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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學說對於國家責任之探討多集中於國家賠償責任及損失補償責任兩

大面向，但隨著現代管制國家的形成，國家管制手段以多種面向的深入

市民社會中，國家責任亦不應自我侷限於結果面的橫向觀察，而應隨著

不同的管制手段作縱向的觀察。本文由民間參予公共建設之議題為例，

嘗試就國家責任隨著國家管制手段作一系列的觀察，同時探討我國相關

公共建設的法制建構，是否真是將民間資源適度導入一般人民真正需求

的公共建設中，以提昇人民全體之福利﹔或僅是將國家的補助濫用在扶

助特定私人上，反而更有害於資源分配的最佳狀態及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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