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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的著作《寂靜

的春天》（Silent Spring）正式出版，成為美國和全球最暢銷書，引發社會上對於

環境生態保育的重視及對於環境涵容能力(Carrying Capacity )思維。隨後各國紛紛

透過立法確立環境權，包括 1969年通過的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與日本《東京

都防治公害條例》。環境影響評估之概念即源自於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經歷

40多年的發展，環評制度迄今已被超過 100個國家所採納。環評制度在發展初期

以自然環境品質為主要評估項目，1980年代在歐洲的迅速擴散，對於開發計畫所

關切項目也由環境面轉變為綜合經濟及社會的整合性評估。1990年代各國為了讓

環評發揮其功能，除了經由執行經驗回饋進行滾動時修正，也同時透過制度面的

調整，尤其在於民眾參與制度的設計，目的在於提升環評各階段在透明度、可信

賴度及共識決策等。 

然而，開發所對於不同利害關係人造成有差異性的衝擊與效益，隨著社會變

遷、生活水準及品質的改變，人類價值取向隨之變動，對生活週遭環境品質要求

及警覺性也相對提高，而容忍度相對越來越低，對於環評內容的價值判斷屢屢產

生異議或缺乏信任。回顧近年來得環評案件中，社會因素所造成非制度面的衝突

層出不窮且益發激烈，不但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更影響政府運作及產業發展，

其原因可歸咎於雙方在認知、價值判斷、利益及信任等因素的分歧。 

國內針對環評制度的修正及探討已有多年，而討論重點主要集中在透過制度

設計，包括權責機關、審理程序及民眾參與機制的檢討。中技社過去也針對環評

制度也有深入的探討，(2009年10月「開發設置制度與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研討會」、

2011、2013年「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與實務－風險評估與管理檢討」及「對環境資

源部的期望(Ⅱ)－台灣環境品質的變遷與展望」專題報告)。考量近年來非制度面

的「社會因素」對於環評制度的行政效率、程序正義、甚至是經濟產業發展影響

深遠，中技社跳脫制度面的思考，本年度研究重點在於尋求「社會因素」的正面

價值而非讓負面影響增溫，進而降低環評案的複雜度與爭議性，讓環評制度不再

是開發單位與環保團體的戰場。 

本專題報告目的在於透過「社會因素」的釐清，除了讓政府更進一步瞭解地

方居民及民間團體提出異議及訴求的立場與背景，以便透過制度面及運作面的調

整，將雙方的對立關係轉化為夥伴關係，共同為兼具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

福祉而各盡其職，也同時將地方居民及民間團體瞭解政府的運作模式，建構出雙

方的互信，避免不必要且影響國家發展的資源浪費。有鑑於上述考量，本報告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2%E9%9D%99%E7%9A%84%E6%98%A5%E5%A4%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2%E9%9D%99%E7%9A%84%E6%98%A5%E5%A4%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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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淺出的闡述方式，透過實際案例的剖析、制度調整的探討及理論面論述的串

聯與相互呼應，讓讀者能瞭解「社會因素」的實質內涵及可能的改善模式。 

第二章中案例分析協助觀察及了解環評制度下社會因素存在型態、發生原因

及所造成影響，由長期擔任環評委員的台北大學李育明教授所撰寫，以其實際參

與環評案件為探討基礎，經由「替代道路開發」、「工業區開發」、「風力發電廠設

置」等三件不同類型的環評案例為分析對象，首先剖析出環評制度下的 7 類利害

相關者(Stakeholder)及其中與社會因素最有直接關係的兩類，包括：(1)具「公民

訴訟」資格之「人民或公益團體」及；(2)當地居民、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其次，

透過案例分析釐清前述利害關係人所關切的議題，涵蓋了程序面(如開發行為的可

行性、影響範疇、評估程序)及引起衝突的價值判斷因素(包括衝擊程度及衝擊評

估準則)。 

衝突管理的目的在於避免(經濟與社會)成本增加、達成協議、協商彼此關係

及尋找互利空間，需掌握意見分歧的根本來源，因此由對於社會經濟變遷有長久

研究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陳筆研究員，針對第三章中案例內反映出的衝突類型，從

整體社會變遷趨勢，論述造成環評中實質面爭議的因素，包括：(1)整體社會對於

以人為核心與以環境為核心間價值判斷的演變與分歧；(2)成本效益的分布不對等，

即不同利害相關人受開發行為影響程度的差異；(3)社會的風險態度與理性能力，

即對於已知可能衝擊的接受程度及；(4)台灣公民社會的成熟和獨立民間團體的茁

壯。 

從與民間團體的討論中發現，對於政府缺乏信任為衝突產生關鍵，其產生原

因很大部分歸咎於環評制度下公民參與程度及各利害相關者之間的溝通不足。因

此本報告第四章由長期觀察環評制度的台灣大學林子倫教授，從程序面探討政府

與民間團體在認知及立場落差的背後因素，包括了既有制度不同階段下公民參與

的效力、環評制度中「風險」概念的定位及公民參與的實質問題，接著提出強化

公民參與及溝通模式的建議。 

希望透過上述的內容規劃，讓讀者對於「社會因素對環評制度的影響」的背

景因素有明確的認知，並於第五章中從不同利害關係者的角度提出具體建議，促

進環評過程中各方的協商，進而協助未來在制度面與執行面的調整，消弭政府與

民眾對於開發議題的對立與不信任，讓公民參與制度達到其協助提升環評品質與

效能的原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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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會因素對環評制度的影響」案例分析 

李育明 

一、前言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一般咸認為係美國於 1960年代後期所建立，依據國際

影響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mpact Assessment, IAIA）之定義，環

境影響評估係指（http://www.iaia.org）：在開發計畫做出決策之前，先行確認、預

測、評估以及減緩此計畫可能對於生物、物理、社會或其他影響之過程。而我國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4條將『環境影響評估』定義為：「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

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

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

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亦即，評估對象包括開發行為（個案）與政府政

策（政策），若就個案環評而言，整體流程則涵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之預測評估、

減輕環境影響之環境管理計畫研擬、環境影響相關書件之資訊揭露與審查、以及

後續之追蹤考核等程序。 

進一步說明個案環評之審查程序，個案環評之對象為「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5條規範11種可能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之開發行為，包括工廠興建、

道路開發、採礦、能源開發等。而所謂不良影響者則泛指（《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

細則》第 6條）：引起各種環境污染或公害現象，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破壞

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等。開發行為若屬《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簡稱認定標準）所列應實施環評者，

開發單位於此開發行為之規劃階段，即應在環保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開相關資

訊 15日，以提供給大眾閱覽並表達其意見；在參酌各界意見進行環評作業後，則

依相關規定編製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簡稱環說書）。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開發許可時，應一併提出環說書，再經其轉送到環保主管機關，進行程序審

查。若經審查認定符合相關程序規定，開發單位於收到主管機關通知後完成繳費，

則進入實體審查程序。 

個案環評轉送至環保主管機關後，環保主管機關須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

員會（以下稱環評委員會）進行審查，若審查過程委員認為環說書內容說明不足

或仍有待釐清之議題，可要求開發單位補正後，再行後續審查。環保主管機關應



4 

在收到環說書 50 日內，做成審查結論並公告之。審查結論分為（《環境影響評估

法施行細則》第 43條）： 

1.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2.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3.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4.認定不應開發；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若經認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而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評者，開發單位需

將環說書分送有關機關並陳列或揭示至少 30 日，期滿後亦應舉行公開說明會。而

環保主管機關於開發單位舉辦之公開說明會後，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

單位，一同界定第二階段環評範疇。開發單位根據上述意見進行環評後，編製成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簡稱評估書）初稿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獲致評

估書初稿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須會同相關機關與人員，進行現場勘察並舉行公

聽會。會後 30日內做成紀錄，與評估書初稿一併送交環保主管機關審查。評估書

初稿通過程序審查、繳費完成後，即進入實體審查程序，環保主管機關應在 60

日內做成審查結論。開發單位則按照審查結論修正評估書初稿，做成評估書，再

送至環保主管機關認可，評估書認可後，環保主管機關應將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摘

要公告，並刊登於公報。 

上述環評審查作業流程可圖示如圖 2-1（筆者依據環評法規定流程並參考環

保署網頁 http://oldweb.epa.gov.tw/FileDownload/FileHandler.ashx?FLID=9443 重新

繪製）。審查流程主要涉及開發單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及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等三方，各方所需作業之程序以顏色區分之，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分界點

則在於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近期若干環評行政訴訟案，其爭議點亦大

多環繞在環評委員會何以認定不會「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而可於第一階段即

通過環評審查。此外，以往法界並未將審查結論視為「行政處分」，直至 2003 年

「林內垃圾焚化廠興建」環評訴訟案，行政法院始將環評審查結論認定為行政處

分，進而受理環評相關之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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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流程 

除前述之審查程序規範與法律爭訟外，近來開發行為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可能因廣泛開放公眾參與，在環境保護之考量外，「社會議題」亦經常成為環評審

查討論之重點，甚有公眾或民間團體訴求環評審查亦應考量「公益性與必要性」。

本文因而選擇以下三案例探討分析環境影響評估之「社會議題」。 

1.「淡北道路」：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淡水河北側沿

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替代方案） 

2.「國光石化」：彰化縣西南角（大城）海埔地工業區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初稿） 

3.「風力發電」：苗栗縣竹南鎮、通霄鎮、苑裡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原名為：苗栗縣竹南鎮、後龍鎮、通霄鎮、苑裡鎮設置風力發

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二、利害相關者與關心議題分類 

在探討環評審查之社會議題之前，實有必要先行釐清環評審查過程之「利害

相關者」（Stakeholders，或稱『利益團體 Interested Party』）。首先，依據《環境影

響評估法》之界定，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之機關或個人，主要包括：(1)開發單位：

申請開發許可；(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3)環境保護主管機關：環

評審查與後續監督；以及(4)具「公民訴訟」資格之「人民或公益團體」。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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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來環評審查會議廣泛開放公眾參與，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旁聽要點》之界定，環評審查過程之利害相關者尚可包括(5)「當地居民、

居民代表、相關團體」等「旁聽人員」。若再將(6)民意代表、以及(7)媒體記者等

一併納入，環評審查過程之利害相關者於環評審查會議中，各自扮演出席、列席、

旁聽、以及報導等角色。 

至於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之公眾參與，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之規範，「當地

居民、居民代表」及「人民或公益團體」，則可申請環評審查會旁聽、參與「公開

（之）說明會」及「現場勘察、公聽會」，更可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 條

第 9 項之規定提起公民訴訟。此外，由於環評審查結論已視為行政處分，當地居

民亦可就環評審查結論之行政處分啟動「行政救濟」流程，以提起訴願或行政訴

訟。然而，近來諸多民間團體訴求之「行政聽證」，就筆者之觀察，其在環境影響

評估過程中，似仍尚未成為公眾參與之管道。 

上述七類環評審查過程之利害相關者，排除申請者、許可者與審查者，其餘

四類具「公眾」性質之利害相關者，其所關心之議題，依筆者參與環評審查之經

驗研判，大致可分類如下： 

1.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

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 

2.開發行為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延伸考量《土地徵收條例》規範之「公益性

及必要性」評估因素，包括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發

展因素等。 

3.公共工程類開發行為之可行性評估：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

要點》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規範之可行性評估，包括目

的、市場、技術、財務、法律、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等方面之評估內容。 

4.國民福祉與健康風險評估：廣泛討論開發行為可能造成國民福祉之損害（例

如壽命簡短、影響健康、房價下降等），並訴求進行健康風險評估等。 

5.程序議題：包括法規規範之不周全、環評書件之正確性、有關機關之程序認

定議題、審查會議議程安排與資訊公開等。 

上述五類議題，若嚴謹界定之，應僅有「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影響之程度及

範圍」直接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聯，然而，由於環評審查具有俗稱之「否決權」

（環評法第 14條第 1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

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再加上近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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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環境保護署普遍開放公眾參與環評審查會議，該類會議常成為各方表達意見之

平台，利害相關者關心之議題自然更趨廣泛。 

三、案例分析 

本單元主要藉由彙整、分析三項開發行為之環評審查過程，就個案彙整各利

害相關者關心之議題，以鑑別環評審查各方關注之「社會因素」，更期進而探討各

類社會議題對環評制度之可能影響。由於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之開發行為，通常較

地方主管機關審查之案件來得繁複，故本文僅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之開發行

為擇選討論對象，三案例分別為： 

1.「淡北道路」：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淡水河北側沿

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替代方案）； 

2.「國光石化」：彰化縣西南角（大城）海埔地工業區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初稿）； 

3.「風力發電」：苗栗縣竹南鎮、通霄鎮、苑裡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原名為：苗栗縣竹南鎮、後龍鎮、通霄鎮、苑裡鎮設置風力發

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淡北道路 

本計畫之原方案：『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簡稱「淡北快」）

計畫係於 1997年 12月由交通部提報行政院院會通過，並於 2000年 1月由交通部

公路總局提出『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可行性評估第一期工程建設計畫（淡水

外環道至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環境影響說明書』送環保署審查，經三次初審會

議，最終於 2000年 10 月 2日環保署第 75次委員會決議「認定不應開發」。其後，

台北縣政府水利局於 2008年 7月發布「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計畫」公告，全

長 4.7km，「形式上」未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模。全程擬分三段招標，第

一標工程預定於 2008年 12月開工。然而，該計畫因與「淡北快」位經相同路廊，

環保署乃於 2008年 11月 18日發函認定本計畫為「淡北快」計畫之替代方案，臺

北縣政府遂依規定備妥環境影響說明書由交通部於 2009 年 12 月 7 日轉本案至環

保署。 

本案基本資料說明如下，開發單位：新北市（原台北縣），基地行政區：新

北市原台北縣），開發計畫類別：道路之開發，開發規模：4.7km，其中 0.4km

位於台北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繳費日期：2010 年 3 月 18 日，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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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會議日期分別為：2010 年 4月 15 日、7月 15 日與 2011 年 4 月 15 日，其間

並就道路定位與紅樹林生態保育議題召開二次專家會議（2010 年 10 月 15 日及

2011年 1 月 18日），環保署環評委員會第 207次大會（2011年 6月 22日）決議

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2011年 7月 8日公告審查結論。 

淡北道路環評審查結論為（http://eiareport.epa.gov.tw/EIAWEB/main.aspx，環

保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一）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亦即本案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於施工及營運階段應履行下列負擔，如未切實

執行，則違反環評法第 17條規定，應依同法第 23條規定予以處分：（1）開發單

位應於新北市地政單位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確認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之地界，界址

指認完成確保迴避距離後，據以規劃工程基地範圍。(2)施工前，開發單位應於土

地完成徵收後，詳細完成計畫道路範圍內，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調查評估及

保存工作，送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始得動工。(3)臨近紅樹林保留區之基

地範圍，應先行設置施工圍籬後，始得進行工程施作；工程完成後應設置保護綠

籬或其他生態性隔離設施。(4)開發單位應於生態監督小組成立運作後，始得施工。

監督小組成員至少 15人，三分之一由居民代表擔任、三分之一為專家學者(機關、

民間團體各至少推薦 2人)、三分之一為機關代表。(5)工程完成後應持續進行長期

生態監測至少 6 年；如欲停止，應提出監測成果報告，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變更後

始得為之。(6)本環境影響說明書（以下簡稱環說書)定稿經該署備查後始得動工。

(7)應於開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該署預定施工

日期；採分段（分期）開發者，以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 1 次施工行為預定施

工日期為原則。（二）本案開發單位未來於施工及營運階段時，確實履行所提各

項污染物對環境影響預防及減輕之措施及上述所附負擔後，已無環評法第 8 條及

其施行細則第 19 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 

該項工程隨後於 2011年 12月 16日上午舉行工程之第 3A標基樁工程動土典

禮，亦即該計畫已進入施工階段。然而，當地居民王、陳二人等不服該項環評審

查結論之行政處分，以（一）本件開發範圍位處內政部劃設之「國家重要濕地」

及核定之「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海岸地區內，而依內政部提報核定之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計畫，應著重保育、復育與教育而非建設，至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之內容，限制道路開發，即不再建設國道或省道，本開發計畫與前開計畫等有顯

著不利衝突且不相容，該當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1款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

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者之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規定，卻未依法進行二階環評，

顯然違法。（二）環評法第 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9條並無開發單位採取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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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中所載各項減輕措施後再予認定有無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規定，原處分公

告事項第 2 點有關開發單位未來行為之事後審查並無法律依據且於法未合等為理

由提起訴願（http://www.ey.gov.tw/Hope_decision.aspx，行政院訴願決定查詢系

統）。 

行政院訴願會於 2012 年 2 月 17 日決定駁回該訴願，王、陳等人復於 2012

年 4月以六項主張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提起行政訴訟，經審理，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2013 年 9 月 4 日判決「訴願決定與原處分均撤銷」，亦即撤

銷本案審查結論。判決理由概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1年度訴字第 564號，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原處分以參加人「未來」已確實履行負擔，作為認定系爭開發計畫對環境無重大

