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評制度改革論壇】
【場次一：誰的環評？－論環評制度之評估審查程序設計】與談稿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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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的修法一直視各界所引領企盼的，不論是環保團
體、政府機關、顧問公司或是財團。先前環保署也召開記者會宣示日後環評法的
修法方向，將加速環評審查效率，該過的就過，不該過的就要擋，同時也針對環
評法相關子法進行修正，希望能改正過去環評實務上的謬誤。今天這場座談會的
場次一：
【誰的環評？－論環評制度之評估審查程序設計】
，主要以評估審查程序
之設計為核心，探討委員會設置、一階環評程序、二階環評程序、環境現況差異
分析程序、公民訴訟條款規劃、落實民眾參與、平衡專業審查與在地科學，也同
時探討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的權責分配問題，及不同權責分
配下資訊評估的確實性等等問題。
從憲法、環境基本法、環評法以及最高行政法院相關判決可知，整體環境影響評
估制度，包括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環
評審查結論的追蹤考核與處罰（環評法第 16 條環說書及環評書之原申請內容變
動評估與審查、第 16 條之 1 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評估及審查、違
反相關環評法相關規定之行政罰與刑罰），不論是哪一個部分都是相當重要，惟
筆者學植未深，經驗尚淺，無法提出一個整體性的架構，但仍以自身經辦過的案
件提出一些反思，希望能就教各位先進：
一、通案性的問題
（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之公正性
為了確保環評委員會的公正性，因此環評委員的組成、比例以及迴避等規定，一
直是環評受人詬病之處。
以環評法第 3 條的環評委員組成比例來說，專家學者不得少於 2/3，然而在實際
操作上會面臨的問題是，如以環保署為例，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4 條環保署的環評委員一共 21 位，學者專家 14 位，
其餘 7 位則為官派委員，在面對重要的開發案，尤其是政府主力推動的案件，即
可操作成 7 位官派委員到場，而學者專家只要 4 位到場就可以開會議決，導致官
方仍可操作環評審查結論的情形。
面對此種情形，有人主張要降低官派委員比例或人數，也有主張應提高出席與表
決比例。拙見認為，基於責任政治要求，尤其是我國環評法具有環評否決機制，
若全由民間專家學者決定，恐有違責任政治，而且相關政府機關代表作為委員與
會仍有其必要性，例如涉及農地或林地開發，農委會代表委員的意見就可能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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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因此如要避免前述弊端，或許以提高出席開會與表決比例可能會是比較好
的方法。
至於迴避部分，在地方來說，如果環評主管機關與開發單位同一的時候，例如台
東美麗灣開發案或是北投纜車開發案，往往形成開發單位、環評主管機關、BOT
主辦機關三位一體的情形，歷經多年爭訟後，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針對此
弊端也明定：「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開發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為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之主辦機關，而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理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委員應全數迴避出席
會議及表決，委員會主席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另外就中央而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9
條第 1 項雖明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其機關委員應迴避討論及
表決。與審查各開發計畫有利害關係之委員，亦同。」但什麼是與開發計畫有「利
害關係」？概念上並不明確。縱使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恐怕也只
能透過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款提出具體事證來申請該委員迴避。因此或許未來可
以在環評法列明有哪些具體的情狀要主動迴避，這部分 EJA 版草案第 3 條之 2 就
有規範。
（二）開發單位與顧問公司間的鏈結及環評書件的客觀與正確性
顧問公司受開發單位所撰寫的環說書或是環評書，並不見得真的客觀與正確，相
信許多曾參與環評審查的委員、專家學者、當地居民與公益團體常常可以從開發
單位所撰寫的內容中找出謬誤的地方，甚至有些在定稿本還是有誤。但從顧問公
司就是受開發單位委託來撰寫的本質來說，顧問公司怎麼可能說自己老闆的開發
行為對環境有不好的影響，或是有些影響是無法補救。也因此顧問公司很可能就
