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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磁波與基地台設置之法律爭議 

我國在實施電信自由化之政策以來，行動通訊產業成長快速，行動電話業者為

提高服務品質消除通訊死角，在人口稠密區增設行動電話基地台，行動電話基地

台出現在民眾生活圈之機率越來越高，也因此行動電話基地台所產生的相關議題

也越來越受重視，其中民眾最擔心的是基地台電磁波是否影響人體健康的問題，

而民眾對基地台架設之抗爭事件時有所聞，事實上基地台電磁波對於人體是否有

害在醫學上尚無定論，但是目前基地台主要架設在公寓大廈的頂樓，眾多的天線

外露對景觀產生影響，相關設施在視覺以及心裡產生的壓迫感，而基地台設置後，

沒有定期檢測，電磁波的資訊未充分揭露也使得民眾對於基地台安全的不信任

感，使得業者在基地台的佈建常常遇到當地居民的抗議與阻擾。 

電信產業在推展行動通信服務上，受限於民眾抗爭、建築相關法規及地方政府

對行動電信基地台設置之限制，其種種因素，徒增電信業者之營運困擾外，也對

通訊服務品質造成影響，在推動行動電信網路的建置形成莫大的阻礙。為了減少

民眾對基地台安全的疑慮，通訊國家委員會除不斷宣導電磁波安全教育外，也訂

定國家標準規範電磁波之安全標準，並且輔導業者受理民眾申請電磁波量測服

務，以降低民眾對於基地台安全的疑慮。 

針對電磁波與人體健康關連性之研究，國內外已有許多文獻針對此議題做探

討，但事實上，目前要證明基地台產生之電磁波對人體有害或無害仍然非常不容

易。因此在疑慮未消之前，大部分國家作法是依據主管機關訂立一個標準，限制

行動電話基地台所產生的電磁波。 

在法律的紛爭上，基地台的設置主要圍繞在行動電話業者在尋找架設位址的過

程，常遇到民眾之抗爭，當進入到司法程序時，反對基地台建立者立論常為「基

地台電磁波有傷害人體健康之疑慮」以及「對環境美觀之影響」、「財產價值損

失」作為反對架設之理由，而政府單位若對於電信業者做出否定許可架設之處分，

電信業者依規定可循行政訴願或是行政訴訟之程序尋求救濟，此即關於行政法中

第三人效力處分之討論範疇，亦為本報告關心之要點。 

本報告蒐集美、日、英等國判例資料加以研析，討論各判例對於反對者提出之

立論。就以影響人體健康的論述而言，行動電話基地台設備對居民的心理影響的

確是許多住民抗爭時的重要訴求，因此當進入司法程序之後，法院的認定以及判

例的形成將成為未來此類事件的重要依據。以下針對上述三個國家業者建置行動

電話基地台產生之訴訟判例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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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判例簡介 

一、判例 A – 美國判例 

判例：Illinois RSA No. 3, Inc. v. County of Peoria 

判決時間：1997年 

判決法院：美國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此即本案之審判法院) 

原告：Illinois Rural Service Area(RSA) No.3 電話公司 

被告：Peoria郡自治機關 

基地台位址：Peoria 郡 Bartonville 村 西南街 4324 號 

(一)背景說明：『特殊使用』申請書之提出與審查 

1.原告提出『特殊使用』申請書背景說明 

原告欲在基地台位址興建一座行動電話基地台，藉以填補其通訊覆蓋的

缺口，並提昇 Peoria 機場與鄰近州際高速公路之行動通訊的服務品質。 

Peoria 郡共分成 15 個都市計畫區域，該基地台位址位於 R1 區。根

據 Peoria 郡之都市規劃規則(County of Peoria， Illinois Zoning Ordinance 

24-122(1994))之規定，R1 區原則上為低密度住宅區，任何關於住宅區的超

限使用，皆須符合特定條件，且獲得郡委員會(county board)的認可。 

根據 Peoria 郡之都市規劃規則，該規則列出幾項可允許之非住宅區用

途之特殊使用(special use)，卻未將商用之行動電話基地台列入其中。 

然原告認為，Peoria 郡自 1989 年以來，已以特殊使用之方式核准了 9 

座基地台之架設，其中一座位於 R2 區域內。R2 區域為一中密度住宅區，

且針對 R2 區域，Peoria 郡之都市規劃規則中亦並未明文允許將商用行動

通訊基地台做為特殊用途。 

故原告認為，伊利諾州法並未賦予該郡對其實施都市計畫限制(zoning 

restriction)的權限，於是於 1995 年 12 月 6日向 Peoria 郡政府提出『特殊

使用』申請書，申請核准於基地台位址興建一座行動通訊專用基地台。 

2.原告提出『特殊使用』申請書及其他申請文件的主要內容： 

原告提出之『特殊使用』相關申請書，其內容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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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明基地台之架設位址及其都市計畫分類、描述該位址及其鄰近區域

