 準用前兩條之規定，且因為「納骨塔係供公眾為慎終追遠

而存放祖先之骨灰位及祭拜祖先之用，與公共利益有關」，又越界者經營墓園乃

經與臺中市政府締約，又受市府監督，越界非屬被告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故認

為納骨塔部分可以免為拆除。 

被越界土地之單價對法院之決定似乎沒有任何影響。可能原因如下：單純

看土地之價值本來就無法作適切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要比較土地與越界建

築之價值才有意義20。土地之價值高，建築物價值可能更高（當然也可能較

低）。所以地價變數不會統計上顯著。少了建築價值，當然使本文之迴歸模型失

色幾分。但從法院判決書以觀，法院也往往不知道建築之越界與非越界部分價

值幾何，自然無法將建築價值納入考量。本文之迴歸模型在探究法官之決策模

式，而非提出應然的考量公式；故未將建築價值納入迴歸模型，並非統計模型

之致命缺陷。 

如前所述，越界比例（D/B）理論上也應該是重要的考量點。法院判決時

是否知道此比例，不得而知。但僅有 96 筆觀察值有足夠的資訊計算此比例。

本文再以二維的圖來表示三個重要變數之關連。圖 8 刻畫越界比例、拆除與

否、過失程度之關連。首先，多數觀察值的越界比例在 20%以下。越界比例超

過 60%的 7 筆觀察值，有 1 筆是重大過失越界，要拆除。 

本文原本設想，越界面積與越界比例（D/B）都很重要。如果兩者數據均

有，不但應該各自作為一個自變數放入迴歸模型，也應該放入兩者的「交乘

項」（interaction term）。但因為越界比例的觀察值實在太少，所以無法納入迴

                                                       
（越界面積為 158 平方公尺），法院全部免為拆除，並舉出當地受莫拉克颱風重創，民生凋

敝，作為理由之一；高雄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880 號民事判決，法院全部免為拆除之理

由，請見後述。本註的兩個簡易判決，未包括於數據分析。 
20 See Yun-chien Chang & Chang-Ching Lin, Do Parties Negotiate after Trespass 

Litig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asean Bargaining, 

https://ssrn.com/abstract=280506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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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模型。 

 

圖 8 越界面積佔鄰地面積之比例(D/B)、越界者主觀要件、拆除與否之裁決 

 
說明：N=96。許多判決未提供被越界地之總面積，因而無法計算本圖所需之越

界比例。圖中的O代表判決書中「未明確考量越界者之主觀要件」；「重」

代表「越界者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或「越界者有重大過失」；「輕」代表「越

界者有輕過失」、「越界者非故意」、「越界者非故意或重大過失」。每一個

字或符號代表一個判決。圖中的「不拆」意為法院免越界建築為一部或全

部拆除。 

 

 二、什麼是公共利益？ 

 

民法第 796 條之 1 要求法院在考量是否拆除時，斟酌私人利益與公共利

益。其實，就是要求法院進行法經濟學念茲在茲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21。私人利益不應該被轉化成迴歸模型中的虛擬變數，而是

                                                       
21 此處，千萬不要進行比例原則分析。關於探討民法問題應該使用成本效益分析，而非比例原



 19 

具體考量越界面積、被越界土地價格等等因素。否則，兩造一定都有拆和不拆

之私人利益22，縱使納入虛擬變數，其數值應該都是 1。沒有變化的變數，也會

被迴歸模型剔除。 

民法第 796 條之 1 之公共利益，其實就是要法院考量越界建築造成的外部

性23。如果越界建築沒有外部性，則考慮了當事人利益就已經考慮了社會福

利；而並非每個案件中都有公共利益考量。但即使沒有公共利益考量，法院也

可以依據當事人利益大小而決定免拆。所以，迴歸模型中的公共利益虛擬變

數，有助於預測公共利益對法院判決的影響。但此種模型設定方式要不產生偏

誤，必須法院在每個案件都有考慮過公共利益是否存在，且若認為有值得考慮

的公共利益，都會寫在判決書中。本文假設，若法院沒有特別說明公共利益，

仍是有審酌過此因素，只是該案中確實無外部性。 

公共利益變數，不是只有「有公共利益」、「無公共利益」兩種。本文編碼

判決時，將公共利益考量分為四種：1. 判決書未提及須考量的公共利益。2. 