會刻意隱藏對開發單位不利的部分，或以不小心「誤植」為由掩飾自己的錯誤，
甚至有時還會看到罐頭內容，也就是同一家顧問公司在不同的開發案竟有相同的
論述與文字。
因此要斷開顧問公司與開發單位的鏈結，增進環評書件的客觀與正確定，並對顧
問公司有適當的考核機制，應該是此次環評法修正應該要注意的部分。EJA 版草
案是採取由環評主管機關來製作環評書件，與環保署日前公開的修法方向一致，
但要怎麼遴選適合的顧問公司以及後續有效的考核監督等相關配套，可能也要充
分思考。
（三）民眾參與的落實
雖然環評制度已經是目前國內所有審查制度中，民眾參與機制最完整的，但在實
際操作上還是會有問題，例如雖然環評法規定開發單位必須在開發地點舉行公開
說明會，但實際上開發單位往往只願意開一場說明會，或者故意避開開發行為影
響最大的地方，只挑選較支持開發的地點舉行說明會，刻意塑造當地居民都很支
持開發案的假象。除此之外，開發單位舉辦的說明會大多是「報喜不報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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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開發行為帶來的經濟利益，卻未揭露開發行為的風險及對當地影響為何？
這些應該都是未來環評法改革上應當要求的地方。例如北宜新鐵的公開說明會，
筆者曾親自參加南港場的公開說明會，開發單位不斷強調未來北宜新鐵通車，南
港將成為台北通往東部的門戶，未來會有更多人潮與錢潮，但面對居民質疑究竟
路線在哪裡？是不是又要徵收人民的土地？但開發單位卻只推說環評未過之前，
無法確定路線。
另外，為尊重原住民族的權益，如開發行為位於原住民族土地，相關的通知與會
議也應通知當地部落會議（未來如果成立部落公法人，亦應通知）
，藉以落實原
基法第 21 條知情同意權。
（四）恢復一階環評的篩漏功能
現行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規定一階環評的審查結論具有「有條件通過環評」
的選項，此一規定迭遭學界抨擊，不但逾越母法，也破壞了一階環評的篩漏功能，
因此本次修法應當恢復一階環評的篩漏功能，刪除一階有條件通過環評的選項，
一旦認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即應進入二階環評。
另外現行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2 項容許開發單位在一階環評審查過程中，
可以自願進入二階環評審查，但此舉是否妥適仍有待商榷。因為一階環評的篩漏
功能在於 1.對環境有重大影響，應認定不應開發；2.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進
入二階審查；3.對環境無重大影響之虞，通過環評審查。但容許開發單位可以自
願進入二階環評審查，無異是架空了前述 1.不應開發的審查結論。
筆者建議，如果要取一個折衷的方法，或許可以在專案小組的建議結論為進入二
階審查時，才容許開發單位可以不經過環評大會議決，就自願進入二階審查程序，
以避免上開弊端發生。
（五）環評審查結論應以停止執行為原則
環評制度重在預防原則與預警原則，為避免像中科三期或美麗灣等案件「邊施工、
邊環評、邊訴訟」的荒謬情形再度上演，建議環評審查結論應改採「以停止執行
為原則」
，蓋環評審查結論的本質為「行政處分」
，在該行政處分尚未確定前，應
停止處分之效力，直到環評審查結論因無人爭訟或是已經確定之後，才發生效力，
即可避免因為不當的環評審查結論而導致環境不可回復的損害。EJA 版草案第 14
條之 1 也有類似的規定。
（六）公民訴訟條款
本條定性為公民訴訟條款，但現行條文仍限定為「受害」人民，似不符公民訴訟
條款之性質，因此 EJA 版草案第 23 條第 10 項參照美國潔淨水法的規定，將「受
害」人民修正為「事實上利益受損或可能受損之人民」。
就現行實務見解而言，在判斷撤銷訴訟或公民訴訟之「受害人民」的當事人適格，
也就是判斷是否「法律上利益受損」，大抵分成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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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序參與權受侵害」為由。
以「生存、工作、財產等權利或利益造成不良影響或重大影響之虞」為由。
以「法令要求列出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或線型開發行
為沿線兩側各 500 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及提出標示開發場所及附近 1 公
里至 5 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
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之地理位置圖，顯示該等法令認為至少開發行
為之 5 公里範圍內者，係受開發行為影響之地區，在此範圍內之居民可認為
屬於受開發行為影響之人民」為由。
但究竟要怎麼界定「事實上利益受損或可能受損」與「法律上利益受損」仍屬難
題。如以上述第 3 類來說，如在此範圍內的居民才具「法律上利益」，在此範圍
之外同村、里之居民，或者在開發行為所在地之外但依據環評法可以陳述意見參
與環評審查的村、里、鄉、鎮、市、區的居民，是否就算是具「事實上利益」的
人民？這點建議還是要盤點現行法規與實務見解，先釐清一些方向，並在立法理
由中說明。
除此之外，
「請求判令其執行」在概念上應該包括「課予義務訴訟」及「一般給
付訴訟」
，但實務上仍有判決誤認僅限於「課予義務訴訟」而不及於「一般給付
訴訟」，這部分也許可以在立法說明上加強，或者在其他法條增列強制拆除、回
復原狀等規定，以填補漏洞並杜絕投機。
1.