目前的使用狀況、解釋申請的理由與目的。 

2.說明該位址係一空曠的休耕地，且在其周圍有樹木環繞，並可做為與

鄰地之間的緩衝地帶。 

3.原告已採用多種工程標準進行評估、已與所有權人商議好租約、已進

行環境評估、已取得鄰近地主的同意。 

4. 原 告 已 擁 有 美 國 聯 邦 通 訊 委 員 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所頒發之執照，允許其於 Peoria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與 Illinois Rural Service Area (RSA) No. 3 提供行動電話的通訊服

務，而於該基地台位址興建基地台，可提供有效之通訊效果補充。(TTC註：

如第一段所述，可填補其通訊覆蓋的缺口，並提昇 Peoria 機場與鄰近州際

高速公路之行動通訊的服務品質。) 

5.原告已向美國聯邦航空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提出

告示(notice)與執照(certification)的申請。 

3.原告提出『特殊使用』申請書審查經過 

(1)第一階段審查： 

(2) 審查單位： 

由 Peoria 郡規劃與都市計畫局(Planning and Zoning Department)進行第

一階段的審查。 

(3) 審查結果： 

Peoria 郡規劃與都市計畫局於 1996 年 1月 2日提出一份書面報告，建

議有條件地核准該申請書。 

(4) 理由： 

� 該申請書與土地使用計畫相符。 

� 對當地交通流量幾乎沒有影響。 

� 對環境影響極小。 

� 符合都市規劃規則之規定。 

(5) 第二階段審查： 

(A) 審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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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Peoria 郡都市計畫上訴委員會(Zoning Board of Appeals； ZBA)進行審

查。 

(B) 審查原則： 

根據 Peoria 郡之都市規劃規則之規定，ZBA必須對健康、安全、道德、

該地區人民之福祉、對其他土地之使用的影響、造成交通擁塞的可能性、

對公共道路與鄰地損害以及對水資源的威脅等等因素加以考量。 

(C) 審查過程與結果： 

根據上述原則，ZBA將第二階段審查過程分成兩程序進行，分別為 1996 

年 1月 12日與 1月 26日舉行之公聽會，和 2月 9日進行之商議與決議。

此兩程序進行之情形分別敘述如下： 

(a) 公聽會： 

進行時間：ZBA分別於 1996年 1月 12日和 1月 26日各舉行一場公

聽會。 

公聽會上，持反對意見者提出的看法： 

� 部分居民表示反對該基地台之架設，原因是基地台會帶來健康受

損的風險，並且會使財產的價值降低。 

� 有一位反對者出示一份 200 人簽署的連署書，反對在 R1 地區

架設基地台，但未指出理由。 

� 另外有一位資深的房地產經紀人質疑房地產價值的問題，但亦未

對原告的企劃進行分析。 

公聽會上，原告的代理人提出之看法： 

� 向 ZBA提出一份文件，顯示該基地台之電磁波的輻射量將遠低

於聯邦法所規定的上限，且電磁波亦不會與其他的通訊服務相互

干擾。 

� 宣稱該基地台的架設非但可使當地增加額外的稅收，且該基地台

距離最近的住宅有 600 公尺之遠。 

� 出示來自三位合格的不動產鑑價師的資訊，他們認為該基地台的

架設對當地的房地產價值，不會有任何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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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ZBA進行之商議與決議： 

進行時間：ZBA於 1996年 2月 9日對該申請案的核准與否進行商議與

決議。 

支持興建之意見： 

Peoria 郡規劃與都市計畫局長(TTC註：此即第一階段審查之審查單位

首長)對該基地台之架設表達支持之意見，理由如下： 

� 對該申請案持反對者的反對理由，係基於毫無根據的恐懼，而原告

已經提出專業的數據來支持該申請案。 

� 該局長宣稱，該基地台並不會對健康有不利的影響，並且沒有證據

顯示基地台的架設會對當地房地產的價值造成負面的影響。 

(D) ZBA 判決結果： 

ZBA 以 4票對 3票否決該申請案。 

(E) ZBA說明判決的原因： 

ZBA 不確定原告是否有評估過其他之替代場址。 

(6) 第三階段審查： 

(A) 審查單位： 

第三階段審查過程分為四個審查程序進行，其中第一、第三程序係由『Peoria 

郡 郡委員會(County Board) 的土地使用委員會(Land Use Committee， LUC)』

進行審查；第二、第四程序係由『Peoria 郡 全體郡委員會(County Board)』進行

審查。 

(B) 審查過程與結果： 

本次審查結果為否決該申請案。其爭點請見以下分析。 

(二)本案之爭點與原告請求之救濟 

1.本案之爭點 

原告不服前述之審查結果，故提起本訴訟，請求重審該決議。原告主張被

告違反美國法規之處有三點，此即本案之爭點，說明如下： 

1.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美國 1996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2.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伊利諾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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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否認非地方自治郡(non-home rule counties)(TTC註：Peoria 郡即屬於