影響之憑據，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43條之規定；系爭開發

基地位於國家級「淡水河紅樹林濕地」及海岸地區，所闢建之淡北快速道路又屬於省道

等級，與周圍之「國家重要濕地保護計畫」、「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有顯著不利之衝

突且不相容，又系爭道路從 0k-600公尺處開始幾乎係貼著「紅樹林自然保留區」邊緣興

建（最近處僅相距 1公分），一直延伸至 2km之竹圍國小前後，系爭道路第三標工程採高

架方式興建，對於「關渡隘口」之自然地景產生影響，終點部分又很可能經過關渡遺址

及史前文化層，對文化資產保存法所保護之前開環境資源及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卻

未依環評作業準則第 19之 1條第 5款規定預留足夠寬度、深度之緩衝帶，且對屬於農委

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多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鳥類及保育類野生昆蟲「渡邊氏東方蠟

蟲」之棲息、活動、生存環境及遷徙路徑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而構成環境影響評估法施

行細則第 19條第 1款、第 2款、第 3款所列「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情形，或至少有對

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而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原處分以「有條件」通過第一階段環評審查之方式，通過系爭開發計畫之

環評審查，不當剝奪當地居民參與環評審查程序之正當程序權利，亦屬違法；又系爭開

發基地位於「淡水河紅樹林溼地」及「淡水河口保護區」中之「竹圍紅樹林自然保護區」

範圍內，而系爭開發案又非屬於國土保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公益性設施或

經評估為與資源特性相容之產業活動，則被告遂以原處分「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亦違反行為時有效施行之「海岸開發環評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4 款之規定；另作

為「淡北快速道路」開發案之替代方案，系爭開發案與被告認定不應開發「淡北快速道

路」之理由(1)「影響淡水河紅樹林生態，並對沿線產生嚴重之景觀影響」相抵觸，被告

以原處分通過系爭開發計畫之環評審查，更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條第 3項之規定。

原處分既有上開諸多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原告執此指摘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違法，訴請將之併予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10 

此外，2013年 9月 5日的自由時報亦以「施工 1年 淡北道路 環評撤銷」為

題，對於本案有以下報導（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11228）： 

【環評委員會是在資訊完全不充足及不知新北市政府能否履行相關負擔的情況下，

作成審查結論，根本未確認開發案是否會破壞『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也未具體要求新北

市政府應設置多大的保護綠籬或何種隔離設施。】 

【其次，該開發基地位於國家級『淡水河紅樹林濕地』及海岸區，與周圍的『國家

重要濕地保護計劃』、『永續海岸發展方案』有顯著不利的衝突和不相容。】 

【判決並指出，開發案道路第三標工程採高架興建，對於『關渡隘口』自然地景產

生影響，且終點可能經過關渡遺址及史前文化層，對文化資產保存及環境資源特性有不

利影響。此外，開發案未依規定預留足夠寬度、深度的緩衝帶，對多種珍貴稀有保育類

鳥類及保育類野生昆蟲的棲息、活動、生存環境及遷徙路徑有不利影響，且環保署沒有

邀請居民參加公聽會，直接做出環評結論，剝奪居民參與。】 

【淡水河北側平面道路（簡稱淡北道路）開發案可能破壞自然生態和文化資產，距

離紅樹林自然保留區最近之處『僅一公分之譜』，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當初環評委員

當初環評委員會在資訊不足、未經實際審查就做成結論，有多處違法，應進行二階環評。】 

本計畫雖經環保署公告環評審查結論並取得開發許可後施工，然而，由於環

評審查結論係屬行政處分，「當地居民」得就行政處分尋求行政救濟，本案行政訴

訟目前仍在上訴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法律議題自不為本文之重點，不

過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針對原告之「適格」認定，有極深入之論述，最終界定開發

行為 5公里範圍內之居民為「當地居民」，可享有環境影響評估法賦予「開發行為

5公里範圍內之當地居民」表示意見等相關權利。 

（二）「國光石化」 

本案基本資料說明如下。開發單位：國光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地行政

區：臺灣地區（彰化縣大城鄉外海海埔地），開發計畫類別：園區之開發，開發

規模：4,176.16公頃（環說書）、2,914.38公頃（評估書）、2,129.42公頃（評估

書縮小規模方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繳費日期：2009 年 5 月 21 日

（環說書）、2010年 3 月 26日（評估書），環說書初審會議：2009年 6 月 9日，

2009 年 6 月 24 日第 179 次環評委員會決議本案「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評估書五次初審會議分別於 2010年 4 月 13-14日，6 月 11、15、23日，

12月 3日，2011 年 1 月 27日，2011年 4月 21-22日召開，其間並就：(1)海岸地

形變遷之模式模擬、(2)中華白海豚之影響與因應、(3)健康風險評估、(4)水源供給、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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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5)溫室氣體等五項議題召開 17場次之專家會議，2011年 4 月 22日之第五次

初審會議延續會議做成「認定不應開發」與「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兩

案併陳之「審查結論建議」。開發單位於 2011 年 5月 4日發函環保署撤回本案，

環保署則於 6 月 1 日回函同意備查。自此，本案相關之環評書件（環境影響說明

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亦在開發單位之要求下，自環評書件查詢系統

撤除。 

除上述進行二階段環評之大城外海開發案外，國光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亦

曾於 2006年間，為因應政府「大投資、大溫暖」之「旗艦計畫」規劃內容，申請

於「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之新興區與台西區，進行「工廠之設立」開發行為。

該案（國光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廠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之開發規模：1407.75

公頃，環說書送審繳費日期：2007 年 2 月 8 日，三次初審會議日期：2007 年 4

月 20日、8 月 31日及 2008 年 2 月 14日，2008年 3 月 14日第 164次環評委員會

決議進入二階環評。目前該案之環說書仍登載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評書件查

詢系統」，不像彰化西南角（大城）案已正式撤回。 

綜觀本案審查過程，開發單位多次調整開發區位與開發規模，開發區位由最

初之「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環說書階段則規劃緊臨濁水溪北側河口、範疇

界定會議則又「順應」各方意見提出「北移方案」、乃至於審查後期離岸較遠之

「縮小規模」方案；開發規模亦由最初之二期開發各期乙烯年產能 120萬公噸（總

計 240 萬公噸），到「縮小規模」方案之一期開發（乙烯年產能 120 萬公噸），

顯示開發單位先以較大規模進行規劃，過程中「屈就」各方意見，數度縮減規模

或變更區位配置。此外，本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多次於媒體宣示「國光石化」或

石化產業之重要性，然而，環評審查過程卻鮮見決策層級之官員列席相關會議，

相關政府部門未能在環評會議場合為重大石化產業發展政策辯護，實屬可惜。 

本案之「社會議題」其實可直接就 2011 年 4月 22 日評估書第五次初審會議

延續會議，其所做成「認定不應開發」與「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兩案

併陳之「審查結論建議」摘取重點。該案「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初審建議）」

計有 10點（環評書件查詢系統，http://eiareport.epa.gov.tw/EIAWEB/main.aspx）： 

1.彰化縣屬嚴重地層下陷區，本案民國 105 年前每日自來水用水及移撥農業用

水共 2.69萬噸長達 3年，仍會排擠其他用途用水、影響生態及水平衡，甚至

導致超抽地下水，加重地層下陷負荷。 

2.本案民國 106 年以後（含民國 106 年）倘使用大度攔河堰供水，仍會影響大

肚溪下游環境生態平衡，造成南岸揚塵嚴重，影響南岸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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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位屬中華白海豚主要活動廊道，對中華白海豚的存亡將造成顯著不利影

響。即使開發單位勉強提出若干減緩措施，或允諾設立保育基金，亦無法保

證中華白海豚之族群量不會減少，將對台灣生態保育的國際形象影響甚鉅。 

4.本案因為明顯改變當地濕地生態環境（如大杓鷸及許多候鳥之棲地）和漁業

資源，且開發單位無法提出足夠證據說明開發後濕地生態或海洋生物多樣性

不會受到危害，在資料及科學證據不足情況下，基於「預防原則」不宜開發。 

5.基於國土永續發展精神，本案如開發將明顯有改變地形之情形。 

6.本案阻擋濁水溪口排放之泥砂傳輸至濕地的途徑，嚴重影響潮間帶濕地、海

岸地形、地貌和棲地環境。 

7.本開發案將嚴重造成濁水溪口淤積導致濁水溪下游溢淹，造成嚴重洪澇災

害。 

8.本案區位之潮間帶在台灣西海岸有其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開發單位基於成

本及工業區安全考量，無法承諾將開發區西移至水深-10至-15米。 

9.本案營運後將排放溫室氣體達 729萬噸 CO2e/年，開發單位未具體承諾相關之

抵換、減量或碳捕集及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等措施，將影

響全國減碳目標期程之達成。 

10.綜合考量 VOC、SO2、NO2及 PM2.5的額外非致癌風險，VOC、PM2.5的額外

致癌風險，已屬偏高，如再考量當地既存之健康風險，將對當地居民造成不

可回復之健康危害。 

至於擬併陳大會之「有條件通過審查之『條件』（初審建議）」則共計有 24

項（環評書件查詢系統 http://eiareport.epa.gov.tw/EIAWEB/main.aspx）： 

1.施工及營運期間均不得抽用地下水，民國 106 年以後（含民國 106 年）不得

調度農業用水。本案所需用水應以海水淡化作為主要水源，以再生能源及廢

熱回收作為海水淡化之能源，並不得繼續使用自來水系統用水。 

2.開發單位應設立「中華白海豚保育基金」，該基金應用於保育全國中華白海豚，

其金額及用途，由開發單位會商監督小組定之。 

3.本案應遵守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規定。施工期間為減輕對中華白海豚之影響，

應採取氣泡幕或其他最佳之施工方式降低噪音及其他擾動。並應持續進行中

華白海豚及其食物之生態監測，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提送前 1年之調查報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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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審核。如發現中華白海豚已有顯著不利影響，應採取因應措施；經認定

中華白海豚族群數目低於後續調查研究認定之 MVP（minimum viable 

population）時，應停工復育至確保已回復 MVP以上。 

4.開發單位應設立「自然濕地保育基金」進行生態補償工作，該基金應用於復

育彰化海岸之同質濕地，其金額由開發單位會商監督小組定之。應於動工前，

開始進行濕地復育工作，並於營運後 30年內完成所破壞之面積。另應持續進

行濕地附近地區候鳥監測工作，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提送前 1年之調查報告送

本署審核。 

5.隔離水道浚挖工程及營運期維護疏濬作業，應維持西側堤體（原現有舊海堤）

之安全完整。 

6.對於隔離水道南、北兩端及全域水道內之淤砂效應影響，開發單位應負責清

淤，確保鄰近海岸地區內陸海水養殖取水及排水路水質及洪澇排水功能。 

7.應針對海岸地形變化及濁水溪河口淤積情形進行長期監測，監測範圍應含括

芳苑及王功海域，並依施工進度配合當年度海域地形及海象監測資料建置數

值模式推估次年海域地形變化狀況。 

8.工業港航道及隔離水道淤砂疏濬及抽砂去處應提養灘計畫送本署核備。 

9.應於開發許可前取得經濟部同意中油高廠老舊製程淘汰減少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至少 370萬公噸 CO2e/年），不再核配予任何其他排放源。 

10.應預留碳捕集及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設施所須場地，俟技

術商業化及國內封存條件許可後引進設置；並積極投入其他新減量技術與新

能源技術研發工作，配合未來溫室氣體減量法通過後更嚴格之管制規定，達

成本案碳排放全數抵減之目標。 

11.應依國際上可量測、可報告與可查證之原則（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每年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及減量查證，並將排放量登

錄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12.本案各污染源排放總量包括固定源、移動源及逸散排放，懸浮微粒排放量不

得高於 1,005 噸/年、硫氧化物（SOX）排放量不得高於 4,684 噸/年、氮氧化

物（NOX）排放量不得高於 8,696噸/年、揮發性有機污染物（VOCS）排放量

不得高於 2,388噸/年。 

13.營運期間應設置由 6 個空氣品質長期自動監測站、8 架開徑式傅立葉轉換紅



14 

外光光譜儀（Open-Path FTIR） 、2架 3D掃瞄式光學雷達系統 （LIDAR）、

20組 PUF被動式採樣器組成之空氣品質監測系統，並按本署之查核作業方式

及規定辦理品保／品管（QA/QC）。 

14.營運前應提送自廠排放係數建立計畫及完成期程，至少應包含設備元件圍封

檢測、廢氣燃燒塔、製程、裝載廠、儲槽、冷卻水塔、廢水處理場及廢棄物

排放等項目，送本署核可後據以完成建置自廠係數。 

15.開發單位應設立「居民健康預防、促進及保險基金」，該基金應用於補助經

濟部工業局辦理營運前及營運後每 5 年辦理 1 次之個人層次流行病學調查，

以追蹤營運後健康風險之變化，並應使用於加強周邊居民健康預防及促進措

施之推動，其金額由開發單位會商監督小組定之。未來流行病學調查結果，

如有超出專業認定可接受情形，應配合進行降載、減產或其他改善方法。 

16.應對各廠危害性化學物質運作依相關法規規定訂定緊急應變及風險管理計

畫實施，並注意環境流布問題。 

17.放流水每季應增加監測酚類，且 pH應在 7.6~8.5。每年進行放流水生物毒性

反應檢測及水產品是否含石化產物之檢測計畫。 

18.應建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洩漏防止預警系統，訂定洩油緊急應變計畫，並設

置地下監測井。 

19.應參考國外以工程餘土及不可燃廢棄物填海造島之成功經驗，開闢一地區作

為中部地區不可燃之一般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去處，並復育成人工濕地作為本

案生態補償措施之ㄧ。 

20.應依漁業法相關規定進行漁業補償，長期進行漁業資源調查計畫，並進行提

升大城、芳苑附近地區漁業養殖技術及漁產附加價值研究計畫。 

21.施工中應進行文化遺址監看，如有發現文化遺址，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

規定辦理。 

22.營運期間應持續進行環境監測作業，並委託公正第三者辦理平行監測，且應

公開專案研究結果及例行監測資訊，另開發單位應成立監督小組，並由 1/3

居民代表、1/3 公正人士及 1/3 開發單位代表合計 15 人以上組成，其專業應

涵蓋主要監督事項，由監督小組推舉公正人士中之 1 人擔任主席，監督事項

應包括環境品質、海岸地形影響、濁水溪淤積情形、生態復育、中華白海豚

保育、漁業補償及健康調查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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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監督小組設置要點、生態監測和濕地復育計畫、空氣品質監測項目與設備及

各基金設置與管理要點經本署審核通過後，始得據以執行及施工。 

24.未來若涉及陸上土石採取、天然氣管線鋪設、海水淡化廠興建及濕地補償之

填海造島工程，應另案依規定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上述有條件通過審查之「條件」，要求開發單位應設立：「中華白海豚保育

基金」、「自然濕地保育基金」、「居民健康預防、促進及保險基金」，且須在

「監督小組設置要點、生態監測和濕地復育計畫、空氣品質監測項目與設備及各

基金設置與管理要點經本署審核通過後，始得據以執行及施工」。可說是創下最

嚴苛之「環評審查結論附款」（以往稱之為『條件』，2010/8/30環評第 197次大

會後改稱『負擔』）。此外，本案二階評估書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可圖示如圖

2-2 之時間軸向圖，亦即在 2010 年 4 月至 2011 年 4 月間共計召開 9 天次之初審

會議（5 次會議再加計延續會）；其間並就：水資源、中華白海豚保育、濕地及

生態保育、海岸變遷及輸砂排洪、溫室氣體、空氣污染及健康風險評估等重大議

題召開 17天次之專家會議，會議次數應也創下環評審查之紀錄。六項重大議題專

家會議之紀錄則區分「共識」或「無共識意見」整理，有「共識」之意見摘要整

理如表 2-1。相關議題中，筆者認為除水資源議題之具體「共識」可落實於環評

審查結論外，其餘「共識」或「無共識意見」似乎僅侷限事實數據之呈現，或為

後續評估規劃內容之建議，對議題或爭議之舒緩似乎助益不大。 

 

圖 2-2  「國光石化」二階環評審查初審與專家會議召開時間軸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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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光石化二階環評審查重大議題專家會議之「共識」意見摘要表 

