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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評的功能
•提出累積性及大尺度之環境效
應
•使替代方案的機制充分發揮效
果
•促進永續發展

政策環評的適用範圍
只要①政策、計畫、方案的內容, 包含了對
“應實施個案環評之開發行為”而言具有
重要意義的決定 (例如: 大小規模、開發地
點、特性、自然資源的需求等的決定 ) , 而
該決定對於開發許可主管機關具有法律上
的拘束力, 且②政策、計畫、方案實施結果
可能產生嚴重的環境影響, 都必須實施政策
環評。

範疇界定
• 任務 :決定計畫、方案或政策中的哪些部分應被調查、評估, 哪方面
的環境問題應被重點調查、評估, 調查的項目與詳細程度(深度)以及
運用什麼方法來進行調查、評估。
• 意義:範疇界定對於政策環評進行效率、評估品質的提高以及程序的
完善, 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不應忽視。
• 宜強制規定應實施範疇界定, 並要求相關機關(業務受政策、計畫、方
案影響之環境、健康主管機關)參與範疇界定。
• 相關機關參與政策環評之範疇界定, 一方面有助於政策、計畫、方案
之研提機關及時調查與政策、計畫、方案權衡有關之環境利益、 使
用正確調查方法、避免不必要之調查等。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為相關
機關在後階段程序提出之意見, 而必須修改、補充或重新擬訂政策、
計畫、方案的草案。

製作政策評估說明書
• 政策評估說明書是記載初步調查、評估結
果的文件,相當於個案環評開發單位應提出
之環境影響說明書
• 政策評估說明書是作為相關機關及民眾參
與政策環評的基礎
• 最晚必須在相關機關及民眾參與政策環評
程序進行前, 政策評估說明書就必須存在

政策評估說明書應記載事項
• 我國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6條所規定政策評估說明書應
記載事項
(包括: 一、政策研提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之名稱。 二、政策之名稱
及其目的。 三、政策之背景及內容。四、替代方案分析。五、政策
可能造成環境影響之評定。六、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七、
結論及建議。 )
• 除此之外, 建議增加下列事項:
1.
2.
3.
4.
5.

與其他相關計畫、方案或政策彼此關係之說明
環境現況
均衡(彌補)嚴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監測措施
非技術性的摘要

相關機關及民眾的參與
• 宜強制要求業務受政策影響的機關參與政策環評
程序,一方面可以確保政策環評所使用的資訊完善,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政策、計畫、方案在事後因
為相關機關提出意見而必須修改。
• 民眾參與政策環評程序有助於決策程序的透明化,
促進政策環評所使用資訊之完善, 進而使調查、
評估更加適當、完備, 而且事前與利害關係人適
當的溝通, 可以避免民眾的抗爭, 導致政策實施的
遲延, 因此宜透過規定強化民眾的參與, 至少對於
利害關係人應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參與機制。

再次審查政策評估說明書
• 在相關機關及民眾參與政策環評程序結束
後, 應在兼顧相關機關及民眾提出意見的前
提下, 再次審查政策評估說明書(初稿)的記
載與評估。
• 對於政策、計畫、方案可能產生之環境影
響, 如果從相關機關及民眾提出之意見得出
新的認識, 就有調整政策評估說明書的必要。

政策制訂兼顧政策環評結果
• 政策環評的目的是否能有效達成, 取決於最終如
何處理政策環評結果。
• 建議規定政策、計畫、方案研提機關在制訂或修
改政策、計畫、方案的程序中, 應兼顧政策評估
說明書的再審查結果, 也就是最終的政策環評結
果。也就是說政策、計畫、方案研提機關於進行
政策、計畫、方案權衡時, 必須顧及政策環評結
果, 使環境利益在政策、計畫、方案制訂或修改
程序中有進入的途徑。