此類之郡)針對公共設施有權運用都市計畫法。 

3.原告主張被告剝奪其依據伊利諾憲法主張正當程序之權利。 

2.原告請求之救濟 

基於前述原因，原告請求三種救濟項目： 

� 原告請求法院聲明，該郡否決原告之特殊使用的申請係違反 1996 電信

法，並下令該郡核准架設該基地台之特殊使用申請。 

� 原告請求法院聲明，基於伊利諾州法，基地台是屬於公共設施，因此必須

禁止該郡對原告實施都市計畫之公權力。 

� 原告請求被告提供損失補償(compensatory damages)。 

(三)本案之判決與理由 

法院關於【救濟項目一(爭點一)】之判決與理由 

1.原告針對此爭點提出之訴求： 

原告主張，依據伊利諾州法，否認非地方自治郡(non-home rule counties)(TTC

註：Peoria 郡即屬於此類之郡)針對公共設施有權運用都市計畫法。因此原告主

張其可適用簡易判決，要求判決 Peoria 郡沒有否決其申請案的權限。 

2.依據之法規 

原告之主張與訴求，主要是根據伊利諾州法典關於公共設施方面之規定。 

3.法院之判決與理由 

法院認為針對此爭點，應駁回原告之控訴，其見解並未與本案總體判決結果

直接相關。 

(四)法院關於【救濟項目二(爭點二)】之判決與理由 

1.原告針對此爭點提出之訴求： 

原告主張，依據 1996電信法，被告涉及之違反法令之處有二： 

爭點一之 1：被告所做的決定，並未以書面的實質證據作為支持之佐證。 

爭點一之 2：被告並未在一合理之時間內，對該特殊使用之申請書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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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院之判決與理由 

關於爭點一之 1的判決與理由： 

(1) 爭點分析： 

法院認為，被告所作之決定需以書面為之，且需以書面紀錄之實質證據做

為佐證。 

(2) 在實質證據方面之法院見解： 

在電信法中，雖未定義「實質證據」，然其意涵在行政法中早已有所定論。

所謂「實質證據」，係指那些可被接受用來支持一個結論之恰當的證據(relevant 

evidence)。 

(3) 在書面為之方面之法院見解： 

在電信法中，同樣未定義”in writing”和”written record”。然而明顯

的，這兩個詞係要求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在對於個人無線通訊設施所做的決議

必須以書面為之，說明必須陳述決議之理由，並且必須提供書面的證據。 

(4) 法院之判決與理由 

� 在被告的紀錄(record)中，完全沒有以書面陳述其否決原告之申請理由。 

� 被告之書面紀錄中的實質證據，無法支持被告之決議。 

� 由以上兩項理由，法院判決被告在最基本的地方違反電信法，因此原告

可主張救濟。 

(5) 關於爭點一之 2的判決與理由： 

爭點分析： 

� 依據美國電信法規定，對於任何無線通訊設施之場址、結構、或改善之申

請，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必須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回覆。然而，該法並未定

義何謂「合理的時間」。 

� 原告宣稱被告花了六個月才對該申請案做出決議，該郡先前針對類似的九

個申請案只花了三個月便做出決議。 

� 他種型態的都市計畫申請案可能費時九個月；都市計畫程序通常時程是 2

個月到 3個月之間。 

法院之判決與理由： 

� 不能拿三個月做比較，便認為六個月的時程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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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被告輕忽原告的申請案。 

� 由以上兩項理由，法院判決被告並未違反電信法。 

(五)法院關於【爭點三】之判決與理由 

1.原告針對此爭點提出之訴求： 

原告主張，依據伊利諾州憲法，被告在否決原告之申請案時，違反該法所

保障之實質正當程序。 

2.法院之判決與理由 

� 法院認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被告的審查程序是恣意的且不合理的。 

� 法院認為，雖然被告沒有基於書面紀錄上的實質證據進行決議，卻也不

是以擲骰子的心態決定該申請案的命運。 

� 由於以上兩點理由，法院認為，被告並未違反伊利諾州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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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例 B – 美國判例 

案件編號：166 F.3d 490 

判決時間：1999年 01月 29日 

判決法院：美國聯邦上訴法院 

原告：Cellular Telephone 公司(AT&T 公司之承包商) 