議題 「共識」意見 

水資源 

1. 大度攔河堰水量足夠，但水質不佳，原水處理及管線之成本高。 

2. 應以海水淡化為水源主方案，並考量以再生能源及廢熱回收為

海水淡化之能源。 

3. 不應排擠農民灌溉用水之權益。 

中華白海豚保育 

1. 族群數量：低於 100隻 

2. 族群分布：苗栗到台南 

南、北兩個熱點（海豚分布密度較高的水域範圍） 

3. 族群趨勢：隻數下降有滅絕之危險。 

4. 無提具體之生態補償規劃及復育期程 

（包含無法承諾以長緩坡方式興建海堤）。 

濕地及生態保育 

1. 開發面積 2,129.42公頃，嚴重影響自然濕地生態系功能，並對

生態保育和漁業資源造成嚴重衝擊。 

2. 未提出濕地生態保（復）育計畫具體內容。 

海岸變遷及 

輸砂排洪 

本案區位南側屬濁水溪口北岸嚴重漂砂區，北側為東北季風

波浪淤砂區，造成海岸濕地消失，影響漁業資源，阻礙中華白海

豚活動廊道，也影響隔離水道規劃功能。  

溫室氣體 

1. 本案有溫室氣體顯著排放，將影響全國減碳目標期程之達成。 

2.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購買碳權、植樹等）仍應以國內為主，國

外為輔。 

空氣污染及 

健康風險評估 

1. 本案開發區域所在地（彰化縣）及主要影響區域（雲林縣）近

十年來在全癌症肺癌、肝癌、口腔癌之標準化死亡率均較全台

灣平均值高，顯示本案開發及影響區域屬背景風險偏高區域。 

2. 開發單位已依本署公告之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評估進行健康

風險評估。結果顯示，未來鄰近鄉鎮居民可能承受較高之健康

風險。 

3. 目前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於估計六輕對麥寮鄉所致風險部份，

因方法及資料之限制，確有低估之情形。 

筆者另外亦嘗試對國光石化計畫的「轉折」進行探討，依筆者之分類，國光

石化計畫之「轉折」可概分為：開發單位的「轉折」、政治氛圍的「轉折」、環

評審查的「轉折」、相關計畫的「轉折」、以及民間力量的發揮五大面向，轉折

之驅動力或肇因整理如表 2-2。筆者認為，藉由觀察國光石化計畫之相關「轉折」

可歸納： 

1.開發單位對開發案之區位與規模應有明確之規劃內容； 

2.配套計畫未臻完善、或其他計畫衍生「池魚之殃」效應，均可能形成開發計

畫之阻礙； 

3.冗長之環評審查過程可能「醞釀」出無法預期與掌控之爭論議題； 

4.行政單位、官員或民意代表之關注有時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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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間力量絕對不容忽視，尤其當有青少年學子、藝文界、宗教團體關注時，

其影響力更形顯著。 

表 2-2  國光石化計畫之「轉折」與其肇因 

「轉折」 驅動力或肇因 

開發單位的「轉折」 
1. 從「雲林離島」到「彰化西南角」 

2. 濁水溪口北側原方案、北移方案、縮小規模 

相關計畫的「轉折」 

1. 雲林離島時期：台塑大煉鋼廠 

2. 彰化縣：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彰濱工業區 

3. 水資源供給：大度攔河堰計畫受阻 

4. 石化工業發展：中油三輕更新、六輕五期暫緩 

5. 石化廠工安議題：六輕四期工安意外 

6. 中科三期（七星農場）訴訟案 

環評審查的「轉折」 

1. 雲林離島一階環說書：審查近一年進二階 

2. 大城外海一階環說書：一次初審進二階 

3. 二階評估書：5大議題、36位成員、近 40場會議 

政治氛圍的「轉折」 

1. 政黨輪替引發中央與地方對立現象 

2. 石化政策決策層級升高：經濟部→行政院→總統府 

3. 「新聞口號」：「海豚會轉彎」、「總統被噓下台」 

民間力量的發揮 

1. 芳苑鄉的反彈 

2. 中小學生的參與 

3. 環保團體全力投入 

4. 學術界、醫界、藝文界、神職人員的聯署與呼籲 

（三）「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之「風場 wind farm」開發，除一般熟知之陸域風力發電系統外，依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定義，尚包括「風力發電離岸系統」：指設置於低潮線

以外海域，不超過領海範圍之離岸海域風力發電系統。由於台灣地區尚無運轉中

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且因其設置於低潮線以外之海域，一般對陸域不致造成重

大之影響，故本文探討之「風力發電」社會議題僅以陸域風力發電系統為限。 

依據 2008 年 05 月『能源報導－封面故事－追風歷程－我國風電發展沿革』

之整理（http://energymonthly.tier.org.tw/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200805），

政府於 2000年發布「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提供風力發電設備補助，

於 2000年至 2004年間分別建置三處風力發電示範系統：（1）雲林麥寮台塑六輕

工業區的「麥寮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裝置容量 2.64MW，2000 年 12月商轉）；

(2)台電公司在澎湖中屯建置裝置容量 2.4MW之風力發電系統（於 2001年商轉）；

(3)正隆公司竹北廠之「春風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裝置容量 3.5MW）則於 2004

年商轉。之後更帶動台電公司及民間業者，相繼投入陸域風能開發。民間風力電

廠主要由外商公司投資、設置，自 2006年起，發給電業執照正式商轉者共 9家（同

屬英華威集團），19 個風場，153 座機組，裝置容量共 341,000 瓩，依據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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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http://web3.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001）之整理，

民營風力發電業裝置容量等相關資料可彙整如表 2-3。台電公司於中屯風場之後，

自 2005 年起陸續設置風力發電機組，截至 2014 年 5 月總計設置 15 處風場，161

座機組，總裝置容量達 286,760瓩，筆者綜合彙整台電公司「風力發電營運資訊」

（http://www.taipower.com.tw/content/announcement/ann01.aspx）、「機組發電量」

（http://stpc00601.taipower.com.tw/loadGraph/loadGraph/genshx.html）等資料，台

電公司之風力發電機組設置概況可整理如表 2-4。 

表 2-3  民營風力發電業裝置容量資料 

公司名稱（所在縣市） 電廠名稱 機組（座） 裝置容量（瓩） 

苗栗風力（英華威） 

（苗栗縣竹南鎮、後龍鎮） 

竹南 4 7,800 

大鵬 21 42,000 

鹿威風力 

（彰化縣彰濱工業區） 

彰濱 1期 21 48,300 

鹿港 1期 13 29,900 

彰濱鹿港 2期 8 18,400 

中威風力 

（臺中市大安區、大甲區） 

大安大甲 1期 13 29,900 

大安大甲 2期 8 18,400 

大安大甲 3期 3 6,900 

大豐 8 18,400 

台中市＃68 1 2,300 

觀威風力（桃園縣觀音鄉） 
觀音 17 39,100 

觀音 2期 2 4,600 

崎威風力（苗栗縣竹南鎮） 竹南 2期 3 6,900 

桃威風力（桃園縣新屋鄉） 新屋 2 4,600 

豐威風力（新竹縣新豐鄉） 新豐 5 11,500 

龍威風力（苗栗縣後龍鎮） 
後龍 1期 14 30,800 

後龍 2期 2 3,200 

通威風力（苗栗縣通霄鎮） 

通苑 1期 4 9,600 

通苑 2期 3 6,900 

通苑房裡北 1 2,300 

 合計 153 3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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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台電公司風力發電機組 

縣市 風場名稱 機組（座） 裝置容量（瓩） 

新北市 
石門風力 6 3,960 

林口風力 3 6,000 

桃園縣 
大潭風力 8 15,100 

觀園風力 20 30,000 

新竹市 香山風力 6 12,000 

台中市 
中火風力 3 6,000 

中港風力 18 36,000 

彰化縣 
王功風力 10 23,000 

彰工風力 31 62,000 

雲林縣 
麥寮風力 23 46,000 

四湖風力 14 28,000 

屏東縣 恆春風力 3 4,500 

澎湖縣 
中屯風力 8 4,800 

湖西風力 6 5,400 

金門縣 金沙風力 2 4,000 

 合計 161 286,760 

有關陸域風力發電機組之環評作業，筆者透過環保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綜

合整理該系統收錄之環境影響說明書，紀錄可循者，最早是台電公司於 2003年提

出之「台中港區設置風力發電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後則由英華威集團與

台電公司交錯提出後續風場之環評書件。其中，較值得探討的是：原由通威、崎

威、龍威、苗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於 2006年共同提出原名為「苗栗

縣竹南鎮、後龍鎮、通霄鎮、苑裡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之計畫。該計畫最早規劃設置 93 部機組，在經過近 20 個月之環評審查歷程後，

最後修正為竹南鎮 5座、通霄鎮 17座、苑裡鎮 9座，並僅列通威、崎威風力發電

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二開發單位，書件名稱也修正為「苗栗縣竹南鎮、通霄鎮、

苑裡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本計畫後續之風力發電機組

設置，也引發了「反風（瘋）車」抗爭事件，本文即嘗試針對此類民眾運動，探

討其衍生之各種「社會議題」。 

此外，在風力發電計畫環評審查作業逾 10年之際，最近陸續出現特殊案例，

煬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桃園縣大園鄉及蘆竹鄉設置風力發電廠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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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12 年 8 月送件），環保署以「補正說明仍不明確」

為由駁回；漢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彰化縣福興鄉及芳苑鄉設置風

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13年 2月送件），經環評大會認定「應

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永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新竹

縣新豐鄉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12 年 11 月送件），雖

計畫最後修正規劃設置 3 部風力發電機組，然而環評初審仍建議「應繼續進行第

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嗣後於該案未提環評大會討論之前，於 2014

年 1月申請撤回該計畫。 

近來陸域風力發電計畫，不僅環評審查屢屢受挫，連通過環評審查之機組設

置，在其興建過程中亦遭逢民眾激烈之抗爭，依據蘋果日報 2014 年 1 月 21 日之

報導（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121/330747/），

由通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興建之苗栗通苑風力發電廠，引發一連串「苑裡反

瘋車抗爭活動」（「苑裡反瘋車自救會」之相關活動）： 

【英華威公司 2012 年獲准在苑裡海邊設置風力發電機組，當年 9 月 21 召開

說明會後，居民認為風車跟住宅區太近了，國際平均的安全距離 470-700 公尺相

比，苑裡風車與住戶的距離只有 60-250公尺，擔憂低頻噪音將造成附近居民的「風

車症」。 

2012年 10月底「苑裡反瘋車自救會」成立 

2013年 2月起，英華威開始在警力保護下要施工，自救會強力阻撓， 

           2月 18日爆發第一波警民肢體衝突。 

           4月 6日首度有抗爭居民被上手銬逮捕。 

迄今共有 45人被上銬依違法強制罪移送，34 人次被起訴，法院陸續開庭審

理中，目前 1人上訴到台中高分院。另有 7名抗爭民眾遭英華威公司提起民事訴

訟，要求賠償施工損失 1000萬。】 

此外，依據筆者搜尋網誌（https://www.facebook.com/YuanLicarzywindmills）

與媒體報導等相關資料，該事件之後續發展為： 

 2013/04/07，苑裡反瘋車自救會部分成員開始絕食。 

 2013/04/15，全國反瘋車行動聯盟正式成立。 

 2013/12/03，因阻擋怪手行進妨害通威施工被起訴之苑裡居民林清金，

遭苗栗地方法院判決「犯強制未遂罪，處拘役十日」。 

 2014/03/08，自救會參與 308廢核遊行，訴求「苑裡上街：核電要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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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機要距離！」。 

 2014/03/19，苑裡風機工程環評無效行政訴訟第一次開庭。 

 2014/04/16，苑裡反瘋車自救會部分成員，發動突襲「路過」經濟部。 

 2014/05/13，苑裡反瘋車自救會成員李育嫻、李茂財姊弟被檢方依強制

罪嫌起訴，苗栗地方法院審理後判決無罪。 

 2014/07/13，英華威開始進行苑裡第 24號風機的拆除工程，日後也將拆

除位於苑港漁港的第 18-1號風機，自救會自詡為苑裡反瘋車抗爭階段性

成果。 

至於通威風力機組設置之抗爭議題，網誌「苗栗苑裡反風車？風力發電部分

機組距離民宅過近問題」（http://silent0123.blogspot.tw/2013/04/blog-post_18.html）

有深入之探討： 

本案主要問題有二： 

1.風車太近了：與國際平均的安全距離 470-700 公尺相比，苑裡風車與住戶的

距離只有 60-250公尺。低頻噪音將造成附近居民的風車症。 

2.環評有瑕疵：英華威苑裡風場三年未開發，法定程序上應重送審查卻未送，

而增設機組必須重送環評，卻利用結合計畫規避。 

該 篇 網 誌 亦 引 用 反 瘋 車 自 救 會 的 訴 求

（http://anti-crazywindmills.blogspot.tw/）： 

 立即停工，英華威出來面對苑裡鄉親： 

  英華威在苑裡的風機工程，應立即停工，重新與苑裡鄉親協商，充分向

苑裡鄉親說明風車設置會造成的影響，並且徹底尊重苑裡鄉親的意見，不得

再以黑箱作業的方式強行施工，犧牲工程的安全與苑裡人的身體健康。 

 環評違法，環保署應要求英華威重作環評： 

  英華威提出的環評報告明顯違法，環保署應該要求英華威重作環評，在

環評報告通過之前應要求英華威公司不得繼續施工。 

 經濟部應訂定風機安全距離，保障人民安全： 

  經濟部能源局應制訂風機設置的相關規範，明確訂定風機距離民宅的距

離，在規範制定完成前，應勒令英華威立即停工，莫讓惡質的財團斷送台灣

在生能源的進步契機。 

目前風力發電機組之設置爭議仍持續發酵，但觀察近期之發展，卻可發現若

干較為上位之訴求或口號，諸如，「風能發展與人權保障」、「綠能本應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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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民主』的內涵」等。而陸域風力發電究竟有那些爭議，筆者嘗試歸納以下類別： 

1.距離爭議：先後有「國際安全距離 400~700 公尺」、「距公眾場所 1.1 倍風機

高度之安全距離（約 130~250公尺）」等爭議；亦曾有由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認

定，或由能源事業目的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規範之爭議。目前尚可稱

為共識之作法為：「取得 250公尺內居民同意」。 

2.噪音議題：主要關心噪音（全頻與低頻）對人體可能產生之影響，依據台灣

環境資訊中心報導（http://e-info.org.tw/node/88036）引用之通俗解釋：「全頻

噪音（如飛機起飛聲音尖銳刺耳）易讓人瞬間難受不適，低頻噪音（如空調

馬達聲音低沉平穩）長期下來也會讓人感到壓力不舒服」。而網誌

（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 受 曲 解 的 怒 吼 苑 里 反 瘋 車 紀 事

/10152674990845014）更強調：「造成居民長期處於低頻噪音下的失眠、倦怠、

無法工作，甚至是出現噁心、憂鬱、神經耗弱等症狀，即『風車症候群』」。

環保署更於 2013年 8月 5日「修正發布噪音管制標準，新增風力發電機組專

屬噪音管制標準，…，盼解決風力發電機組量測點妥適性爭議」

（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20806155008）

。 

3.安全考量：近來常有民眾轉載風力發電機組葉片掉飛，亦或機組爆炸燃燒之

影片，引發大眾對於風力發電機組運轉安全性之疑慮，尤其國內風力發電機

組也曾發生起火燒毀狀況，使得機組與民宅之距離爭議又添「安全性」之考

量。 

4.生態保育：關心議題主要區分二類，(1)傳統上對於風力發電機組可能造成飛

禽誤入之「鳥擊」事件憂慮，亦或關心可能影響蝙蝠飛行等；(2)近期則延伸

人類「風車症候群」至影響動物之關懷，如關心低頻噪音對陸域牲畜(羊隻）

或沿海哺乳類動物（鯨豚）之影響等。 

四、結語 

本文嘗試分析三項開發行為之環評審查及後續過程，就個案彙整各利害相關

者關心之議題，以鑑別環評審查各方關注之「社會因素」。本文先行界定：(1)開

發單位、(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3)環境保護主管機關、(4)具「公民訴訟」資格之

「人民或公益團體」、(5)「當地居民、居民代表、相關團體」等「旁聽人員」、

(6)民意代表、以及(7)媒體記者等為環評審查過程之利害相關者。其次，再依筆者

參與環評審查之經驗研判，嘗試鑑別各利害相關者所關心之 5類議題：(1)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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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環境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2)開發行為之「公益性與必要性」、(3)公共工

程類開發行為之可行性評估、(4)國民福祉與健康風險評估、以及(5)程序議題：包

括法規規範之不周全、環評書件之正確性、有關機關之程序認定議題、會議議程

安排與資訊公開等。由於環評審查具有俗稱之「否決權」，且在普遍開放公眾參

與環評審查會議之情況下，環評會議常成為各方表達意見之平台，利害相關者關

心之議題自然更趨廣泛。 

至於社會議題或社會因素之案例分析，本文選擇的三案例：(1)「淡北道路」：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2)「國光石化」：彰化縣西南角

(大城)海埔地工業區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3)「風力發電」：苗栗縣

竹南鎮、通霄鎮、苑裡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其資料分析

基底各有其特殊性，(1)「淡北道路」：係以一階環評審查結論行政訴訟之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為「見解」來源；(2)「國光石化」：就環保署二階環評審查

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紀錄歸納相關「無共識意見」；(3)「風力發電」：則就苑裡風