公告
為增進政策、計畫、方案決定之合理性, 加
強政策、計畫、方案研提機關遵守環境影
響評估的規定, 宜規定要求政策、計畫、方
案研提機關, 將政策、計畫、方案之最終決
定以及政策、計畫、方案如何兼顧環境影
響評估結果的說明資料等予以公告或對外
開放提供民眾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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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開發行為環評由於層級較低, 適用時點較晚等特性, 迭有功能不彰的情形發
生。為了彌補開發行為環評的缺點, 近年來國際間因此開始推動實施政策環評。
政策環評事實上比開發行為環評更應受到重視, 因其對於環境造成的影響更為
深廣1, 且對於永續發展理念的落實意義重大。
歐盟為解決開發行為環評的不足以及落實永續發展理念, 於 2001 年 6 月頒布
「策略性環境評估指導準則」(die Plan-Umweltprüfung- Richtlinie)2, 規定其會員國
應對特定之計畫及方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並要求各會員國在 2004 年 7 月 21 日
前, 將這項準則轉化為內國法。德國為歐盟會員國, 其引入歐盟「策略性環境評
估指導準則」共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透過 2004 年 6 月頒布的“建設法
適應歐盟準則條例”(Das Gesetz zur Anpassung des Baugesetzbuchs an
EU-Richtlinien)3引入。第二個階段係透過 2005 年 6 月頒布的“導入策略環評及轉
化歐盟 2001/42 /EG 準則條例”(Das Gesetz zur Einführung einer Strategischen
Umweltprüfung und zur Umsetzung der Richtlinie 2001/42 EG)4引入 。鑑於德國的
政策環評法制度設計頗為完善, 因此本文乃參考德國政策環評相關法規, 提出一
些意見, 以作為我國改善政策環評相關法規之參考。
貳、政策環評的功能
一、提出累積性及大尺度之環境效應
個案型環評通常只能針對一項開發案獨立評估, 對於和這項開發案同在一
個地區同時進行或預定進行之其他開發行為可能產生的累積性環境影響, 難以
有效涵蓋5 。而且眾多較小規模, 無須實施環評的開發行為的累積衝擊也往往被
忽視, 缺乏整體環境之考量。而較高層級之政策環評則是從整體影響的角度, 來
探討政策中各種不同措施所衍生之累積性環境影響, 包括空間上、時間上的累積,
進行整體環境衝擊考量。也就是說政策環評強調累積、加總、整體的環境影響, 因
此較能確保高品質的環境保護水平。
二、使替代方案的機制充分發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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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替代方案的提出, 可以了解環境衝擊減輕對策的內涵, 落實開發與環境
衝擊的平衡6。然而開發行為通常是在落實上位計畫或政策, 有明確的時空範圍,
可替代之變動性較小。所以開發單位一般只能提供工程替代、技術替代7。但有
時工程替代、技術替代無法發揮顯著的減輕環境衝擊的效果。
政策環評是在政策規劃階段實施, 可以考慮地點的替代方案8。地點的替代方
案涉及政策所規劃的各種開發案將在何處實施的問題。經由選擇適當的政策實施
地點, 可以避免或減輕有重要價值的環境資源受到侵害。此外, 政策環評程序中
還可以考量政策目標達成形式的替代方案9, 政策層次愈高, 可更動調整的幅度
愈大。
三、促進永續發展
環境可能遭受之累積性衝擊影響, 如果超過環境承載力10, 很可能就無法維持
環境之永續發展。政策環評強調探討政策所衍生之各項措施所帶來之累積、加
總、整體的環境影響, 並據以推動總量管制, 可以控制避免政策帶來的環境衝擊
超過環境承載力, 進而可促進永續發展11。
參、政策環評的適用範圍
會造成嚴重的環境影響, 主要來源於應實施個案環評的開發行為。但是涉及
開發行為的重要決定, 例如： 大小規模、開發地點、特性、自然資源的需求等, 如
果在上位的政策、計畫、方案形成階段已確定, 就無法在開發許可程序中, 為了
避免或減輕嚴重的不利環境影響而再變更, 那麼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的意義
就無法充分發揮。為彌補此缺點, 才實施政策環評。所以上位的政策、計畫、方
案, 若對應實施個案環評的開發案的許可, 已經提前作成了一些重要決定, 就必
須實施政策環評。
因此,本文認為只要①政策、計畫、方案的內容, 包含了對“應實施個案環
評之開發行為”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決定, 而該決定對於開發許可主管機關具
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且②政策、計畫、方案實施結果可能產生嚴重的環境影響, 都
必須實施政策環評。
肆、範疇界定
範疇界定是政策環評程序的第一個步驟, 是確定後續政策環評程序進行方
向的重要步驟。其任務在於討論、界定適當的調查、評估的範圍、深度以及方法
等。亦即在範疇界定程序中, 必須決定計畫、方案或政策中的哪些部分應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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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童慶斌、陳韻如, (同註 10), 頁 2。
2
7