被告：美國紐約州牡蠣灣鎮 (Oyster Bay) 政府 

(一)案件概述 

原告受 AT&T 公司委託，必須在紐約州長島地區(Long Island)提供行動式電

話通訊服務。依據美國電信法規及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之規定，電信執照擁有

者必須提供無中斷之通訊環境。原告經過場地勘驗，選定兩座場址作為基地台架

設之處，其一為 Glen Head Site， 另一為 Farmingdale Site. 兩處皆預計架設於現

存之水塔頂上，且皆已和水塔之所有權人簽訂使用契約。 

1995 年 5 月及 1996年元月，原告向被告分別申請兩處之基地台架設許可。

被告分別於 1996 年 二月及 1997 年元月舉辦公聽會，進行公開意見諮詢。 

在公聽會上，原告提出證據，證實該兩處基地台的建置對本區通訊服務之重

要性，也提出證據顯示該基地台之建置將不會對於鄰近地區的生活品質和房地產

價格有不良之影響，同時也出示科學證據，向民眾說明基地台電磁波對於人體健

康並無妨害。 

被告在公聽會上並未出示任何證據，而是開放給民眾入場聆聽並發言。在公

聽會的發言中，發言者皆對於基地台之架設表示反對之意見，其主要顧慮在於電

磁波對健康的影響，並有少數人士對房產價值的降低與市容美觀的影響表示憂心。 

1997年五月，被告決議否決原告之架設申請，於是原告向初審法院提出告訴，

認為被告之此項判決違反美國電信法規。初審法院於 1998 年六月做出判決，判

定原告勝訴，認為被告之決議的確違反美國電信法規，並要求被告必須給予被告

在架設該兩座基地台所需之許可證明與執照。被告不服，故提出上訴。 

上訴法院經詳查所有相關文件資料，並將各爭點依據相關判例等資料作檢

視。本案考量要點包括實質證據(substantial Evidence)之認定、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之責付、及補償措施(Remedy)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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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爭點 

本案主要的爭點在於被告是否有實質證據證明基地台電磁波對健康之危害、對

市容美觀之破壞、及對周圍房產之降低。而相關舉證責任之責付與補償行為之判

定，亦為兩造意見不同之處。 

(三)法院判決 

法院依據相關判例（請見註一），認定電磁波對人體健康危害之恐懼，無法單

獨據此一項即成立實質證據之認可。而其他兩項議題(對市容美觀之破壞、及對周

圍房產之降低)則認為被告舉證不足。而舉證責任之判定，不論是舉證責任應判給

被告或原告（皆有相關判例可援引作為類推適用之根據），皆不影響本案之判決，

故法院決定不予探討其內容。此外，關於補償行為之判定亦無不當，故判定原告

勝訴。 

 

 

※ 註一 

在判例 B 中，法院在判決本案時，主要針對之爭點爭議為『認定電磁波對人體健

康危害之恐懼，無法單獨據此一項即成立實質證據之認可』。主要參考之相關案

例為『Iowa Wireless Sers., L.P. v. CityofMoline, Illinois, 29 F.Supp.2d 915, 923 

(C.D.I11.1998)』（我們將此判例稱為「案例 B-1」）。 

 

在「判例 B-1」中，謹將其與本判例（「判例 B」）有關之爭點分析說明如下，

以此作為本判例中法院判決之理由。 

 

案件編號：No. 98-4090 

判決時間：1998年 11月 10日 

判決法院：美國伊利諾州立法院 

原告：Iowa Wireless Service 電信公司  

被告：美國伊利諾州模林市 (City of Moline) 政府 

 

法院在本判決中，與判例 B 有關之陳述與依據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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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院主張：「儘管有些居民表達了該站台電磁波傳導對於健康可能造成的影

響，然而，除了一些臆測上的懷疑，並沒有任何足供採信的證據被提出用以佐

證。相反地，原告提出了證據，用以證明該電磁波之發射是安全的，其對人體

的可能傷害是和 FCC 對於工業用輻射方面之規範與限制是完全不同的。是

故，原告關於此爭點之主張並無被駁回之正當理由。」 

2. 法院援引其他判例，即本報告之判例 A，說明：「公眾對於塔台相關問題引起

的恐懼，並不足以據此認定為否決基站建設的實質證據。此外，也在一些關於

費城法律中關於經濟與美觀的考量，同樣不能夠引用作為否決特殊使用用途申

請的實質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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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例 C – 美國判例 

案件編號：1999 WL 329741(R.I. Super.) 

判決時間：1999年 05月 5日 

判決法院：美國羅德島(Rhode Island)高等法院 

原告：George A. Gingerella, Jr. 先生 

被告：威斯特利鎮(Town of Westerly)地區規劃委員會 

(一)案件概述 

原告於 1991 年，和 Nynex 電信公司簽訂租賃契約，將其所擁有位於威斯特

利鎮之一塊土地租予該公司，用以興建一座高約 160 至 180 英呎之通訊塔台，

及周圍高約 12 至 20 英呎之圍牆。 

原告為使 Nynex 電信公司順利得到建照，故於 1991 年七月 7日向被告提出

上述特殊用途建物之申請。被告於 1991 年八月 7 日舉辦公聽會，討論該案之相

關事宜，諮詢各界之意見。 

在這場公聽會中，原告及其委託律師，會同 Nynex 電信公司，聯合說明該建

物對通訊品質之改善、其對於其他場址選定之努力、對當地居民健康無害、對飛

航安全無妨、且對周圍環境價值無礙等等內容，並邀請該鎮消防局局長出面說明，

表示消防局將在該建物完成後，於其上建置一座較現有裝置高出一百英尺的天

線，並將對於全鎮之消防信號傳送帶來更有保障之效果。 

被告在此公聽會上邀請聽眾發表個人意見，其中僅一人表示贊成，大約有二

十人次發言表示反對。其反對原因包括對人體健康危害之顧慮、對環境影響之考

量、及對視覺美觀之妨礙等等。 

該公聽會延續到 1991 年 9 月 5 日。在 9 月 5 日當天，原告出示最新來自美

國聯邦飛航管制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之架設許可，表示絕不

會妨礙飛航安全。但同時亦有民眾表示，對該塔台建物安全之顧慮、對週遭環境

之不相稱將造成環境破壞、對於野生自然環境之影響、及對全鎮未來整體發展方

向之隱憂等等事宜。 

被告(委員會)之各委員，亦針對上述議題進行討論，並表示將延續該議題之討

論直到同年之 10 月 2 日。被告亦同意將在 10 月 2 日公聽會再次舉辦前，親赴建

物標的物當地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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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月 2日當天的公聽會舉行完畢後，被告舉行全體委員投票，以 4比 1的