力發電機組興建過程之爭議，整理利害相關者網誌與媒體報導之「訴求」。 

依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針對「淡北道路」環評審查結論行政訴訟判決理由研

析，社會大眾對於都會區道路興建得可關心：濕地保護、永續海岸發展、紅樹林

保留區、自然地景、史前文化資產、特定昆蟲保育等議題。而環評審查結論對於

開發單位之「未來」要求事項，似不能構成「無重大環境影響之虞」的判斷依據，

並且環評案未進入二階程序，亦有「剝奪居民參與」之可能。不過，法院針對原

告之「適格」認定，明確界定開發行為 5 公里範圍內之居民為「當地居民」，可

享有環境影響評估法賦予「開發行為 5 公里範圍內之當地居民」表示意見等相關

權利，或許可為後續爭議立下「當地居民」之界定依據。 

至於「國光石化」開發計畫之二階環評初審決議，由於係建議「認定不應開

發」與「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兩案併陳送大會討論，綜觀初審建議之

10 點「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以及 24 項「有條件通過審查之『條件』」，再

加上檢視 6 項重大議題「專家會議」之「共識」或「無共識意見」，本案之「社

會議題」似乎就隨著「國光石化」計畫的各項「轉折」而不斷發酵。其間，開發

單位的「轉折」、相關計畫的「轉折」、環評審查的「轉折」、政治氛圍的「轉

折」以及民間力量的發揮，逼迫開發單位多次調整開發區位與開發規模；再者，

冗長的環評審查過程，也「醞釀」出無法預期與掌控之爭論議題；而民間力量適

時發揮，使得青少年學子、藝文界、宗教團體的關注，轉化成影響社會之顯著力

量，最終讓一項基礎工業之重大開發案落入「胎死腹中」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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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文探討的第三案例：「風力發電」抗爭活動，在彙整分析「苑裡反瘋

車自救會」相關活動訴求與對應之媒體報導後，約可歸納陸域風力發電之：(1)距

離爭議、(2)噪音議題、(3)安全考量、(4)生態保育等 4類「議題」。其中，距離爭

議演化出「取得 250公尺內居民同意」的折衷作法；噪音議題創造「風車症候群」

的新用語，更促成環保署增訂風力發電機組專屬的噪音管制標準；安全考量則在

漸有機組起火案例發生的情況下，不僅引發大眾對於機組運轉安全性之疑慮，更

使得機組與民宅之距離爭議又添「安全性」之考量；最後，在生態議題上，除了

關心飛行動物的安全外，將人類「風車症候群」疑慮延伸至關心羊隻、鯨豚的「健

康」，應可歸類為廣泛考量之生態保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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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環境影響評估爭議的思想背景及社會經濟因素 

陳筆 

一、前言 

台灣在 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運動之後開始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環境影

響評估法》則在 1994年制定。實施至今，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依舊爭議不斷。開發

商認為環評制度使投資前景難測；環保團體和社區居民則不信任環評制度的「公

正性」，認為環評審查程序和主管機關偏袒開發商，認為開發商常隱瞞開發的環

境風險，或進行「資源掠奪」；在政府部門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把環評當作經

濟發展的絆腳石，環評主管機關也把環評審查當作燙手山芋。 

這些爭議的根源包含制度面和非制度面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因素，我們在此

考慮四類因素：（1）環境意識和環保運動的勃興；（2）成本效益的分布不對等；

（3）社會的風險態度與「理性能力」；（4）台灣公民社會的成熟和獨立民間團

體的茁壯。其中第（1）、（2）、（4）類因素涉及社會經濟文化演變和公共決策

型態對反開發抗爭的刺激，第（3）類因素則是反開發抗爭者和開發者之間關於風

險管理的價值差異。這四類因素是我們觀察社會演化和爭議雙方之論辭所得出的

臆測性假說，並不是經驗研究。 

二、環境意識與環保運動的興起 

環評制度是對開發案的潛在環境衝擊之事前評估，美國 1969年的《國家環境

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是環評制度的濫觴。環境影

響評估制度出現的明顯背景因素是環保運動的勃興，環評相關爭議的背景因素也

如此。 

現代的環保運動起自歐美，美國生物學家卡森（Rachel Carson）的 1962年名

著《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掀起了美國和已開發國家的環保運動。台灣的

環境意識和環保運動從 1980年代後期開始蓬勃發展，範圍遍及反公害抗爭（例如

1986-87 年的新竹李長榮化工圍廠事件、1988 年的高雄林園石化工業區廢水污染

抗爭事件）、反核、生態保育、動物保護。環保運動還包括對生產設施興建或工

業區開發的事前反對鬥爭，從 1986年起至今，台灣先後有鹿港反杜邦設廠事件、

高雄後勁反五輕事件、宜蘭和桃園的反六輕運動、花蓮的反水泥業東移運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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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縣反拜耳設廠事件、反國光石化運動、反對中科三期四期開發運動、北部地區

和台灣各地的反核四運動，等等。 

環保意識與經濟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一方面，人類的繁衍生息必然消耗環

境資源，人口的快速增加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會加快資源消耗和環境惡化的速度。

另一方面，環境品質大概是經濟學所謂的「奢侈品」（luxury goods）（其需求隨

所得之增加而增加的比例大於所得增加的比例）。《史記•管晏列傳》：「倉廩實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我們可以把這裡的「榮辱禮節」換成生活品質和

環境品質，甚至換成「生態環境不受人類剝削利用的獨立價值」。由於維生資源

困窘，窮人對美好環境的「願付價值」（willingness-to-pay）通常較低，願意犧牲

一些環境品質來換取溫飽；富裕社會對於環境品質的願付價值則較高。簡言之，

快速的經濟發展既加快環境損耗的速度，也增進人們對環境品質的需求，環保運

動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而興盛，是已開發國家的普遍現象，台灣並不獨特。 

（一）兩個出發點 

環保團體對環境保育的要求（對環境品質的需求）有兩種不同的出發點。一

是根據環境予人的好處和用途來評估環境的價值，而不考慮動植物或生態本身是

否有任何無關乎人類福祉的可能價值，這是「人類中心主義」式的（anthropocentric）

環保態度。其目標可能包括：以環保來增進社會整體福祉（增進資源運用的效率），

改善財富分配，維護社區自主的價值。環境經濟學家通常以資源運用的效率性來

看污染問題，經濟學的「外部效果理論」（externality theory）和「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都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理論：當人類生產消費活動的邊

際社會成本大於其（對人類的）邊際效益時，便是過度生產消費和過度污染；（使

人類總體福利最大的）最適生產消費水準、最適污染水準、以及最適環境品質，

決定於污染排放的邊際社會成本等於其邊際效益之處。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理論

既可分析今日的污染對當代人福祉的影響，也可分析環境污染對未來子孫福祉的

影響（所謂「永續發展」的問題）。但是，關於未來子孫之福祉的定義和計算，有

許多科學和哲學上的爭論。 

另一種環保動機是「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哲學，肇興於 1970年代。這種

理論主張：動物、植物、微生物、無生物、甚至整體生態的價值，不在於多樣的

生態是否能對人類文明有所增益，生態環境自有其無關乎「利用厚生」的獨立價

值。既然文明的發展和貧窮之消除必須利用自然資源，「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

要求自然可能牴觸人類中心主義的「有限環保」。在「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哲

學之中，澳洲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和美國哲學家雷根（Tom Regan）是動

物權利哲學的旗手，美國生態學家李奧波德（Aldo Leopold）和挪威哲學家內斯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88.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do_Leop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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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e Naess）是生態中心主義和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環境哲學的主要代

表（Cochrane, 2007）。佛教也蘊含傳統悠遠的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眾生平等哲學（見

印順法師《妙雲集•下編之二•學佛三要》所談「緣起法相之相依性」及「緣起法

性之平等性」，網址：http://www.yinshun.org.tw/books/19/yinshun19-07.html）。 

當代環保哲學和環保運動所關懷的對象不限於自然生態，還延伸到了人造資

產的多樣性，包括：傳統文化元素的保存、少數族群語言文化的保存、舊式樓宇

工廠之保存，各類「歷史記憶」的保留等等。台灣和各國的環評制度都把文化資

產之存廢納入開發環評的考慮因素。至於歷史資產多樣性的維護和後人之福利或

自然生態多樣性的維護是否有潛在的衝突，則是另一個問題。 

（二）人權與環境權 

1.權利的強弱 

環保團體在推動環保時常常提出「環境權」的主張，但環境權的性質其實頗

為複雜。「權利」（rights）是一種「理應所有」的概念，是「『合理索求』得到允

諾」的概念。誰是「理應擁有」某種權利的主體？什麼是其「理應所有」之物？

誰有尊重這些權利主張的義務？現代的憲政國家允諾：凡是基本人權，人人得而

享有，人人都是基本人權的正當主體。人人「理應擁有」的基本權利有很多，例

如：生命不受侵犯權，財產的持有利用處分權，隱私和自由發言不受干擾的保證，

等等。由於權利是其所有者對特定物或特定活動的「合理主張」，他人就有不剝奪

其權利或保護其權利的義務。人人享有基本權利，於是人人也就有尊重他人基本

權利的義務。 

根據權利和義務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把權利分成兩種型態：「消極的權利」

（negative rights）和「積極的權利」（positive rights）（Jones, 2006）。凡他人對我

的權利有不干擾（不作為）的義務時，這種權利就是消極權利。例如我對某處房

地擁有財產權，則別人有不剝奪我的產權的義務。又如我有考大學的權利，則他

人就有不得脅迫我棄考的義務。又假定我有尋職應徵的權利，則他人就有不得阻

撓我去應徵工作的義務。這裡的「他人」，是所有的其他人。任何人若阻撓我，就

未恪守其「不作為」的義務。另一方面，凡他人有主動助使我的權利實現的義務

時，這種權利就是積極的權利。假定我有「住者有其屋」的權利，則「某些人」

就有助我擁有一棟房舍的義務（「應作為」的義務）。假定我有「不失學」的權利

（積極性的受教權），則「某些人」就有助我入學的義務。又假定我有「不失業」

的權利（積極性的工作權），則「某些人」就有為我安置工作的義務。這裡的「某

些人」，不是「人人」（所有的其他人），而通常是政府。政府若做不到，就未善盡

http://www.yinshun.org.tw/books/19/yinshun19-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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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作為」的義務。 

社會普徧認可的權利通常受到法律的保障允諾，是為法定權利（legal rights）。

但有些人所主張的「理應所有」之物卻未必受到法律的保障（例如早年的南非黑

人參政權，自願的消極性或積極性安樂死，同性婚姻，性交易自由，賭博合法化，

吸食大麻合法化）。聯合國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所列舉的各項人權，至今也

不見得在所有國家都得到具體的法律保障。道德權利（moral rights）包含法律允

諾的及未受法律允諾的「合理權利主張」，由於尚未得到法律保障的權利主張常有

「合理性」的爭論，道德權利的範圍不若法定權利那般明確。 

個人權利的行使是有社會代價的。甲行使 A權利可能傷害乙的利益，甚至侵

犯乙的 B權利。例如：身患某類重大傳染病的人若自由旅行，可能對公眾健康造

成威脅；某些形式的言論自由可能會侵害他人的隱私權（直銷人員敲門推銷商品，

傳教士上門傳教）或名譽；私人財產的自由利用處分權與文化資產的保存可能有

潛在的衝突，與基礎建設經濟開發也可能有潛在的衝突。由於公民團體的奮鬥，

現代民主社會承認和允諾的「基本權利」愈來愈多，不同群體之間權利衝突的機

會也增加。一項權利若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人侵犯，則這項權利是「絕對的權利」

（absolute rights）。反之，一項權利若在某些情況下可為他人之某種權益而犧牲，

則這項權利是「相對的權利」（prima facie rights）。（美國最高法院的Watchtower 

Society v. Village of Stratton 判例：居民雖有不願受打擾的隱私權，但傳教士上門

傳 教 的 言 論 自 由 權 必 須 受 到 更 優 先 的 保 障 ； 判 決 文 網 址 ：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36/150/case.pdf。又如：一個人為了緊急

避難而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進入他人住宅，可不受罰。）先驗上，我們很難想像

有哪一種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絕對的，即使生命權大概都不是絕對的（正當自

衛而殺人受到普世的寬容）。 

2.權利的保障 

一項法定權利（不管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絕對的還是相對的）可能有幾種

不同的保障方式。（1）財產原則（property rule）的保障方式：非經權利主體的同

意，他人不得佔有或侵犯其權利（例如房地產所有權，居民的安靜權，工廠的製

造噪音權），但這項權利可透過自願交易來移轉或讓與，國家不對權利的自願性移

轉讓渡進行干預。為了避免財產原則遭人破壞（例如竊盜、侵佔）而瓦解，國家

有時以刑罰來威嚇潛在違規者，以確保財產原則之有效執行。（2）事後補償原則

（liability rule，又譯「責任原則」）的保障方式：依此原則，法律不對（或無法對）

權利主體保障其權利讓渡的事前同意權，只保障其權利受損或遭強制移轉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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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受償權。而且，權利被迫移轉者所得的事後補償金額是由第三方決定的（例如

人身受侵犯或名譽受損的民事賠償金由法院來裁定），甚至是由強迫移轉者所片面

決定的（例如政府以公定價格來徵收私人房地產）；補償金可能與原所有者對其權

利的主觀評價不同。（3）不可讓渡原則（inalienability，又譯「禁制原則」）的保

障方式：在此原則之下，權利主體不得自由使用、處分、或讓渡其權利客體。例

如：禁止人身自由之交易（禁止奴隸制度），禁止器官買賣，禁止（或不承認）同

性婚姻，禁止性交易，禁賭，禁吸大麻，強制汽車駕駛或乘客繫安全帶，強制機

車騎士戴安全帽；政府限制陡坡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利用方式；訂定污染排放標準

（受污染者不得自由交易環境清潔權）。又如：凡遭列入文化資產的建築，其所有

權人不得任意處置此一房產；缺乏意思能力者和無行為能力者不得自由處分其財

產。從「反家長主義」（anti-paternalistic）的角度來看，在某些情況之中，權利的

不可讓渡原則似乎不是「保護」權利，而是限制權利主體的「消極權利」，甚至對

權利主體指定了其關乎權利客體的某些「義務」。為了確保「不可讓渡原則」能有

效執行，國家也常以刑罰或行政罰來威嚇潛在的違規者。（權利保障方式的上列分

類原是針對英美法系統的法定權利而言（Calabresi and Melamed, 1972），但這種分

類也大體適用於其他的現代法律體系。） 

「財產原則」和「不可讓渡原則」都以事前預防的方式保護權利主體。表面

上，「事後補償原則」只以事後補償的方式保護已受侵害的權利主體，但只要潛在

的權利侵害者知道他在事後必須補償原先的權利主體，則「事後補償原則」仍有

在事前抑制權利侵害的效果。這三種權利保障的方式各有幾種可能的作用，例如：

增進（人類中心主義的）資源運用效率，改變財富分配，保障權利本身的獨立價

值（與效率和財富分配無關的價值，例如個人自主的價值，生態環境不徒供人使

用的獨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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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環境權的性質及其保障方式 

（三）環境權 

我們可以根據上面對權利性質和權利保障方式的討論，來看看環境權的內涵

（圖 3-1）。一般的權利主體（理應擁有者）是人，但環境權卻比較特殊，它不見

得是人的權利。以「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立場而言，環境權的擁有主體是人，

其所主張者是「人」的「不受污染的權利」。但對於「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立

場而言，權利的擁有主體不限於人。動物、植物、微生物、無生物、甚至整體生

態也可以是權利主體，而有生命權、存在權、不受干擾權。這種權利與「人類中

心的」效率考量或分配考量無關，而有其獨立的價值。可是，權利的允諾是在人

類社會中形成的，生態體系、無生物、微生物、植物、甚至動物都無法明確主張

其「權利」，更無法明白求取權利的允諾，於是環保運動者以「人」的身份為這些

實體「代位」主張其權利。由於環境權不必然是人的權利，則從人類中心角度來

考量的環境使用的效率問題或分配問題就不必然是環保或環境權的核心課題。 

許多（「人類中心主義」和「反人類中心主義」環保者所主張的）環境權都已

經是法定權利，各國都有污染排放標準、污染排放稅費、生態多樣區或脆弱區的

開發管制等等。但是仍有許多環保者所主張的權利，例如普徧的動物生命權、眾

生平等權，整體生態的多樣平衡權，還不是法定權利，而最多只是道德權利而已。

雖然如此，在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下，由於環評範圍廣泛而邊界不明確，有些還

只是道德權利性質的環保主張，卻可能透過環評而在個案中得到有法定效果的保

障。只是這類的保障在他案中不見得同樣適用，故缺乏明確的法定普徧性。 

環境權利既可以是消極的權利，也可以是積極的權利。消極而言，生產者消

費者有不污染環境的義務，積極而言，某些人（特別是政府）有提供清潔環境的

義務（好比是設立生態保護區）。這些權利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就像絕大多數

的權利一樣，在現實中環境權通常不是絕對的，而常為別的利益而犧牲；重大經

濟開發活動之不絕如縷可為明證。環評制度本身不必然否定環境保育之外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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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但在台灣，環評審查對受評的開發案有「否決權」，事實上可為某些環境權