查、評估, 哪方面的環境問題應被重點調查、評估, 調查的項目與詳細程度(深度)
以及運用什麼方法來進行調查、評估12。此外, 計畫、方案或政策如果是多階段
程序中的一環, 那麼就存在被重複評估的可能。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複評估, 政
策環評程序中的範疇界定, 應設定調查、評估的重點, 並按照重點決定, 哪一個
階段特定的環境問題應被調查、評估13。將環境影響評估分段進行,一方面可以使
錯綜複雜的環境影響評估簡化, 另一方面可以減輕個案環評的負擔14。因為政策
環評所完成的調查資料, 可以讓下階段的計畫、方案或政策的政策環評或個案環
評帶入繼續使用。
範疇界定對於政策環評進行效率、評估品質的提高以及程序的完善, 具有決
定性的影響15, 是政策環評程序的核心要素之一, 不應忽視。所以, 本文認為未來
增修政策環評相關法規時, 宜強制規定應實施範疇界定, 並要求相關機關(業務
受政策、計畫、方案影響之環境、健康主管機關)參與範疇界定。相關機關參與
政策環評之範疇界定, 一方面有助於政策、計畫、方案之研提機關及時調查與政
策、計畫、方案權衡有關之環境利益、 使用正確調查方法、避免不必要之調查
等16。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為相關機關在後階段程序提出之意見, 而必須修改、
補充或重新擬訂政策、計畫、方案的草案17。因此, 相關機關參與政策環評之範
疇界定, 也可以使時間及金錢花費都獲得節約, 對於政策環評程序以及整個計
畫、方案或政策之決策程序的效率而言深具意義。
伍、製作政策評估說明書
政策評估說明書(環境報告書18)是記載初步調查、評估結果的文件。該文件
相當於個案環評開發單位應提出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要求製作政策評估說明書,
旨在於促使計畫、方案或政策之研提機關, 儘早將重要的初步調查、評估結果,
集中在一個文件中, 以作為相關機關及民眾參與政策環評的基礎19。因為政策評
估說明書編製的根本目的之一, 是使相關機關及民眾能有效參與政策環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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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策評估說明書應儘早編製, 最晚必須在相關機關及民眾參與政策環評程
序進行前, 政策評估說明書就必須存在20。
那麼, 政策評估說明書究竟應記載哪些事項? 除了我國政府政策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辦法第 6 條以及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第 2 點規定, 政策評估說
明書應記載事項(包括：一、政策研提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之名稱。二、政策之
名稱及其目的。三、政策之背景及內容。四、替代方案分析。五、政策可能造成
環境影響之評定。六、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七、結論及建議。)之
外, 本文參考德國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g 條第 2 項規定, 建議增加下列事項：
1.與其他相關計畫、方案或政策彼此關係之說明
若其他相關的計畫、方案或政策, 可能與受評估之政策、計畫、方案, 產生
協同、累積的環境影響作用, 就應將二者的關係加以說明。
2.環境現況
對可能受政策、計畫、方案影響的地區之環境現況的了解, 是評估政策、
計畫、方案可能造成環境影響的基礎。欠缺這項基礎所作成的評估是不切合實
際的評估, 缺乏可信度。
3.均衡(彌補)嚴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國內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6 條關於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之作