票數否決了該項特殊建物申請許可。理由主要係該建物與週遭環境與用途無法融

合，且將對於未來該鎮之發展造成負面之影響。原告不服，遂提起上訴。 

(二)案件爭點 

本案主要的爭點在於被告是否有實質證據證明該建物與週遭環境與用途無法

融合，且將對於未來該鎮之發展造成負面之影響。並認為公聽會上之發言並不具

專家身分(因僅係一般民眾)，且質疑委員對於該判決所採納之資料是否達到實質證

據之要求階段。 

1. 原告主張： 

� 原告已拜訪羅德島衛生局、環保局，確認該基地台建置後所可能發射之電

磁波信號強度，遠低於麻州之相關規定，並出示相關文件證明。 

� 原告強調其與 Nynex 電信公司之建置合約已將美化問題納入考量，並以

圍籬隔絕外界，確保幼童安全。 

� 原告表示，其建物外圍以灌木叢圍繞，與週遭環境之協調發展並不衝突，

且不影響威斯特鎮之發展。 

� Nynex 公司表示，該公司已獲得 FCC 在威斯特利鎮地區的電信服務執

照，並獲得 FAA 的許可執照，確定不影響威斯特利鎮航空機場的飛航安

全。 

� Nynex 公司說明曾經在其他地點進行土地租賃與建置站台之努力，及為

合這些替代選項方案失敗的原因。 

� Nynex 公司土木建築部門經理說明，該站台結構設計規劃之方式，並確

認該站台的安全性，表示該站台即使發生傾倒之情事，也只會直接垮下，

而不會向兩旁翻覆。 

2. 被告主張： 

� 被告在審查階段，提及對飛航安全、環境影響、城鎮整體影響等等方面的

考量，而原告皆已做出說明。 

� 被告最後以全體委員會委員投票表決的方式決議否決該基站塔台建置之

申請，並提交各項書面資料供法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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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判決 

法院依據各委員之陳述與紀錄，認為該委員會之委員本身即具有專家之身分，

且皆詳實記載到現場勘驗之內容與建議，故判定被告勝訴。其較具體之說明理由

包括： 

� 據某位委員的勘驗紀錄表示：「我所看到的預定位址的情況：一片天然、空

曠、未開發的沃土，西面有潺潺小溪流過…」 

� 據某位委員的勘驗紀錄表示：「我詳細的查驗了該場址，並且在昨天花了很

多時間留在那裡。那裡現在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那裏有美麗的森林，小鎮的

珍寶，那片林木應該留在那兒，它們需要一個空曠的場所留下。」 

� 據某位委員的勘驗紀錄表示：「依我的看法，那個區域目前主要是住宅區外

圍仳鄰著農業區，以及一片最近由該鎮編列預算購置買下的林地。那裡應該

是被預期作為保持原始樣貌的開闊空間。該區域目前主要是由林間小徑提供

交通途徑，有很多甚至是未鋪路面的！我認為，這項建設將會和鄰近區域用

途相衝突，未來的房產價值將因此受到影響，而目前既有的房產價值更是會

因為該塔台基站的架設而蒙受損失。」 

� 據某位委員的勘驗紀錄表示：「那兒現在是一片美麗的鄉間情景，若在那裡

蓋了一座這樣體積的塔台，將會成為對當地居民的一個障礙物！他們將會遭

遇到一項不快的情境，並且在該建物完成後設法搬離該區。」 

� 法院根據以上委員的勘驗紀錄作為證詞，認定委員會作成該項決議，主要著

眼於該建物對於環境與房產價值的影響。而該委員會的主席亦證言：「我們

直到本月親自赴現場勘驗，並整理一切我們所發現的事件後，才做出最後的

決議」。依據該次現場勘驗結果，委員會決議，認為該站台之建置，將會和

鄰近區域的使用不協調，並造成當地房產價值的降低，也將因此形成該鎮未

來發展的障礙。   

� 法院認為，該委員會的現場勘驗所發現的結果，即可作為該特殊使用申請的

否決依據。而該委員會對於該場地勘驗的點滴蒐集所獲取之資料與調查結

果，即可構成法定的證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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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例 D – 日本判例 