的絕對性在個案中提供實現的管道。 

法定環境權的保障在理論上有「財產原則」、「事後補償原則」、「不可讓渡原

則」等三種方式，事實上也如此。（1）以財產原則保障居民之不受污染權的實例：

開發商必須以補貼社區的方式，換取（「購買」）環境利用權。（2）以事後補償原

則保障居民之不受污染權的實例：政府「代表」居民向工廠課徵污染排放費。（3）

以不可讓渡原則保障居民之不受污染權的實例：政府設定污染排放標準，限制排

污產業的生產規模，禁止山地陡坡開發等等。這幾種保障方式可能混和搭配，例

如政府既徵排污費，也設定污染上限。在環評審查的實務中，「不應開發」的決議

表示個案中的環境權不可讓渡，「有條件通過」的決議則為事後補償原則和財產原

則保留了可能性。 

上面的討論都假定環境權屬於「受污染者」，在財產原則和事後補償原則的保

障之下，污染者必須付費才能獲得環境利用權。如果環境利用權屬於「污染者」，

則根據財產原則或事後補償原則，受污染者必須付費給污染者才能享有較乾淨的

環境。這種作法事實上通行各國。（1）以財產原則保障污染者之污染權的實例：

政府「代表」人民以租稅扣抵或減排補助的方式換取污染者的自願性減排（綠能

發電補助，低碳運具補助，節能家電補助）。（2）以事後補償原則保障污染者之污

染權的實例：政府「代表」人民對污染者設定排污標準，但同時對污染者提供減

排補助或其他優惠，作為補償（比如：按「溯往原則」（grandfathering rule）實施

排碳權分配；或是過去的〈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對廠商購置污

染防治設備提供租稅減免）。「受污染者付費」（the pollutee pays principle）的作法

在客觀上（至少在短期內）也可能有保護環境的作用。 

（四）未完的鬥爭 

台灣的環保運動通常不明顯區別「人類中心主義」和「反人類中心主義」的

環保立場，有時從當代人和後代子孫福祉的角度強調生態保育的重要性，有時則

站在動植物和生態本身的立場，反對開發。多數的環保運動者顯然認為環境權的

主體是潛在的受污染者，而不是潛在的污染者，而不同意「受污染者付費」的環

保方法。在「污染者付費」（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前提之下，就像其他權

利的鼓吹者一樣（希望其所鼓吹的權利優先於其他權利），許多環保者也希望受污

染者的環境權優先於別的利益。在現實中，有些社區的居民接受財產原則的保障

方式，願意讓渡環境權以交換開發商提供的補助金。立場較強的環保運動者則可

能偏好不可讓渡原則，或不可讓渡原則和事後補償原則的混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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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某些地方性污染在過去 20年中已有改善，但這不表示環保運動會漸趨

緩和。原因可能是：（1）我們的生活中仍然有其他顯著的環境風險。（2）在當前

的政策和法律中，「受污染者付費」的環保方法依然流行，環境權並不明確的屬於

「受污染者」。（3）有些人所推動的環境權還只是道德權利，環保者要爭取為更有

保障的法定權利。（4）環保者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生態保育設施，增進環境權的

積極性質。（5）在主流政策之中，經濟開發似乎依然優先於環境保育，環保者希

望加強環境權的絕對性質。（6）財產原則的保障方式容許環境權的交易，立場較

強的環保者可能更偏好不可讓渡的環境權。（7）最後，環境品質可能是「奢侈品」，

環保運動隨著人們愈加富裕而增強。證諸歐美經驗如是，台灣大概也如此。 

三、成本效益分布不對等 

環保團體不但從環保的角度反對一些經濟開發計畫，經濟開發政策所產生的

資源重分配效果可能也刺激環保團體、地方居民、和其他民間團體的共同抗爭。 

（一）個體與整體 

政府帶動經濟開發時，通常宣稱經濟開發計畫可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或是國

民所得（GDP）。（「整體」福利的計算有很多複雜的科學和哲學爭論，包括「社會

成本效益分析」所引起的爭議；至於 GDP可以代表整體福利到什麼程度，也有爭

議。這些爭論姑置不談。）但許多經濟開發計畫不僅有「整體的」經濟效果，也

有資源重分配的作用，一方面增加某些人的資源和福利，另一方面則限制另一些

人的選擇，減損其福利。獲利者可能是開發公司、一般勞工、一般消費者，而當

地社區則可能承擔主要的代價。代價可能是：開發地周邊的污染增加，工安意外

發生率增加，地區的舊貌改變，原居民的土地遭徵收，水資源重新分配，當地的

房地產價格改變，等等。開發案的成本承擔者和利益享受人不一致，開發者所提

供的補償措施也未必能平息自覺受損者的抗拒。過去有激烈爭議的例子包含工業

區科學園區的開發、電廠的設置、核廢料儲存、都市更新等。當潛在的受損者集

中於低所得的族群時，社運團體抗爭更烈。 

嫌惡設施的「鄰避問題」（NIMBY, not-in-my-backyard）其實也是開發案所產

生的資源重分配爭議，是開發成本和開發效益分布不對等的問題，也是權利保障

與權利受侵害的問題。批評反開發活動和 NIMBY 現象的人有時根據「社會成本

效益原則」，假定地方社群應該為廣泛的「整體的」社會利益做一點犧牲，接受讓

人嫌惡的設施。不但抗爭團體和居民不見得接受這個原則，其他有些領域的操作

倫理也明白拒絕「社會成本效益原則」。以醫藥的人體臨床實驗工作為例：臨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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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目的是嘉惠未來廣大的病患，其潛在效益十分巨大。但臨床實驗的倫理準則

明確禁止在確知實驗將傷害實驗參與人的情況下進行實驗，甚至當實驗參與人已

獲告知實驗之傷害性但仍然自願接受實驗時，也不可以。堅守個人利益原則而反

「社會成本效益原則」的人體臨床實驗準則通行於所有的現代國家（Hansson, 

2004b）。 

（二）群己權界 

「社會成本效益原則」假定個人權利是前文所說的「相對的權利」；而且，當

「全體社會」為了經濟開發而「必須」徵收土地或設置嫌惡設備時，個人權利「應

該」為此有所犧牲（而至多是接受「事後補償原則」的保障）。我們可用經濟學和

政治哲學的用語，重新說明重分配性的開發案對個人權利和福利的影響。經濟學

假定資源的限制決定人的可選擇範圍，資源增加，則可選擇的範圍擴大，偏好就

更能得到滿足，福利就增加（個人的福利是個人偏好的滿足程度）。用政治哲學的

用語來說，當可選擇的範圍擴大時，人的夢想實現能力增加，人的「（積極）自由」

就增加。因此重分配性的開發案可能使開發公司、一般勞工、一般消費者的福利

和（積極的）自由增加；而土地遭徵收者、受污染者、地方居民的福利與（積極

的）自由則可能有所減損。 

政治哲學把人的選擇自由度區分成兩種型態：「積極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

和「消極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消極的自由」是「機會對個人的開放程度」

的概念，指的是個人的選擇和行動不受他人加以限制或威脅，例如財產不受任意

剝奪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等。消極的自由著重於免受他人干預強制的保障，

而不管自由的內容，也不管在不受他人干預強制的狀態之下，個人主觀上是否真

的感到自由（我的選擇雖然不受別人的干預，但我實際所能選擇的事物可能受限

於自然障礙和其他的實質障礙，例如天性稟賦和經濟預算的限制；我有考大學的

自由，但不見得真能考進我想讀的大學）。 

「積極的自由」則是「願望實現」的概念，是主觀自由得到滿足的程度，是

人對自己生活內容和願望的實際控制能力。這種自由的達成和人的所得財富及其

所衍生的消費投資能力有關。人要想實現自己的願望、滿足個人主觀的自由，必

須有「為實現願望」所必備的資源和能力。這些必備的資源和能力可能不僅僅要

達到某種絕對的水準，還必須達到不輸社群同儕的相對水準，而使其實際的選擇

自由度不輸同儕。「積極自由」的概念與經濟學中的「個人福利」觀念（個人偏好

的滿足程度）很接近，兩者的大小都與可用資源的多寡有關。現代福利國家的核

心目標就是要藉著政府的福利計畫（重分配計畫），增進低所得族群的「積極的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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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之分和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之辨是各自獨立定義的，但

消極自由的保證，通常要他人守住不干擾、不作為的界線，故消極自由的具體化

大體就是消極的權利。積極自由的實現，需要他人的主動作為，故積極自由的具

體化大略就是積極的權利。 

對於社運團體和一些地方居民而言，許多重分配性開發計畫對低所得者的「積

極的自由」的影響，正好和福利國家的福利計畫完全相反。而且，徵收土地是政

府對當事人所施加的強制交易，被徵收者不但「積極的自由」受損，其「消極的

自由」也遭剝奪。這和人體臨床實驗的倫理準則也成明顯的對比。當然，台灣的

環保團體和社運團體通常不用政治哲學或福利經濟學的詞彙來描述重分配性開發

計畫的後果，而有時用「掠奪」或「圈地」來形容土地徵收和開發計畫的重分配

作用。（中文裡的「圈地」一詞大概有兩個來源，一是清初八旗圈佔民田的活動，

二是歐洲中世紀至工業革命時英國和西北歐國家的「圈地運動」（ enclosure 

movement）。） 

四、社會的風險態度與「理性能力」 

反開發團體有時指控開發商和政府忽略開發案所產生的環境風險，開發商和

政府則反指反開發者誇大風險，或表現邏輯不一致的風險態度，不夠理性。 

（一）風險對立與風險預防 

1.風險的替代與對立 

不論是一般人還是專家，都可能在風險估計上犯錯，高估或低估一些事情的

風險。但以風險為由來反對開發，不必然表示高估災害發生的機率，或高估災情

的期望值。同樣的，若以不開發會產生經濟風險為理由而主張開發，不代表高估

經濟衰退發生的機率，或高估經濟衰退嚴重性的預期值。以開發風險、不開發風

險為焦點的辯論，常常是雙方對於正反兩種（風險性）災難的價值判斷不同所致。

主張開發的人，相信開發將帶來整體利益（常以 GDP 和就業率做指標），於是不

開發的風險就是經濟停滯。反對開發的人則說，開發將產生環境風險（於是不開

發的利益就是環境風險的消除）。開發者看重 GDP和就業（開發個案和 GDP及就

業的關係是否如開發者所說且不管），反開發者則看重環境的價值。雙方亟欲避免

的災難（下文有時稱做「目標風險」）不同。 

由於目標風險不同，雙方要防範的「最壞情況」（the worst scenario）就不同。

開發商和政府要全力避免經濟停滯，就算沒有嚴格的證據顯示經濟會因此案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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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而停滯；反開發者則要全力預防環境風險，即使沒有嚴格的證據顯示環境會

因為此一開發而嚴重受損。用統計學的用語來說，開發商的原始假設是「開發不

會造成重大的環境風險」，如果事實上真的不會產生重大風險，則因誤認有重大風

險而停止開發的錯誤是「型一錯誤」（type I errors，誤把沒有重大環境風險的狀況

當做高風險）。開發商要全力避免經濟損失，所以要壓低型一錯誤出現的機率。原

始假設的對立假設（也就是反開發者的假設）是「開發會導致環境風險」，如果事

實上真的會產生環境風險，則因誤以為沒風險而容許開發的錯誤是「型二錯誤」

（type II errors，誤把高風險的狀況當做沒風險）。反開發者要全力預防環境風險，

所以要壓低型二錯誤出現的機率。（如果把原始假設改成反開發者的假設「不開發

不會造成經濟停滯」、對立假設隨之改成開發商的假設「不開發會造成經濟停滯」，

則反開發者要壓低型一錯誤出現的機率，而開發商要壓低型二錯誤出現的機率。

但問題的性質不變。）所以，雙方以不同的風險理由互相反對，不必然表示任何

一方高估災害發生的機率，或高估災情的期望值。雙方可能都只是針對各自所要

避免的最壞情況奉行「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而已。 

我們若想降低型一錯誤（錯把沒有的事當做有這回事）的機率，必然會增加

型二錯誤（錯把會發生的事當作不會發生）的機率，反之亦然。哪一種錯誤比較

嚴重？這其實是問誰的目標更「重要」？這當然是價值判斷的問題，沒有科學的

答案。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價值準則，有些領域（就像我們正在討論的經濟與

環保之間的「對抗」）則為此爭論不休（Hansson, 2011）。基礎科學研究在檢驗新

理論時（新藥 A 有提高 B 病治癒率的作用，C 裝置的輻射波會增加 D 癌症發生

的機率），原始的經驗假設通常是新的假說不成立，研究人員必須出示最嚴格的證

據，全力降低型一錯誤發生的機會，才能讓科學界接受新假說。現代司法體系在

偵查犯罪和進行司法審理時，其原始假設是犯罪嫌疑人乃無辜的，於是冒著縱放

罪犯的風險，嚴格要求正當的司法程序，以減少型一錯誤（冤獄或錯殺無辜）的

發生率（型一錯誤和型二錯誤出現的機會此消彼長，故從統計的角度而言，「毋枉

毋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有些讓大眾所擔心的事即使缺乏完備的科學證據，

我們還是付出很大的代價來防堵型二錯誤，像是把僅僅部分樣本有瑕疵的食品全

部下架回收，把配有某款功能有疑慮之零件的汽車召回、飛機停飛，機場嚴格安

檢，依據氣象風雨預報而停課停班。（當風險來源是人的行為時，防堵型二錯誤的

策略，像是機場安檢、食品下架、汽車召回等，除了有其本身的價值之外，還可

能改變風險行為人的未來行動。防堵型一錯誤的策略也有類似的效果，例如科學

界對假說驗證的嚴格要求可增進科學家的工作嚴謹度。） 

2.「最佳的」預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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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型一錯誤的減少以型二錯誤的增加為代價（反之亦然），防止特定的目標

風險必會提高對立的風險（降低冤獄的風險會增加罪犯脫身的風險）。因此，一致

而不矛盾的決策原則不可能對每一種風險都採取「預防最壞情況發生」的態度，

不可能把「預防原則」當做通則。但這不代表一致而不矛盾的決策不會也不應該

對於缺乏嚴格科學證據的某些特定風險，採取避免最壞情況發生的預防行動（把

有污染疑慮的食品全部下架，要求裝有某款功能有疑慮之零件的飛機全部停飛，

颱風天停課）。 

個人對特定的風險是否採取預防策略、是否盡力防堵型二錯誤，其實和執行

預防策略的成本效益有關。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研究顯示，如果個人確定其將負擔

預防最壞狀況的成本，他會考慮預防的成本，會根據「預防某種最壞狀況」行動

的效益和成本，來決定是否採取「預防這種最壞狀況」的策略（Sunstein, 2005）。

例如，現代人為求保健（降低健康風險的型二錯誤發生率），通常避食過期食品，

許多政府也不准超市販售過期食品。可是，希臘在 2012年國債危機時，由於經濟

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破例容許超市販售過期的不易腐食品（以求壓低物

價，減輕人民負擔，並利用這種「內部貶值」的方式來提振出口），許多民眾也願

意 購 買 較 便 宜 的 過 期 食 品 （ 美 國 NPR 新 聞 網 址 ：

http://www.npr.org/2012/10/23/163453303/greek-grocers-get-new-rules-for-expired-fo

od）。對希臘人而言，這時堅持高標準的保健原則、防堵型二錯誤的成本顯然增加。

於是人們不再以嚴格的健康風險預防態度對待過期食品。但是，一旦對某種令人

嫌惡的事採取嚴格預防態度的（個人）成本不高時，人們就會採取防堵的行動。

反對基因改造食物者比例較高的國家，通常是糧食支出佔國民消費比重較低的高

所得國家，反核者比例較高的國家，也多是能源支出佔國民消費比重較低的高所

得國家。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對基因改造食物和核能的反對程度較輕。 

簡單的說，環保團體防堵開發的行為不必然代表他們誇大開發的風險，而可

能是針對他們的目標風險，採取「預防最壞狀況發生」的策略。不論對個人或對

社會而言，「預防最壞狀況」的行動有其代價，但只要台灣沒有立即可見的經濟嚴

重下逿的風險，防範環境風險的反開發抗爭還是會繼續。（經濟風險和環境風險不

見得永遠是相互對立的風險，有些經濟學家和管理專家還認為環保管制可以促進

經濟創新。但在處處有風險的世界裡，人們總是會對某些自己厭棄的風險採取預

防策略。） 

（二）理性與風險態度的一致性 

1.一致/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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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開發者有時指責反開發者表現邏輯不一致的風險態度，不夠理性。常見