保存越界建築（免拆除），有助於公共利益。此種論據著重於越界建築的外部利

益（external benefit）。3. 拆除越界建築，有助於公共利益。此種論據著重於

建築的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4. 拆除被越界土地上的越界建築，使越界

土地變回空地，有助於公共利益。此種論據著重於土地是空地的外部利益。2、

3、4 作為虛擬變數放入上述邏輯斯迴歸模型中。 

本文編碼發現，法院在各越界建築的拆除決定，只會使用上述其中一種公

共利益考量，不會複選。而且，如果提及保存越界建築的外部利益（2），判決

結果一律是保存越界建築。反之，若論及拆除越界建築的外部性（3 和 4），判

決結果一律是拆除越界建築。此種，「公共利益作為王牌」的現象，並非事理之

必然。保存越界建築有外部利益，但被越界人的私人損失可能很大，使後者壓

倒前者；越界建築有外部成本，但也可能越界人在拆除越界建築時蒙受的私人

損失很大，使後者壓倒前者。不過，可能是因為巧合，可能是因為法院看重公

共利益遠甚於看重私人利益，使公共利益一出，私人利益無可爭鋒。 

                                                       
則，參見戴昕、張永健，比例原則還是成本收益分析？——法學方法的批判性重構，中外法

學，30 卷 6 期，頁 1519-1545（2018 年）。本文修改後收錄於張永健，社科民法釋義學

（2020 年）（第 3 章）。 
22 當事人利益的例子：高雄地方法院 98 年度旗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認為「當地因莫拉克颱風

影響，生意已大不如前，營生已有困難，如再強令拆除，將使被告處境雪上加霜」。 
23 理論上，也可以包括「被越界土地」被佔用或若不被佔用的外部性，但實際上少見法官考慮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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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類公共利益，可舉例如下： 

第 2 類，越界建築的外部利益，如：前述高雄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880 號民事判決（越界之工廠若因拆除而遷廠，「所屬員工面臨失業窘境」）；

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667 號判決（拆除越界部分影響建物本體的安

全性，「恐生損鄰意外」）；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重訴字第 165 號民事判決

（「房屋為老式建築，其樣式為日據時代之長屋格式，位於旗山老街……保存老

街樣貌應符合公共利益」）；前述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585 號民事判決

（拆除越界建築「將降低一般民眾就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之信賴」）；前述臺中

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093 號民事判決（納骨塔關乎慎終追遠）。 

 第 3 類，建築的外部成本，如臺中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2246 號判決

（越界建築「參差不齊亦有礙市容」）；高雄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506 號

判決（「該建物之存在已形成環境死角，增加近年高雄市登革熱傳染病疫情之控

制，對全體市民之身體健康造成威脅」）；士林地方法院 104 年度重訴字第 410

號判決（違章建築安全性堪虞）。 

 第 4 類，空地的外部利益，如：新竹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287 號民事

判決（「該既成道路係屬防火巷，則該屋簷及排水溝如予拆除，將使一般公眾通

行更為便利，亦可確保防火巷之逃生救火功能」）。而桃園地方法院 97 年度訴

字第 1421 號民事判決、桃園地方法院 97 年度重訴字第 224 號民事判決、桃園

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081 號民事判決、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121

號民事判決、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516 號民事判決、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517 號民事判決、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518 號民事判

決、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重訴字第 291 號民事判決，有非常類似的公共利益

論述，原告都是台灣省石門農田水利會：「土地之地目均為『水』……是可知系

爭土地屬於水利用地。……衡酌水利用地之設置目的在於灌溉、排水、蓄水、

給水等功能，而水為天然資源，其利用、控制及管理等事項，均攸關全民之重

大利益，此由近來每遇水災即引發一連串之公共安全、衛生、經濟等恐慌效應

可明……在系爭土地未經相關單位評估明確認定日後已無供作水利用地之必要

前，自不宜將系爭土地任由被告私人價購取得或准其免予拆除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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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由民法第 796 條之 1 實施 12 年以來之所有地方法院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

判決中，本文發現：越界面積多在 10 平方公尺之內，越界比例多在 20%以

下。在決定是否適用民法第 796 條之 1 以排除被越界者拆物還地請求時，越界

面積是關鍵因素，其他變數則往往沒有清楚、一致地影響判決結果。和筆者研

究早期越界建築判決的實證研究結果相比，關鍵研究發現一樣：涉及第 796 條

之 1 的訴訟案件中，越界面積小、越界比例低，法院在超過 2/3 的觀察值中判

決拆除；越界面積是最重要預測法院判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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