判例編號：平成 18年(ワ)第 2099号 工事妨害禁止等請求事件 

判決時間：平成 20年(2008年)5月 30日 

判決法院：日本札幌地方法院 

原告：E 株 式 会 社 

被告：M マ ン シ ョ ン 管 理 組 合 

(一)案件概述 

SoftBank與大樓管管委會理事長簽訂 10年契約，在其公寓大樓頂樓設置行動

電話基地台，但因住戶抗爭，阻止基地台工程進行，因此 SoftBank 向札幌地方法

院控告該大樓管理委員會，要求管委會履行契約，停止妨害基地台工程進行之行

為。 

住戶主張，該大樓頂樓設置基地台屬於重大事項，需經由大樓全體住戶同意方

可設置， SoftBank並未獲得大樓每一位住戶支持設置基地台，SoftBank與管理委

員會所簽訂之契約因違反誠信原則無效。另，部分居民主張在基地台電磁波對人

體影響未獲得科學明確證明之前，在對身體健康有害的疑慮下，基地台設施對於

民眾身心健康有重大影響，因此基地台的設置必須獲得每一位居民的認同方可設

置。 

 

(二)案件爭點 

� 原告主張 

原告與大樓管理委員會理事長簽訂契約載明租賃期限至平成 27 年 11 月 14

日，年租金 60萬日圓，將大樓頂樓租用於設置電信通訊事業設備，原告請求確認

租賃權，並要求被告履行契約，對於契約所載明之電信設備架設之工程，停止妨

礙的行為。 

依照被告住戶所訂定之管理規則，大樓共有之部分停車場與專用部分除外，需

經住戶所組成之管理委員會決議，變更使用需要半數以上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

三以上表決同意方可通過。因此在平成 17年 10月 29日所舉行的臨時大會中，基

地台設置提議案表決中，管委會成員出席全員共 12名，22名以委任狀方式委託，

34 名以議決權行使書委託委任人，在本案議決時，出席者 9 名同意，委任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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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0名同意，議決權行使書委託者 30名同意，贊成通過人數共 59名，超過四分

之三，因此贊成設置的居民屬於多數，此項紀錄記錄於會議記錄中。 

 

� 被告主張 

被告認為，原告所簽訂之契約對象為管理委員會理事長，被告認為理事長無權

代為行使權限簽訂契約，並且超過民法 602 條所規定之契約期間，超越管理委員

會之權限，本案契約期限長達 10年，大樓頂樓設置看板、廣告等設備屬共用部分

之一部份使用，需經由大樓管理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但本案在管委會決議權的

使用上錯誤使用，並未說明基地台電磁波之健康危害風險，使得委員會在未明白

基地台電磁波風險前投票決議，原告在說明責任上之懈怠，因此在契約意思形成

過程中產生瑕疵，因此被告主張本契約無效。 

 

(三)法院判決 

長期租約(本案長達十年)，依照日本民法 602條 3號所規定之時間還長三倍，

中途解除契約的難度高，本案在大樓頂部所設置的面積相當廣，因此屬於重大事

項，已超越管委會之權限，必須要經過全體住戶表決同意，但本案契約，係由大

樓管理人與業者所締結，而大樓管理人並無實質代理權限故就契約本身為無效。

不論電磁波對人體的實際影響，大樓頂上設置基地台裝置會影響地價是不可否認

的事實，因此契約之締結必須經由全體住戶同意。是故，本案駁回原告之訴求。 

就本案基地台的設置而言，因基地台設置在大樓樓頂涉及共有物之使用與處

分，屬於一般民法問題。但是，法院似乎也考量基地台之設置，屬於重大處分行

為，管理委員會基本上只有管理權限，沒有處分權，如要處分則必須經過全體共

有人的同意。同樣的判決結果，也可能發生在樓頂設置大型看板廣告等其他可能

引起住戶反對之標的物。在台灣則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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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判例 E – 日本判例 

案件編號：平成 14(ワ)821 

判決時間：平成 19年(2007)06月 25日 

判決法院：熊本地方裁判所民事第 3部 

原告：電塔附近居民 

被告：架設電塔之業者 

(一)案件概述 

被告於本案兩處地址架設行動電話基地台鐵塔，而周邊居民認為行動電話基地

台所發射之電磁波對人體會有損害，以及鐵塔會有倒塌之危險，居民基於人格權，

向地方法院提出告訴，要求停止架設行動電話基地台鐵塔。 

(二)案件爭點 

� 原告主張 

行動電話基地台電磁波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原告主張並舉證電磁波具有危險

性，且被告所依據的電磁波防護標準值並不安全，另外原告在測量鐵塔周遭的電

磁波功率密度與被告所提供之數值產生差異，原告認為本案實際的電磁波強度遠

高於被告所提出之數值的可能性相當大。當地有一居民在本基地台設置後，產生

高血壓、失眠、耳鳴等症狀，經診斷被判定為「電磁波過敏症」，另外在鐵塔的

安全問題上，原告指證當地有活動斷層，在地震來臨時該鐵塔會有倒塌之危險，

因此要求被告移除基地台鐵塔。 

� 被告主張 

被告指出，該基地台之設置一切按照總務省所制訂之電波法之規定，基地台之

功率依照國家標準之規定，關於電磁波過敏症(Electro-Hyper-Sensitivity，EHS)之問

題，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指出，與電磁波無關的環境因子也會影響患者，例如日光

燈閃爍也會造成暈眩，室內空氣品質不良等問題都會產生影響，世界衛生組織目

前並沒有明確承認電磁波對於健康具有不良影響。至於鐵塔倒塌之問題，被告認

為本案鐵塔是依照比現行建築法規更嚴格的 NTT的設計規範去架設，因此並無倒

塌的安全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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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判決 