的批評是，有些開發案或發電設施的事故發生率比開車、騎機車、搭飛機的事故

發生率還低，人們如果依然騎車開車搭飛機，那麼為什麼拒絕這些開發設施？這

種批評至少有兩個問題。 

第一，這個說法的邏輯是：「A 的風險比 B 的風險要小，如果我們接受 B，

就也該接受 A。」即使 A和 B是兩種不能互相替代的活動，這個邏輯也要人比較

其風險，然後問說你為什麼不接受風險較小的那個選擇？例如，核能是發電燃料，

核能之外的發電替代選擇是燃煤、燃氣和其他初級能源。機車是交通工具，機車

之外的替代交通工具是開車、搭乘大眾運輸、騎單車、步行。我們若要降低燃料

選擇所引起的發電風險，要比較的是核能、燃煤、燃氣和其他燃料的風險。我們

若要降低交通風險，要比較的是各種交通工具的風險。除非我不出門，我總得做

交通風險管理，而在各種交通工具之中做選擇。交通工具的選擇、交通風險管理

和我如何做發電風險管理、如何選擇發電燃料、該不該接受核能風險，有何關係？

交通工具的選擇對發電燃料的選擇有什麼「理性的」指引作用？萬一所有交通工

具的風險比所有發電燃料的風險都要大，那按照批評者的邏輯，豈非不論哪一種

發電燃料我們都該接受，才算理性？發電燃料難道沒有風險管理和風險選擇的問

題？生活中的風險何其多，為了生活，我們總必須承擔一些或大或小的風險，我

們接受了這些風險（例如交通的風險），並不代表我們應該不停的接受無限多的各

種額外小風險，才算理性。我選擇台灣為居住地，而與颱風或地震等風險共處，

是否代表我就「應該」接受任何額外的小風險（例如大雷雨天在郊野騎單車），才

算是風險態度一致，才算理性？「A 的風險比 B 的風險要小，如果我們接受 B，

就也該接受 A」這個說法，在風險分析中是「只看風險大小的謬誤」（fallacy of sheer 

size）（Hansson, 2004a）。（我們可以從無風險狀況下的成本比較來看類似的問題：

成本的「理性」比較是針對可互相代替的選擇做比較，而不是與不相干之活動的

成本任意做比較。我花 3 萬元買一輛機車，以之做為我的交通工具，我還要買一

台微波爐，預算是 3千元以下，以之為我的煮菜加熱用具。人們有沒有理由說：6

千元一台的微波爐比 3 萬元的機車便宜很多，你既然願意花 3 萬元買一輛機車，

卻不願意花 6千元買一台微波爐，這顯然是不理性的行為？） 

第二，我們願意進行一些風險性活動（騎機車、搭飛機），當然是因為這些活

動有其潛在效益，而不見得是因為這些選擇是世上風險最小的活動，甚至也不見

得是因為這些選擇比其替代選擇（不搭飛機、不駕車）的風險要小。如果某種選

擇的預期效益遠大於其替代選擇（對現代社會的多數人而言，拒搭飛機拒絕駕車

的代價顯然很巨大），則即使此一選擇的風險高過其替代選擇，人們仍然會選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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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較高的（搭飛機出國看看這個世界，而不是不搭飛機永遠待在國內）。這是典型

的風險效益比較問題。搭飛機與否和使用核能與否固然不是互相替代的選擇，但

只要使用核能的風險效益比（或是對核電最壞可能狀況採取預防策略的效益成本

比）對有些人來說比搭飛機的要高（即使不用核能的代價確實是較高的電價），則

敢搭飛機而不要核能的行為並沒有什麼不理性的成分。有些風險就算再小，只要

它對我沒有什麼顯著的效益，我沒有理由要承擔它。（這和無風險狀況下的成本效

益決策法則類似，當我們考慮是否要做一件事時，我們不只看這件事的成本大小，

還要看它的效益高低。） 

2.損害估計 

有些支持核電的人指出，在全球的歷史上，燃煤發電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遠多

於核能所致的死亡數（Kharecha and Hansen, 2013）。反核者卻積極反核而不反燃

煤發電，這也像是一種標準不一的不理性態度。這個批評有其根據，但這正好涉

及成本效益分析和風險效益分析中爭論最劇烈的問題之一：我們可不可以找到統

一的損害估計指標。爭論至少有三個面向（Slovic, 1987；Sjöberg, 2000）：（1）不

同原因所造成的死亡是否可以同樣的「價值」看待（不同種類病症之致死、工安

意外致死、飛機失事致死、遭人暴力犯罪致死）；不同年齡人的死亡是否可以同樣

的「價值」看待（學童死亡，人瑞去世）。（2）人們對風險暴露的自願程度及控制

能力與損害計算的關係：有些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們對於自願曝險所造成的傷

害（駕車肇事致死）比較能接受，卻極厭惡由「被迫」接受的風險所生的傷害（因

鄰近工廠的工安意外而致死，或因早年「被迫」暴露於高輻射環境中而長期恐懼

自己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罹癌）。此外，一般人似乎不容易從生活經驗中掌握微小機

率的具體意義（五十萬分之一的機會和百萬分之一的機會這兩者之間生活化的差

異在哪裡），但對不同活動的最糟可能後果（最壞情況）比較敏感（例如核能發電

的最糟可能後果和燃煤發電的最糟可能後果之不同）。如果某種最壞情況一旦發生，

它對居家、交通、工作、健康的潛在傷害也許是自己和社會大眾都難以迅速控制

的，甚至可能波及好幾代的子孫，則人們特別厭惡這種風險（特別希望對這種事

情採取嚴格的預防措施）。（3）人的情感經驗與風險評估：人對一項活動的風險態

度可能和這項活動讓他聯想到的情感經驗（affect）有關。例如，不管從生物化學

和人體曝險的角度來看，摻入某種比例餿水油的食品對人體的危害究竟是多高多

低，只要餿水油讓人聯想到腐臭噁心的溝洫，則人就可能覺得食用餿水油的風險

很高。又如，不管從工程和物理的角度來看，核能電廠爐心熔解的機率是多高多

低，只要核能讓人聯想到恐怖的核爆、核武擴散、核子戰爭，則人就可能厭惡核

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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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統一的損害指標是為了讓風險效益分析能夠明白的量化，但在現實生活

中，人民和政府都不只看死亡數字而已，還看死亡的原因、死亡的年齡、死前受

苦的型態和原因，以及不確定的但讓人擔憂的死亡威脅或疾病威脅。否則，許多

國家的政府不會花大錢清除學校建築中（在正常暴露狀態下）致癌率不高的隔熱

石綿。 

3.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 

「理性」（rationality）是個有很多種意義的用語。在日常語言裡，理性一詞

指的大概是尊重事實、尊重邏輯的態度，有時候（比較含混的）指一種「合理的」

（reasonable）」的態度，有時則甚至指一種「尊重專業意見」的態度。日常語言

裡的理性有時指人的「目標」是否理性，有時則指人的「行動方法」是否理性，

但常常不嚴格區別。各種專業（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的理

性定義與日常語言有相似之處，但不完全相同。這些專業嚴格區別「目標的理性」

和「行動方法的理性」。「行動方法的理性」是「工具性的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是指在特定的目標價值之下，人是否以有效的方法追求目標，這必

然涉及行動人的邏輯正誤和事實認知。「目標的理性」則是「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goal rationality），某種價值偏好本身就是行動人

目標，而不是達成某個目標的工具或方法，故和事實或邏輯沒有什麼關係。所以

我們沒有什麼標準檢驗人的價值理性程度，最多只能考查其偏好系統是否一致而

不矛盾。也因為如此，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所討論的理性，基本上只限於工

具理性。（但價值實現的可能性和實現價值的成本有關。實際上價值和工具也不見

得截然可分，有些「價值」可能是某些更高目標的「工具」，這姑且不談。）「理

性」這個詞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概念，也是規範性的（normative）的概念。

說人「不理性」，指人不顧事實，或不顧邏輯，也意謂著人「應該」面對事實，尊

重邏輯。 

有人有時從某些「工具理性」的角度來批評反開發的「價值理性」，而認為後

者「不理性」。前面已舉過一些價值理性的例子。包括：（1）人體臨床實驗雖然可

以嘉惠未來病人，但人體臨床實驗工作的倫理準則拒絕「社會成本效益原則」，而

以保護參與人的利益為最高原則，不讓參與人為未來廣大病人的總利益而犧牲。（2）

社運團體不同意地方社群應該為「整體的」社會利益而犧牲，而接受讓人嫌惡的

設施、工安風險、或土地徵收。（3）現代司法體系防堵誤傷無辜的型一錯誤，現

代公共安全管理則防堵忽略重大災害的型二錯誤（食品下架，汽車召回、飛機停

飛、機場嚴格安檢、颱風停課）。（4）環保團體（不論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環保

還是生態中心主義的環保）為了降低環境風險管理的型二錯誤發生率，而反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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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開發計畫。批評反開發團體「不理性」的人，可能假定了另外兩種價值理性：

第一，防堵經濟停滯風險的型二錯誤比防堵環境風險管理的型二錯誤「更重要」。

第二，面對經濟開發的前景，社會的「整體利益」高過個人利益。根據這樣的價

值理性，反開發的行動當然違反為達到這個價值目標的工具理性。只是，這其實

不是「工具理性」的問題，而是價值問題。 

（三）專家決策與決策專業 

有時候主張開發者認為反開發者不相信或不尊重專家的意見，不夠理性。一

般人是否必須信賴專家的判斷，甚至採用專家的政策建議，才算理性？ 專家的意

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專家對其專業領域內的事實和因果關係的判斷，這是專業

知識的問題，專家在此有特殊的知識權威性。另外一個是專家建議政府該追求什

麼樣的政策（而不是達到特定政策目標的方法），專家在此沒有任何權威性。即使

專家在事實和邏輯上都正確無誤，不代表我們「應該」同意專家的政策建議。政

策決定是價值選擇（價值理性）、利益權衡。專家提供某一方面的知識和事實（工

具理性），但專家在倫理價值判斷上沒有比一般人更特殊優越的條件（即使專攻倫

理學的哲學家也如此，他們的專長是道德問題的推理、價值判斷一致性的考察，

但不是哪一種價值更優越）。不同意專家的政策建議，不代表必然不理性（不尊重

事實或邏輯）。 

即使專家對其專業事實和專業因果關係的判斷有特殊的權威性，也不代表專

家不會犯錯。專家錯誤的風險，歷史斑斑可考。2008年金融海嘯的前夕，頂尖總

體經濟學家出身的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還認為美國的經

濟算是穩健（Bernanke, 2007）；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則早在 2003年時就斷言總體經濟學已經掌握了防止經濟巨幅波動的機制，劇

烈的景氣循環已成過去（Lucas, 2003）。從 197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的人口專家

不斷預測日本的生育率將在 10-20年之內回到「替代生育水準」（大約是 2.2），結

果日本的生育率不斷下滑（如今約 1.4）。1960 年代後半期美國的二戰後嬰兒潮行

將結束，但美國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人口專家見不及此，依舊預測生育率

將繼續走高，到 1970年中期時嬰兒出生數將比 1960年中期多出 25%。後來的事

實是，美國 1970年代中期的嬰兒出生數比 1960年中期幾乎少了 25%（Weil, 2004）。

2004年油價開始走升時，許多能源專家堅持油價上漲源於炒作，只是金融面的泡

沫，不能持久，而沒看到來自石油需求面的實質壓力。 

專家犯錯有幾種因素：（1）專家和一般人類似，面對不確定的環境時，常常

仰賴過去的經驗做判斷，尤其是較新而且鮮明的經驗（但專家的參考的經驗是專

業經驗，而不是日常生活經驗）（Kahneman, Slovic and Tversky, 1982）。和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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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類似，這常常很有用，但總有失誤的時候。面對歷史樣本稀少但極端的災難，

專家尤其缺乏足夠的觀察值來「校正」（calibrate）其判斷誤差。（2）專家靠其專

業吃飯，其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不但繫於其在專業內的地位，還繫於其所屬的整

個專業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力。故和一般人相似，面對挑戰，專家傾向於捍衛

其領域，不太會自我否定。這通常不見得會造成大錯誤，但在挑戰比較劇烈的情

況下，專家的判斷有可能失誤（這也是老一代的理論遭新一代的理論取代的原因

之一）。（3）一個專業領域內的專家有共同的訓練背景、共同的工作平台、共同的

專業利益、甚至共同的社交圈。和一般人在所屬社群中所面對的群體同化和同儕

壓力類似，同一個領域的專家有思考相似、集體思考（group think）、在專業之內

從眾（herding）的行為傾向，結果是專家意見同質，專業成員的偏見不獨立

（correlated biases），相關性高（Vermeule, 2014）。專家意見同質，可能是專業的

「共識」，但也可能是集體偏見。（4）另一個與第（2）、（3）點相關但不完全相同

的問題是：人的利益之所在（及人的信仰）可能影響其對各式風險的評價。有些

心理學的研究顯示（Hansson, 1993; Sjöberg, 2000），人對於自己喜愛或利益相關

的活動，傾向於低估其風險（尤其是事故發生率），對於自己所厭惡而且自認未受

其利的活動，傾向於高估其風險（尤其是事故的嚴重性）。專家也不例外。如上所

述，專家是其專業興衰的利害相關人，專家對其事業大概也多有一定的信念。故

與病患相比，內科醫師傾向於高估其確診率（低估其誤診率）；而與不喜石化生產

活動的人相比，石化業者偏向於低估石化工安意外的發生率；與不喜核能的人相

比，核能專家傾向於低估核安意外的發生率。其利益及信仰與專業人士不一致的

外人固然可能有偏見，但專家也可能有偏見。 

「專家會犯錯」不表示我們「不應該」信賴專家，但是在某些事情上不完全

相信專家的說法，不見得是「不理性」。 其實，「理性的」公共事務管理者不但要

管理公眾生活中的風險（一階風險管理，first-order risk management），還應該針

對決策出錯、專家出錯的風險進行管理（二階風險管理， second-order risk 

management）。如果一個開發案或電力設施的內外部審查專家群，來自單一的專

業背景，甚至來自利益相關的國內外產業，而且政府的主管機關在專業審查程序

完成之前就是開發案的推動者或支持者，則社運團體有理由懷疑政府沒有進行防

止決策出錯、專家出錯的二階風險管理，有理由懷疑專家偏見。 

五、公民社會的漸趨成熟和獨立民間團體的茁壯 

（一）回應政府，參與公共治理 

環保運動和政治文化也有密切的關係。台灣從 1980年代後期至今，不但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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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日趨多元茁壯，其他的獨立民間團體也如此，例如：消費者保護團體、婦女

團體、宗教組織、勞工權益團體、地方社區自治自力救濟團體、教育改革團體、

學術界的議政團體、學生運動團體、少數族群團體，等等。環保團體只是較早展

現社會影響力的一支而已。 

獨立民間團體的多元和茁壯，是現代公民社會的特點。現代政府常積極引導

產業政策或經濟發展路線，民主政治則產生了各族群追求稟賦資源分配平等的壓

力。於是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廣泛的管制，對所得和財富進行廣泛的重分配，

政府深深涉入基礎教育、基礎建設、經濟開發、都市計畫、社會保險、環境利用。

其干預工具也不限於徵稅權，還有房地徵收、生活基本資源的價格管制等等。其

結果固然使得一些稟賦較弱的族群得到扶助，但也使得政府權力滲進社會各個角

落、官僚系統膨脹、法規行政繁複難明，個人的權利有時而遭侵奪。而因資源重

分配而受損的人也不限於較富裕的族群，遠離權力中心的社群之福利權利因為開

發性的管制或重分配性的管制而受損，幾乎是必然會發生的事。這正是前面所提

的公共政策成本效益分布之不對等。 

公民團體運動是對此現象的反應：利害相關的社群面對政策的衝擊，組織起

來，針對其切身之關懷所面臨的潛在傷害，向政策提出挑戰，或要求補救。所謂

「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單單倚靠著關於正當決策程序和政府資訊

公開的形式法規，而沒有成熟的公民實質參與，民主體制通常不足以保證充分的

事前政策辯論，不足以保障社會下層利益的充分上達，不足以避免決策圈內人因

為物以類聚利害相倚而見相同聞相似。公民團體運動在正式的參政管道之外，創

造政策辯論的場所和民瘼上達的途徑，把正式政治體制未能事先察覺的、社會中

各角落的種種切身關懷，輸送進政治決策過程。環保運動與公民團體結合，向社

會和政府傳遞了環保的利益和價值，傳遞了某些社群對「權利受侵」和資源重分

配的反彈，也傳遞了環保團體有別於開發商和政府的目標風險。不僅如此，蓬勃

的公民運動還表現了公民團體對政府之決策信譽和決策能力的不信任，對政商關

係的疑慮，對公營大企業和某些私人大企業的不信任，對政府專家的不信任；簡

言之，對於政府防止決策錯誤的二階風險管理能力的不信任。 

人們常用「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來指稱公民團體發達的民主社會，這個

詞所指謂的對象不在於「（民主）社會」，而在於參與公共問題之辯論和決策的獨

立民間團體（societies）。十九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強調獨立的公民團體對美國民主政治的作用：保護個人自由，防止多數專制；促

進民主社會的思想多樣性（以免孤伶伶的個人不敢犯眾怒而獨抗輿論）；增加公民

文化的深度和公共決策的嚴謹細緻程度。（英文的 civil society一詞還指歷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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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兩種社會型態。一個是古希臘城邦的自由民（不包括女性、奴隸、外地人）