2.
3.

二、新竹關西復礦案
本件是位於新竹縣關西鎮的礦場開發案，早期在當地即存在許多礦場，但因為配
合水泥產業東移、避免礦源枯竭以及環保與水保要求，經濟部在 2004 年將新竹
關西指定為礦業保留區禁止開採，直到 2013 年 2 月 20 日又悄悄解禁，於是亞洲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泥）
、羅慶仁及羅慶江便向經濟部申請設定採礦權獲
准，並在 2015 年陸續在環保署進行礦業用地核定之環評審查作業。
本件的特殊點在於，開發地點位於開發場所緊鄰，開發行為同一，共用設備與索
道，顧問公司同一，形同是一個大礦場，只是分割成三個礦場，而這三個礦場各
自依環評法都必須進行環評，但如果三個礦場合併的話就必須進二階環評。本件
審查過程中，三案都抗拒合併評估合併審查，甚至不斷減縮面積，試圖規避二階
環評。縱使最終亞泥的專案小組作出三案併審進二階環評的建議結論，亞泥就在
環評大會召開前，技術性撤案，剩下羅慶仁與羅慶江兩個礦場亦再次大量減縮面
積，試圖推翻專案小組建議結論，但最終環評大會仍作出羅慶仁與羅慶江兩案併
案進二階的審查結論。
從本件來看，環評法第 15 條實有修正必要，應將同一場所同時或先後有二個以
上需要環評的開發行為，都應合併評估合併審查，並評估累積性影響。避免開發
單位刻意分拆開發面積，並利用時間差來規避更嚴格的二階環評。
除此之外，為避免審查程序的浪費與刻意規避不利的環評審查結論，應限制開發
單位於專案小組作出建議結論之後，就禁止撤回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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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泥金昌石礦環差案
本件是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的礦場開發案，金昌石礦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
昌公司）為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的子公司，與同為台泥所有的寶
來石礦與合盛源石礦申請聯合開發案。本件於 2008 年 2 月 21 日有條件通過一
階環評，但直到 2016 年都尚未實施開發行為。然而在這長達 8 年的期間，其中
2010 年 11 月「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
和平！大清水）環境影響說明書」有條件通過一階環評；2012 年 8 月蘇拉颱風
挾帶強風豪雨於花蓮縣秀林鄉登陸，引發秀林鄉和平村和平、和中、和仁發生土
石流沖進民宅的嚴重災情，至今只要有豪大雨或是颱風，和中地區居民就必須強
制離家避難。
現行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
「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審查，
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三年始實施開發行為時，應提出
環境現況差異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
不得實施開發行為。」本件金昌究竟是否應進行本條之環差分析，最大爭議點就
是哪一個才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姑且不論現行爭議，如以
環評法第 16 條之 1「避免環評所預測之環境影響程度與補救措施，與實施開發
行為時之環境現況發生出入，因而導致災害發生」的立法意旨而論，其實應自環
評審查通過後即應起算未實施開發行為的年限。目前 EJA 版修正草案第 16 條之
1 就是採取從通過環評審查後，逾 3 年始進行開發行為，即應進行環差分析。
四、潤泰保安林採礦案
本件是潤泰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潤泰）申請位於宜蘭縣南澳鄉的礦業用地核
定環評案，其礦業用地申請地位在宜蘭縣境內 2719 號水源涵養保安林，並已召
開三次專案小組會議及一次環評大會。
依據「保安林經營準則」第 13 條第 1 項：
「於保安林地內進行探礦、採礦或土石
採取，應由開發者提具開採應備之計畫，由該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
審核後邀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森林所在地鄉 (鎮、
市) 公所推舉具有代表性之住民實地勘查，認屬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林業
經營，始得依本法第九條指定施工界限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展開環
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作業。」也就是說在農委會未依本條規定認定潤泰在
2719 號水源涵養保安林中採礦係屬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前，潤
泰不得依環評法進行環評。最終審查結論也是以此為由，認定本件不予通過。
固然環評法所稱之開發行為本質上都屬多階段行政程序，在每個階段都有應適用
的法律與審查制度，但就其先後順序及關連性，至今環評法也無從給出明確的答
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環評程序中也猶如神隱一般，也不處理這個問題。實際
上這個問題是否要在環評法中解決，或是應該回歸各專法處理，都可以討論，但
至少先盤點開發行為必須具備那些條件或許可之後，才能進行環評程序，並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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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條件或許可要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自行檢驗後陳報環評主管機關，以避免此
種浪費行政程序成本的情形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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