� 對於人格權的侵犯，法官認為在考量公共利益與被侵犯的實際情形，此部

分的判決請參照，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7 年 7 月 7 日第二小法廷判決・民集

49巻 7号 1870頁，同法院同日第二小法廷判決・民集 49巻 7号 2599頁之

內容，在公眾利益與個人權益被侵犯的考量下做出權衡。 

� 電磁波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法院認為本案電磁波標準合乎日本總務省電波

法實行規則之規範，至於居民產生電磁波敏感症之問題，並無直接證據可

直接歸因於基地台電磁波之影響。 

� 依照日本氣象廳在平成 17 年 3 月 23 日提出之「全國地震概觀與地震預測

地圖」所示，熊本縣內在未來 30 年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7.6 以上之地震機率

為 0至 6%，同報告，發生震度 6以上之地震機率為 2.6%，本件行動電話基

地台鐵塔所設置之地層屬於堅硬沙礫岩層，無地震倒塌之疑慮，但行動電

話基地台鐵塔與居民住家所距離之距離仍可有檢討的必要。 

� 本案的電磁波對健康影響與鐵塔之安全性，法院認為並沒有具體的證據會

產生，因此法院駁回原告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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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判例 F – 英國判例 

判例：Jodie Phillips v. (1) First Secretary of State (2) Havant Borough Council (3) 

Hutchinson 3G (UK) Limited 

案件編號：CO/2229/2003 

判決時間：2003年 10月 22日 

判決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QUEENS BENCH DIVISION 

ADMINISTRATIVE COURT 

原告：JODIE PHILLIPS Claimant 

被告：(1) FIRST SECRETARY OF STATE 

(2) HAVANT BOROUGH COUNCIL 

(3) HUTCHISON 3G (UK) LIMITED 

(一)案件概述 

原告 Jodie Phillips 居住在 Waterloo Ville，他對於由該郡的第一秘書長(First 

Secretary of State)簽署通過的都市計畫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90)有異

議，依據此法，Hutchinson 3G (UK)得到了許可在他住居附近建立一座行動電話基

地台與天線。原告認為行動電話天線設置對該地區會有可見的衝擊 (visual 

impact)，以及健康風險，原告認為 Hutchinson 3G在基地台位址遴選上並沒有公平

的說明，使得基地台的位址得以更改。被告第一秘書長表示對原告權利之申訴表

示關切，並且重新考慮修正先前的決議。哈文特區政議會(Havant Borough Council)

也表示他們並非要為此項訴訟辯護，Hutchinson 3G則認為他們建立基地台的程序

一切依照法律程序並未違法。 

2002年 9月 19日 Hutchinson 3G行動電話公司依法向都市計畫局(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依照主管機關的核可，提出基地台天線的架設申請。該公司欲架

設一座 12.5公尺高的行動電話天線塔與相關的機房設備在 Hambledon路，該基地

台位址就在原告 Jodie Phillips住家的附近，申請書上附上了基地台的架設規劃書以

及基地台收訊覆蓋範圍等資料，在該公司提出的架設規劃書中指出，此項的行動

電話基地台的架設包括天線塔以及相關的機房設備的尺寸大小限制了該座基地台

的位址，從覆蓋範圍的規劃中，該基地台的覆蓋範圍的直徑約為 1.5公里至 2公里，

而基地台必須設置在覆蓋範圍中心的 1 至 200 公尺之內，如果基地台天線沒有依

照此項規劃去設立，將使得行動電話服務出現缺口，使得該公司的行動電話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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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區域無法使用行動電話服務，在該地點設置基地台有其必要性，並可避免鄰