所參與的城邦民主政治。另一個是 19世紀（歐洲）市場興起之後，相對於國家政

府、以市場經濟為核心的中產階級「市民社會」。） 

公民團體的繁茂多元是民主社會演化摸索而形成的，經濟發達的現代民主社

會幾乎無不有豐沛的公民團體運動。台灣環保活動和各種獨立民間組織的發達，

是公民社會成熟的徵象，並不獨特。網路技術普及之後，獨立民間團體的運動、

組織、政策辯論更能突破空間地域和時間的限制。網路論壇容許匿名發言的特性，

甚至對台灣的一個現象─低階資淺的人普遍不敢不願當面向高階資深的人質疑辯

難─產生局部平衡的作用。網路技術為公民團體運動和公民辯論提供了更好的基

礎設施。可以預見，台灣的環保運動和各種公民團體運動會繼續成長。 

（二）政府的再回應 

到目前為止，政府和公部門對公民團體運動的反應相當僵硬枯燥而無說服力，

溝通能力極弱，經常徒有溝通的形式，而與各類團體無實質的交談；溝通時缺乏

私人服務業追求客戶時對等的、甚至殷勤仰望的態度。有時重大開發案幾乎是先

定案，再「溝通」。一言以蔽之，政府公共治理改善的速度，追不上公民團體成長

茁壯的速度。 

政府的公共治理孱弱及溝通枯燥無力的原因很多，但公部門內部（在政策形

成的過程中）缺乏真正的政策辯論以吸納各方的意見是關鍵原因之一。而公部門

深入骨髓的階層文化又是公部門缺乏內部政策辯論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部門的

工作穩定而有保障，除了立志以公共服務為其終極關懷者，其從業人員向問題挑

戰的動機本來就較弱。我國的公部門文化又極重視職位高低和資歷學歷年齡，不

鼓勵資淺低階者向資深高階者挑戰獻疑問難；部屬之「智」，不能過其「長官」。

這種階層文化傷害平等溝通，壓制腦力激盪，斲喪創新的熱情，破壞創造性解決

問題的能力。公民團體則不同，與學術界和許多的世界一流企業類似，其決策扁

平，沒有壓抑創造奇想的階層文化。同時，（從財務的角度而言）專業的公民團體

從業者有較高的事業風險，因此，與早年的反對黨成員相似，經過「自我選擇」

（self-selection）而參與公民運動者通常動機強、對社會問題的敏感度高、有濃烈

的社會參與熱情。成員的強烈參與動機與較扁平的決策模式相結合，使公民團體

在實質面和策略面都有創造性；多樣而不同的團體常常彼此串連，組織起散佈在

社會各個角落的知識和奇思異想。面對台灣公民社會的成熟和環保運動的發達，

我國公部門的階層文化及其從業人員解決問題的誘因機制如果不改，則政策制定

及執行左支右絀的現象還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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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環評制度的公民參與及溝通機制之探討 

林子倫  

一、前言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自 1994年公佈實施以來，已運作二十年。然而近年來的

環評案件中，民眾及民間環保團體與環保行政機關間的衝突仍是屢見不鮮，回顧

近年的重大環評爭議案件如國光石化、中科三期及四期、台塑六輕及美麗灣等，

皆顯示了環保行政機關與環保團體雙方在認知及立場上存有嚴重落差與分歧。甚

至每一次的環評審查，都隱含了將有隨之而來的民眾抗爭或衝突，不論是政府、

開發單位與民間團體，都累積長久且難以紓解的不信任感與相互敵視的心態。 

民眾與環保團體對於環評審查的重視關切，除了由於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深

化、公民知識水準提高以及資訊取得方式、管道多元化與迅速便利外，另一方面，

公民們已開始認知到，現代高科技與高速的工業化發展，雖有其經濟效益但也潛

藏許多不確定的風險。許多環境生態的價值堅持，以及文化與精神層面的價值追

求，往往更勝於民眾對於經濟利益的需求。 

環評制度的設計，乃企圖將環境保護及經濟開發等不同社會價值，納編於法

制之中的一種審議管道，也因此在環評運作過程中無可避免要面臨「環保」與「經

濟」兩個不同價值勢力的競逐(Caldwell, 1993)。這樣的競逐過程要如何平衡相關

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以達致最終決策，在經歷多次重大環評案件爭議後，更可顯

見政府與民間等多方利害關係人在互動溝通層面的重要性。若能有效建立政府與

公民間實質、良善的互動溝通，環評制度之審議過程必能減少許多衝突。 

本文則將檢視當前公民參與環評審議之管道，探討環評規範面與實務面上的

困境，並嘗試勾勒環評、公民、開發業者與政府間之溝通機制等問題爭點，並討

論其造成民間環保團體與政府間相互不信任之原因。此外，本文從風險溝通的角

度，來理解探討環評制度之社會面向，並嘗試提出改善環評公民參與及溝通模式

之方法，期能緩解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之對立型態，作為未來環評制度改革之參

考。 

二、環評制度中的公民參與及溝通機制現況 

目前我國環評審查程序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環評由開發單位檢具環境影響

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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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論認為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

之說明會；反之，若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則應繼續進行第二

階段之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應陳列環境影響說明書、舉辦範疇界定會議以及

公聽會等。 

參照我國環評法中對於民眾參與之相關規定，可觀察到我國民眾在環評中的

參與階段主要可分為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公開說明會、第二階段環評進行中之公開

說明會、與第二階段環評範疇界定會議、以及環評初稿後之現場勘查及公聽會等

階段。綜合整理我國環評法中所規定民眾參與之階段、其參與方式和效力、以及

在溝通要件的對應層面整理如表 4-1： 

表 4-1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中公民參與之效力 

環評階段 主辦單位 參與方式 對決策的影響 參與效力 溝通要件 

環境影響

說明書審

查 

環保主管

機關 

列席參與

環評審查

委員會會

議 

無投票表決權

利 

被動接受

告知、單向

接收資訊 

資訊公

開；但缺乏

有效回饋

互動 

公開說明

會（不須進

入第二階

段審查） 

開發單位 出席說明

會 

無 象徵性規

定 

形式上的

流程與資

訊公開 

公開說明

會（須進入

第二階段

審查） 

開發單位 出席說明

會 

相關意見於會

後15日內以書

面向開發者、

環保主管機

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出 

單向接收

資訊 

資訊公

開；但缺乏

有效回饋

互動 

評估範疇

之界定 

環保主管

機關 

參與範疇

界定會議 

相關意見提供

開發單位，編

制撰寫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 

雙向對話 互動溝通 

現場勘查

及公聽會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參與公聽

會議 

作成現場勘查

紀錄及公聽紀

錄，送交環保

主管機關，交

由環評審查委

員會審查 

雙向對話 互動溝通 

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

書審查 

環保主管

機關 

列席參與

環評審查

委員會會

議 

無投票表決權

利 

單向接收

資訊 

資訊公

開；但缺乏

有效回饋

互動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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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 所列之公民可參與管道與效力所示，民眾參與在第一階段環評的制

度體現，是處於被動地由開發單位於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前，告知並邀請民眾

舉行會議，而民眾意見處理回應規定應被編製於說明書中；或是在不須進行第二

階段時所舉辦的「公開說明會」中，告知民眾出席參與。而自 1994年底環評法通

過施行以來至 2012年止，據行政院環保署環評書件系統資料統計顯示，約有八成

的開發案件於環評審查第一階段便予以通過（其中又以有條件通過者佔多數），目

前案例中進入環評審查第二階段者不超過 10%，因此大部分第一階段環評審議過

程中，公民參與的實踐機會相對更少。 

三、環評中公民參與之實質問題 

（一）公民參與進場的困難 

如前述關於當前環評程序之說明，要進入第二階段環評程序並進行民眾參與

的實踐比例誠屬少數；而第一階段環評之民眾參與部分的相關規定，也受到許多

質疑。現行規定要求開發單位若第一階段環評通過，必須於動工前召開公開說明

會，然而此階段所舉辦之公開說明會，實質意義上卻較偏向於形式上之政策宣導，

也就是開發單位通常僅在動工前，單向告知民眾，開發行為已經獲得許可，即將

於此地區進行施工。相對地，民眾處於被事後告知的處境，也無法有表達不同意

見、提出有利主張之機會，往往民眾獲知有開發案件的時機，已是作出決策之後。

因此現行第一階段的公開說明會，僅成為開發單位之片面告知或單方說明，實際

上並無法達到與民眾進行雙向溝通的成效。 

另一項公民參與進場的問題，則是在於進行工程前開發單位對民眾的告知過

程，其告知的方式與告知內容也是造成民眾參與困難的關鍵，例如開發單位是透

過何種管道告知民眾，學者於中科三期開發案之研究中提到，在中科三期園區籌

備規劃階段，地方民眾並不清楚中科管理局徵收土地之過程與目的，且公部門也

不是用一種較積極與完整的方式，去告知民眾或宣傳環評審查前之說明會。此外

告知的內容是否符合讓一般公民皆能瞭解此開發案的目的，以及相關開發過程、

風險評估、以及效益等，告知資訊是否齊全完整，也都影響到公民參與的意願（杜

文苓，2010）。在民眾不知曉相關資訊，以及資訊的提供不甚完整，民眾為瞭解環

評內容需耗費更多時間與心力去收集資料的情形下，都造成民眾進場討論的隔

閡。 

（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資訊落差 

環保機關、開發單位與民眾之間溝通的困難，其實也反映了資訊提供的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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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及各方資訊接收的不對等。環保團體與學者曾提出許多第一階段通過環評

之開發案的質疑：例如新店安坑掩埋場案例中，當地居民未得到開發之訊息、民

眾不清楚掩埋場對今後生活的影響、環評法並未書明開發單位須與當地民眾事先

溝通、因政府鼓勵開發，常偏向開發單位，而民眾又不熟悉環評法、環評委員無

民間團體推薦人選，環評會亦無居民列席等。另外如蘇花高案例中，民眾在環評

結束後，才得知相關情形。而學者葉俊榮也曾針對環境影響評估之法制規範及實

務運作進行系統性之檢討，包括「表決不附理由，亦未公佈各委員投票內容，造

成公民監督困難」、「環境資訊不夠公開」、「開發單位進行開發作業時，未與民眾

充分交流意見」、「在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前，並未有公共參與之規定」、「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會議之資訊公開不足，導致參與不足」、「目前環保署的環境影響評估

程序開放旁聽機制過於保守」、「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對公共參與及監督不友善

的態度」、「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報告書的技術性過高，導致資訊公開亦無法使

得當地居民充分瞭解開發行為的內容以及可能會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主管機

關對於資訊公開及公聽會等行政程序心態不正確，如政府機關在實務上的態度經

常是公開為例外禁止為原則」等(葉俊榮，2010)。 

此外，環評過程中除了環保機關的角色之外，也需相關政府主管機關及開發

單位等配合資訊公開。然而目前政府環評相關資訊之公開方式，尚欠缺完整統一

的彙整，因此若民眾意欲參與環境影響評估之程序，必須花費相當之時間至各相

關單位蒐集訊息，也可能因此遭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刁難。此外，相關單位在

提供資訊時所使用的詞彙以及論述方式，其呈現的難易複雜度往往也非一般民眾

所能瞭解，無論是在說明書與報告書的撰寫，或是在會議中所提供的數據資料，

皆偏向專家科學方式的呈現，對於民眾的疑問往往透過科學數字來回應，而非是

真正相互溝通以期達到民眾的理解而進一步討論，如此情形對於與公民的互動溝

通形成很大障礙，亦會大幅降低民眾參與之意願。 

（三）程序完備性不足 

為改善原第一階段環評中，公民參與機制之不足，環保署於 2004年定訂出之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其中第 10 條之一係為確保環評審查第一階

段能提供公民參與之管道。 

然而，在多數開發案件通過環評審查第一階段即取得開發許可，僅透過此機

制作為公民參與及意見表達之管道顯然有所不足，且現有之環評程序規範，在許

多階段其公開透明性仍然不足，亦導致無法確保程序之完備性獲得落實。當現有

之法規範不夠嚴謹與詳盡時，其程序完備性即無從得以有效達成，民眾及環保團

體不但僅能被動參與，其被賦予之角色亦無實際力量做後續監督或提出實質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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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 

在許多環評一階審查的案例中，開發單位往往「選擇性」地呈現居民意見，

以迴避不同之利益衝突，並降低通過環評之困難度。又若開發案件不需進入環評

第二階段之審查，在開發單位召開「公開說明會」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程序便

已完成。在說明書無強制公開規定的狀況下，民眾不但無從得知其意見是否有被

詳實納入說明書的製備，開發單位亦無對其意見作出回應的義務規範，民眾更無

從監督開發單位針對其提出之意見是否有作出開發條件的改善。而最後召開的「公

開說明會」則僅具事後告知的功能，因其開發之效力已經確立，民眾之意見已無

法透過制度化之正式途徑表達之。 

若開發行為被認定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時，其應進入環境影響評估

第二階段之審查。首先，開發單位應先將上述之「說明書」陳列於開發場所五處

以上公共場所至少三十日。開發單位應隨後舉辦公開說明會，當地居民可當場提

出對其「說明書」之疑義，或於會後十五日內向開發單位提出書面之意見。接著

由環保主管機關集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以及居民

代表進行範疇評估之界定。開發單位應參酌上述程序中相關專家、學者、機關、

團體以及民眾提出之意見，製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並交由目的事業主

機關，再由其會同主管機關、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團體及當地居民進行現場勘

察；並於勘察後於開發場所附近舉辦公聽會。目的事業主機關再將「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書」初稿、連同公聽會紀錄及勘察現場記錄送交環保主管機關進行審查。 

檢視上述環評第二階段的審查流程，不難發現其規範對於參與機制之主體並

未有細緻討論。此外，關於評估範疇界定、現場勘察以及公聽會之相關機關、團

體、當地居民代表如何產生？實務上應如何參與？對於公聽會之舉辦方式、會議

程序應如何進行亦無明確規範。例如環評第一階段審查中，「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準則」第 10條之一對於眾多不同形式會議的實質內涵亦未有詳細之區分。

由於現有之機制規範不明確，因此在公聽會的舉辦，實務上往往成為徒具宣傳效

果之說明大會。 

（四）回應機制不足 

無論是環評第一或第二階段審查中，現有之溝通平台未發揮功能，以及回應

機制不足，皆是造成環保行政機關與民間環保團體衝突不斷發生之重要原因。其

中第一階段之說明書與第二階段評估書之準備，與說明會或公聽會之召開雖意在

確保公民意見之表達，然而現行說明會或公聽會之模式卻並非真正能落實環境民

主之良善會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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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開發單位、公部門以及民眾彼此對於各類審查會議的認知及想像有所不

同，而在現有規範中無法確保開發單位是否會選擇性地公開資訊。且會議之運作

方式亦多為單方陳述意見，彼此間並無實質意見交流與溝通。現行環評之審查會

議亦是如此，環保機關為確保民眾及環保團體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中有參與

管道，特定訂旁聽要點讓民眾在初審會議、專家會議以及委員會議上，得以旁聽

方式列席並得登記表述意見。然而民眾及環保團體之意見表達形式多為單方陳述

而非雙向溝通之方式，民眾之意見不但無從整合，且亦缺乏妥善之回應機制，開

發單位毋需正面處理所有民眾及環保團體所提出之問題。如此一來，民眾及環保

團體為表達其疑慮或關切之議題，往往只得在不同的會議發言中重複表述，重複

的意見陳述不但使會議變得窒礙且冗長，亦會讓公民對於其參與管道及整體機制

失去信心，甚至透過體制外之手段以引起社會大眾之關注。當公民參與之回應機

制效能不足時，現有之參與機制將徒留形式，政府相關機構、民眾及環保團體無

法透過制度內之管道進行有效溝通，也無法得到來自開發單位亦或是行政機關完

整的回覆，不但導致民眾喪失參與熱情，亦可能讓環保團體傾向於採用體制外之

手段以達成目標。 

（五）決策結構之困境 

由於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條中，賦予環評對於開發行為有最終之否決權，

使得環境影響評估成為開發行政決策中最重要、亦最受矚目的一個環節。有鑒於

環評對於整體開發行為的影響力，在環評過程中盡可能地納入公民參與及意見陳

述之管道，便成為當前國內環評制度改革之共識及目標。 

行政院環保署之「組織規則」中明確規範專家學者於委員會之組成不得少於

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為政府各部會代表。然若回溯其制度設計之初衷，其政

府各部會代表之席位作用，本應是透過各相關部會針對其開發案件與其上位政策

衝突之處作出質疑及反對。然而實際運作上，由於政府上位政策不明確，各部會

之委員代表，其雖有權卻無責，在釐清其所代表捍衛之利益及立場前，外界難以

界定並判斷其委員作出之決策所代表的背後之立意與價值。雖然我國環評制度之

概念與體制建立深受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之影響，然而在決策權上卻

與美國制度迥然不同:美國之環評目的在於充分揭露環境之資訊，將開發行為之環

境影響與提供政府及大眾考量，而非所謂「審查案件通過與否」的二分法。因此，

在思考我國環評制度改革，環保主管機關的決策權限與模式，是環評制度運作是

否良善的重要關鍵。 

透過檢視我國環境影響評估之整體運作及審查流程，即可發現我國仍傾向依

賴所謂專家學者，盼其基於特定範疇之專業學識，作出去政治化之客觀專業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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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結論。其制度設計之歷史脈絡是基於剛解嚴之台灣，長期存在不信任行政機關