成, 雖有要求記載"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第 6 款), 但對於不能避免
的環境危害, 並沒有要求提出均衡(彌補)之因應對策。而均衡(彌補)不能避免的
環境危害, 是達成永續發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有必要在政策形成階段就提出
來。
4.監測措施
環境影響的預測, 往往由於技術的不足、專業知識的欠缺、經費短缺等因
素, 存在判斷上的不確定, 預測效果不如預期。而擬訂監測措施, 可儘早發現
事先沒有預見之不利環境影響, 並即時提出適當的彌補措施。
5.非技術性的摘要
準備一份非技術性的摘要, 可以讓民眾容易了解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上所
記載事項的內涵, 進而能有效參與政策環評程序。
陸、相關機關及民眾的參與
一、相關機關的參與
行政機關的業務, 如果與環境、健康相關(包括地方環境、健康主管機關),且
可能受政策、計畫、方案影響, 則事前有與之溝通、協調之必要。一方面可以確
保政策環評所使用的資訊完善,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政策、計畫、方案在事後因
為相關機關提出意見而必須修改。因此, 本文認為宜規定強制要求業務受政策影
響的機關參與政策環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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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參與
鑑於民眾參與政策環評程序有助於決策程序的透明化, 促進政策環評所使
用資訊之完善, 進而使調查、評估更加適當、完備, 而且事前與利害關係人適當
的溝通, 可以避免民眾的抗爭, 導致政策實施的遲延。因此, 本文建議透過規定
強化民眾的參與, 至少對於利害關係人應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參與機制。
柒、再次審查政策評估說明書
政策評估說明書是相關機關及民眾參與的基礎資料, 這只是初稿, 也就是暫
時性的環境影響評估記載。在相關機關及民眾參與政策環評程序結束後, 應在兼
顧相關機關及民眾提出意見的前提下, 再次審查政策評估說明書(初稿)的記載與
評估。亦即對於政策、計畫、方案可能產生之環境影響, 如果從相關機關及民眾
提出之意見得出新的認識, 就有調整政策評估說明書的必要21。也就是說政策環
評的調查與評估分成二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相關機關及民眾參與進行之前實施,
由政策研提機關自行調查、評估, 並將結果加以記載, 作成評估說明書初稿。 第
二階段在相關機關及民眾參與結束之後,如果從相關機關及民眾提出之意見獲得
新的認識, 則原評估說明書的記載與評估就有調整之必要, 否則即可維持原第一
階段之調查與評估。
捌、政策制訂兼顧政策環評結果
實施政策環評的目的在於使環境利益提前在政策、計畫、方案形成階段即被
考量, 以確保高品質的環境保護水平, 促進永續發展。而政策環評的目的是否能
有效達成, 取決於最終如何處理政策環評結果。因此本文建議規定政策、計畫、
方案研提機關在制訂或修改政策、計畫、方案的程序中, 應兼顧政策評估說明書
的再審查結果, 也就是最終的政策環評結果。所謂兼顧係指政策、計畫、方案的
權衡應納入政策環評結果22。亦即政策、計畫、方案研提機關於進行政策、計畫、
方案權衡時, 必須顧及政策環評結果, 使環境利益在政策、計畫、方案制訂或修
改程序中找到進入的途徑。
玖、公告
為增進政策、計畫、方案決定之合理性, 加強政策、計畫、方案研提機關遵
守環境影響評估的規定, 宜規定要求政策、計畫、方案研提機關, 將政策、計畫、
方案之最終決定以及政策、計畫、方案如何兼顧環境影響評估結果的說明資料等
予以公告或對外開放提供民眾閱覽。
拾、結論
政策環評是達成永續發展的重要機制之一, 已逐漸為先進國家所廣泛實施。
而永續發展也是我國未來的願景。為了落實永續發展理念, 政策環評的法制度設
計不應流於形式、空泛, 否則難以達到政策環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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