近基地台的重複覆蓋的問題。 

Hutchinson 3G 在地址遴選計畫中提出另外五個候選的地址，但各有技術問

題、覆蓋率不佳以及所有土地用途限制等因素，否決了這些候選地址，而最終選

擇了 Hambledon為架設基地台天線的最佳地點。2002年 10月 1日，政議會通知原

告以及附近的居民，該基地台建置申請案通過，2002年 10 月 20日原告以及當地

居民向政議會提出書面申訴指出基地台的設置對該地區會產生可見的衝擊與健康

風險，並且質疑業者提出基地台天線安全性的證據無法令人信服，缺乏足夠的研

究來支持基地台安全性的論點，另外在基地台申請建置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並沒

有依照規定時間內公告，未給予居民有足夠的時間反映意見。2002年 12月 14日

政議會因為基地台對當地會產生可見的衝擊以及民眾對健康影響的反彈，決議撤

回行動電話業者的申請。 

(二) 案件爭點 

� 原告主張 

原告主要的主張在於程序的不公平，在基地台位址的遴選與申請的程序中，業

者沒有依照相關規定的日期公告辦理，讓附近居民能有充分時間表達自己的意

見，Hutchinson 3G送交給居民的通知也比法定時間晚兩週。基地台的設置屬於相

當敏感的議題，決策的形成是相當重大的決定，原告要求市議會要重新審視此案。 

� 被告主張 

被告認為，在基地台位址遴選有提出五個候選地址，但各自有不同的問題因此

不作為最終位址。另外被告認為，本案依照法定時程送交各項文件與申請，地方

政議會應該在收到申請案後儘速公告，政議會應該在收到申請案的起使日的兩週

內針對此案組成代表審議，在起使日六週內送交政議會大會審議。而都市計畫局

必須在申請案起使日六週內針對本案完成調查與準備相關文件送交州秘書長簽

署，議會代表意見以及都市計畫局的審議意見需在起使日九週內一同送交於州秘

書長處。對本案有興趣的人，相關的意見要在本案起使日六週內送交議會代表。

州秘書長要在以上規定的時間期限內做出決議。 

 

(三)法院判決 

基於原告所提之理由，法院認為，本案在申請程序上有不公平之處，在基地台

位址遴選的過程中必須更透明公開，給予居民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權益，因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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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基地台之設置申請案，而州秘書長也同意針對敏感的議題重新檢討，重新審

議基地台設置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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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由上述判例分析可知，法官並未直接接受電磁波對人身心產生影響的論述做出

判決，業者與當地居民的紛爭主要在釐清所有權的認定以及程序是否有瑕疵，基

地台之設立除了基地台所在之大樓需要締結合法的使用契約之外，施工時必須合

於電信相關法規，法院並未直接支持行動電話基地台對人體健康有顯著影響之立

論。另外對於鄰人的權利義務在上述案例中並未充分討論，除非有顯著證據支持

基地台設立會影響鄰近地區之不動產價值，否則鄰近地區的居民的權益並未獲得

充分保障。 

行動電話基地台的管制牽涉行動通訊普及的公共利益以及電磁波可能影響身

體健康的個人利益，在政策與實務上要如何克服其問題實有其困難性，但在行動

通訊產業蓬勃發展的趨勢下，政策與法律必須盡力降低電磁波對人體與心理健康

的影響，在產業發展與國民健康的天平上取得平衡已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判例 A， B， C 中，由於被告係為政府機構，故為類似我國行政法上所

探討之問題。我們可以發現，此三案例中，著重之要點皆在於實質證據之認定、

舉證責任之歸屬、及補償措施之進行。此三問題皆為我國行政法上關於第三人效

力處分之重要探討議題。第三人效力處分近年來已漸次擴展到建築法與公害防治

法上之鄰人訴訟，其需探討之問題首為利害關係人之認定與意見陳述之採用。 

而我國在討論相關問題時，尚需先解決管轄權爭議之問題。因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為獨立機關，故不受行政院之管轄。然我國因獨立機關之運作尚屬先期階段，

對於各機關間之權責時有未能完全釐清之處，訴願受理機關當然亦會發生不同單

位間見解不同之情事。故管轄權爭議主要在於 NCC 與行政院間關於訴願申請之

管轄權問題，須能獲得共識，此係兩機關間之組織法規與行政救濟法規之深奧問

題，在此不多做探討。 

由 A， B， C 三個美國判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其舉辦公聽會等程序亦與我

國關於第三人效力處分之作法極為類似，故可為我國相關問題之參考。由於美國

普通法(Common Law)之特性，本報告所提到許多爭點，法院判決時皆以相關案例

類推適用而做決定，故本團隊若繼續研析這些案例，比較其發生情境(scenario)，

做完整的研究與分析，將可對於我國相關行政處分之進行提供重要之參考。 

在判例 D 中，主要爭點在於電信業者與社區管委會間決定權限之問題。在我

國包括民法物權編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亦相當重視。而日本法亦為我國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制修訂之重要參考，故本案例對於我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民法物權編

之修訂可作為重要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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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例 E 中，主要爭點在於民眾對於電塔對於健康之顧慮與安全之考量。因

目前尚無科學證據可提出具體之證明，故若業者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依法得予

以保障。此項議題涉及電磁波對於人體健康影響之評估分析研究，盼我國網路通

訊國家型計畫關於此議題能做出專業持平之研究報告供參考。 

在判例 F 中，主要爭點在於處理程序有不適當之處，當事人應如何尋求救

濟。在此判例中法院判定得申請撤銷之，此情形與我國類似。 

前述六個案例，包含了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在行政法與民法等法律方面之案

例收集與分析。至於歐洲大陸法系國家，如德、法、奧等國，因需精通該國法律

用語與觀念之人才，方始適合進行相關案例研析。建議可請學術研究單位，專精

於行政法第三人效力處分領域之專家，並具備大陸法系語言能力之學者，進行相

關研究案來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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