之社會氛圍，然而現今之運作結果不但造成環評之權責結構不相符，亦讓環評在

「科技」及「專業」之理念包裝下，造成公部門以及民眾之間的不信任。而後續

環評監督制度的功能不彰，亦削弱了公民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實質影響力。上述

之決策結構困境、環評過程中公民參與形式的僵化、以及對話管道及回應機制欠

缺，都成為民眾與政府部門的溝通障礙，並增加了彼此的不信任。在無從確保民

眾之聲音是否得以自體制內受到合理之重視、回應及處理的狀況下，公民參與之

實際影響力量旋即受到強烈之質疑。其不僅大幅降低了民眾於制度內的參與熱誠，

而缺乏民意的支持，亦降低了環境影響評估整體決策之正當性。 

（六）專家會議與公民參與的落差 

依據環評法中審查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的作業要點，規定專案小組召集

人可以視個案需要，而就特定環境議題召開專家會議，並且邀請相關人民團體、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開發單位、與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等三方所推薦的專家學

者代表一至二人參加。依此規定，政府試圖將其中「相關人民團體」所推薦的專

家學者視為代表民眾參與專家會議的管道之一，不過，透過推薦專家學者代表參

與初審會議，真的能夠被視為民眾參與嗎？此外，若受推薦之專家學者代表其意

見和後來推薦之「相關人民團體」不一致時，原推薦之相關人民團體又是否有請

求撤換的權利?若無法撤換，那麼受推薦的學者專家其意見陳述是否還能被視為民

眾參與嗎？  

為了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等事項，環評法規定各級環境主管機關應設置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門負責。而此也是「專家治理」思維下的體現；

以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之組成為例，除了組織規章明訂的官方

代表外，其餘 14位學者、專家均由主任委員聘任，而主任委員則是由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署長兼任，這樣的聘任關係是否正當也值得探討。而且學者專家大多為自

然科學家，較少人文社會背景，也可能造成審查結論的考量面向不足。此外，委

員會中並無居民代表，在地居民等同完全缺乏環境影響說明書與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的審查權、以及最後依據結論作成決策的權力，但卻必須承受在他人決策後

所造成的後果。 

政府透過「專家學者」會議的方式，其實反映了「科學專家至上」的觀點，

學理上，「專家學者」的參與是無法取代實際的公民參與及溝通，專家會議並不等

同於公民會議，過度依賴專家學者的意見，往往忽略了民眾的在地知識與生活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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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學事實認定的爭議 

從環評法中對環評的定義即可看出我國環評制度相當重視科學、客觀、綜合

的評估方法，也就是它受到實證論的影響，認為對於事物的探討都必須符合科學

的判準。環評中將科技當作客觀和價值中立的代表，在科技的帶領下，必定可以

準確預估風險，來解決我們所面對的環境問題，呈現「科技至上」的思維。 

不過當「科技至上」當作準則、環境問題被界定成「科技問題」時，當地居

民的在地情感價值、人文關懷、環境適性，往往會因為被視為不客觀、不理性、

無法量化提出有效證據，而被忽略輕視。從國內各環評報告書中所呈現的結果即

可看出「科學主義」問題的嚴重性，報告書與會議資料陳述總是使用大量的統計

數據、預測模型等資訊，對於風險的評估也透過數字量化作為開發與否的門檻，

但民眾所重視的情感訴求、社會影響的意見幾乎不會被納入報告書中。在只講求

科學證據的趨勢下，政府單位往往只先追求統計數字的精準，在技術層面符合開

發規定就可以作為一切判準，但是此與公民互動討論的意義相差甚遠，並且甚至

有些經驗只能透過當地居民而學習瞭解，有些影響惟有當地居民能夠發現及感受，

但在目前機制與方法論下卻不受重視甚至被視為「無理」的要求。 

四、環評中公民參與及溝通模式的改善建議 

（一）確保環評制度第一階段審查的實質參與 

參與機制的不足顯現出公民參與的困境，從環評通過第一階段高達八成七的

結果來看，環評案件很難進入第二階段公民參與的相關機制，因此是否能夠將環

評第二階段之重要公民參與程序，加以修改調整至第一階段，例如將評估範疇界

定與舉辦公聽會等機制作為環評制度中的必要程序，而非現行體制中有重大影響

之虞之環評案件，才能進入環評第二階段審查，開啟公民參與的流程。亦即於每

次環評案件審查時，舉辦公聽會、或是具有法律效力之聽證會等，皆為環評審查

之必要程序，使公民能於每件環評案審查之前與審查中，有充分管道與機會瞭解

開發案之內容外，更能實際與政府部門溝通對談，表達公民之意見，也能促使政

府或開發單位瞭解民眾之疑慮，為後續環評報告書的撰寫提供更精確重要之建

議。 

美國環評制度中規劃第二階段實施環評的目的，是欲藉由第一階段環評而「篩

選」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之開發案，基於經濟成本效益與實施環評之阻

力影響等考量，故不強制每一個開發案實施二階段環評。然而美國環保團體和當

地居民在參與第一階段環評之時，亦有類似我國公民參與環評之未受重視或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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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表達機會、流於不易進入第二階段環評等問題。而美國之作法因第一階段環評

僅為一篩選程序，僅要求其行政機關於執行一階環評時，必須「盡最大可能」提

供公民參與之機會；但為使公民參與發揮監督的功能，美國法院規定要求行政機

關在第一階段環評，必須提供「具實質意義的公民參與機會」，包括公告、提供公

民表達意見的機會和回應民眾的意見，至於詳細的程序保障，則交由行政機關自

行決定，但法院會嚴格審查其是否符合「具實質意義的公民參與機會」之要求，

在過去都有因開發單位未確實公告、或是公告內容並不清楚且不包含民眾意見，

而美國法院判決應立即停工開發等案例。 

美國法院其「具實質意義的公民參與機會」，除為保障公民提供意見的機會外，

最重要之關鍵即為當公民所提供的意見未受政府重視，而強行作出對環境無重大

影響之虞之結論時，民眾可根據所提意見和政府未負責任的回應，提起訴訟請求

司法機關審查行政機關的決定是否違法。美國的作法可見其對於環評制度中公民

參與機會與內涵意義的重視，因此我國應重新檢視目前環評第一、二階段的審查

流程，強化與保障每一項程序中公民參與的實質效用。 

（二）實質資訊透明與加強程序完備 

現有民眾參與環評流程之問題，包括其在制度設計上的不足，以及在流程進

行當中的透明化不足，均常給予開發單位過多的操作空間。基於民眾與公部門雙

方的不信任，以及所掌握的資訊、權力不對等，使現有之參與及溝通管道設計徒

具形式，甚至更加深彼此溝通上的困難。 

因此，在現有環評相關之規範中納入各式會議之性質以及詳細運作方式，並

進行更為詳實且嚴謹的制度性程序規範，包括適用範圍、程序嚴密度、主持人權

責之規範。同時，應強化行政聽證會的運作，以取代或補充現行公聽會及說明會

之不足。 

根據我國現行之行政程序法，行政聽證與一般公聽會不僅適用範圍不同、參

加人範圍不同、程序嚴謹程度不同，其效力亦大不相同。行政聽證適用範圍包括

行政處分、行政計劃與行政行為等，參加之資格亦限定為利害相關人，且其進行

程序亦有明確之條文規範：包括行政院公報登出、會前通知、聽證進行、及聽證

效力等均有嚴謹且完整之規定。而行政聽證之實質效力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08 條

之規定：「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時，除依第 43 條之規定外，並應斟酌

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記錄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行政聽證之

設計原意在於透過公開透明的資訊揭露、交換與辯論程序，作為行政機關作出行

政處分，如環評決策前之參考。並透過開放與實踐民眾參與管道、呈現調查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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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據，以釐清法律及行政處分程序之爭點，並具體呈現開發產業政策之風險評

估及損益分析。尤其在大型開發案件中引發的正反對立衝突日益升高之今日，環

保行政機關應強化行政聽證會的程序及功能，以補充或取代當初於環境影響評估

法中被修正後之公聽會的不足，進行較佳的制度性選擇，以落實程序完備性。同

時，依據行政程序法進行聽證程序，如舉行預備聽證、由雙方議定聽證程序並事

先釐清爭點並交換事實證據，再進行交互訐辯並開放民眾參與，而非以於法無據

為由，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互推諉舉辦行政聽證之職責。 

其他細緻之規範如要求通過環評第一階段之開發單位亦須公佈其說明書，並

讓民眾得以在有效期限內對於說明書提出其疑慮及意見，或如同第二階段「評估

書報告書」依據施行細則第 23條須明列出採納之情形以及未採納之原因。並建立

後續妥善之回應機制，而非如現今第一階段環評在拍板定案後，由工程說明會性

質之「公開說明會」結束整個環評程序，使得民眾無從檢驗自身意見之效力，更

無法有效監督開發單位之作為。透過嚴謹之制度性規範讓環評運作過程以及公民

參與機制獲得程序上的保障，使得現有之參與途徑及溝通管道流於形式。 

（三）建立對話回應機制與溝通平台 

為促進環保行政機關與民眾及環保團體間的雙向溝通，亦可用舉辦會前會，

也就是公民預備會議的方式，做為強化民眾參與及統籌公民意見的平台。作法上，

可效仿美國類似之籌備會議，遴選公正、客觀之第三方，作為負責召集、舉辦會

議之中介者。並透過會議嚴謹之操作程序：從參與公民的抽選、議題背景資料的

提供、與會專家的遴聘、會議流程的安排、主持人的設計與安排等，使得每一步

驟都能夠促進參與公民的聚焦對話，讓民眾透過完整資料及專家諮詢與對談過程，

獲得參與之賦能並得以站在資訊及知識一定的基準點上，藉以與環保行政機關及

開發單位作更深入與實質之溝通。因此，透過良好的溝通機制以強化實質的討論，

提升環保行政機關與民眾的相互尊重及信任，在互動及溝通的過程中達成共識，

化解原有之歧見及衝突。 

事實上，透過修改審查會議之進行模式，強化正式及非正式場域的對話及參

與管道，除了能將原有之抗爭行動內化為公民參與及活化體制之動能，展現公民

參與之成果及其潛力，甚至在環評運作及決策過程中導入公民審議之可能性。因

此當前應思考的不只是如何透過機制的改革進一步地保障公民參與的管道，更應

該省思如何強化公民參與之實質內涵，透過程序上的規範以及實際上公民能量的

擴充，藉以在環境議題以及公共行政上落實更有效能之環境民主。 

（四）促進討論及溝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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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落實資訊透明及公開，開發單位應編撰改寫提供一般民眾了解之民

間版「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目前開發單位繳交的說明書

或是報告書，不但專業性高且其論述及相關風險評估資料之易讀性均低。即使依

照現行規範，開發單位於環評進入第二階段後，應將其說明書陳列於開發場所並

舉辦公開說明會讓民眾對其表示意見。然而，實際的情形是，這些原來提供審查

委員的環境影響報告書，其科學統計數據及模型計算，實非一般民眾可理解之常

識範圍，在這樣理解及閱讀困難的情況下，民眾如何能夠對其提出相關疑慮及切

身風險考量？ 

因此，可考慮要求開發單位準備供一般民眾參考及閱讀之「環境影響說明書」

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的「民眾版」，並於說明書及評估書中均詳細陳述民眾

提出之意見，進而解釋採納情形與不採納之原因，以妥善回應民眾之疑慮。同時，

在地居民之生活經驗及意見亦可作為開發單位風險評估與成本效益的重要參考依

據。此外，所謂的資訊公開及透明化並不僅是將原資料公佈或於網上公開即可達

成，而是必須彌補資訊及知識上之不對等，透過民眾賦能才能落實有效的資訊揭

露，也才有可能與民眾進行更深入且實質的反饋及雙向溝通。然而「民眾版」說

明書及評估書亦有可能造成後續對於開發單位實際開發行為之監督問題，必須要

透過嚴謹配套規範來避免。 

（五）提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目前社會民眾與公部門雙方的互信基礎不足，政府對於民眾參與的態度抱持

恐懼的觀點，甚至是不期望公民參與會帶來有效助益，而導致其不僅在審查流程

中無法提升民眾的參與能力，更不會積極落實意見回饋。相對的，民眾對政府部

門掌握科學權力、與代表開發單位的成見，也會造成公民參與的阻礙，甚至是在

參與過程中帶有較負面與對抗之情緒觀感。 

因此在能夠有效促進雙方溝通的基礎上，除了資訊公開透明外，更重要的前

提是建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在現有之制度與趨勢之下，民眾往往將環保行政機

關視為偏向開發單位之一方，環保單位也往往強調其「中立」的立場，不帶有價

值判斷、一切依照環評數字結果而行的角色定位。然而，若回歸到最初環評立法

的精神，是為將環境保護以及在地永續發展的考量納編於法制之中，而環保署作

為我國環境管理之相關單位，更是應該善用發揮其裁量的空間，積極的為環境發

展進行「把關」，而不是用「價值中立」的態度將其置於第三者的觀點視之。政府

不應將公民的參與視為找政府麻煩，而是更積極的在與公民討論溝通之後，藉由

在地的觀點經驗，學習和調整環評案件的不足之處，並且在民主的溝通模式之下，

試圖找出符合各方需求的最佳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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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政府的信任度提升並非一蹴可幾，需要經由時間的累積，也需要在各

個環節中皆能展現，例如環評開始前對於民眾的通知公告，說明會中的說明態度，

各方立場資料的呈現、對於民眾意見的採納和重視程度等，都是顯現政府的態度

以及建立民眾信任觀感的關鍵。而除了政府單位應有效積極的建立民眾信賴，行

政機關對民眾的信任也是促進環評溝通機制的重點。政府對於民眾參與的心態調

整，以及民眾並非僅為衝突對抗的代表，而是討論多元觀點的進場與雙向瞭解，

此理解觀點不僅對環評案件往後的開發過程有所助益，也能為政府日後進行相關

政策時減少更多阻礙。 

（六）強化社會影響評估 

在「科技至上」的意識型態下，科技儼然成為風險的原因、定義媒介與解決

方式；這同時也隱含著誰掌握了科技，誰便擁有社會的權威。但如同前述之問題

探討，若是我們一切依照「科技至上」的意識型態行事，很可能因此而喪失民主

決策的合理性。政府往往重視科學證據，將「環評報告書」作為背書之工具，只

要開發案已通過「專家學者」的「科學」審查，民眾就必須相信「專家」之決定，

各種數據、模型的呈現，即可讓社會大眾相信一切之風險皆在掌控之中。相對於

公民關切的社會人文價值面向，在此脈絡之下，民眾常常被塑造成「「不科學」、「不

合理」以及「無理取鬧」，而當民眾受限於正式參與程序及表達管道不足，而進行

抗爭時，民間團體往往背負著「浪費社會成本、破壞社會秩序」之負面觀感。 

實際上，科學與社會之間乃為相互形塑和相互建構，許多過去的經驗都顯示，

更多的科學研究對於環境問題的解決，常常無法帶來任何確定性的保證，或是及

時化解衝突。有時以觀察經驗為基礎的常民知識，對於風險的判斷與認知更具有

參考價值，應成為環評程序中的重要考量。因此，民眾的參與不僅是民主程序的

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夠檢視和修正科技主義中工具理性的盲點，做出更深層的實

質貢獻。因此在環評機制中，更具有意義的是政府應回歸到「溝通」的內涵價值，

改變對於民眾參與的心態看法，盡可能的和公民達到資訊公開、流程透明、實質

公平、雙方互信、心態包容、以及有效回饋等條件，對科學風險的觀點抱持開放

性，實踐與公民良好的互動機制，這應是環評制度改善的核心重點。 

五、結語 

（一）環評制度中「風險」概念的再思考 

長久以來臺灣決策體系處理高科技等經濟發展政策，其評斷的準則與經驗多

仰賴政府專家決策，而環評制度的設計與環評報告的論述呈現，亦可顯見專家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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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主流趨勢。因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專家」所擁有之專業知識背景，才得以應

付複雜難解的科技議題；「專家」相較於一般大眾會更具有理性與客觀的特質，並

能洞悉出普羅民眾所不能察覺的潛在問題，況且由政府規劃主導比較能有完整、

全面性的建置。特別是高科技與經濟政策的推展，多由政府推動主導，一方面是

過去政治體系對政府專家決策的信賴，一方面也因為一般民眾缺乏時間、資訊參

與，難以針對科學技術面向提出解決辦法。 

然而也由於環境議題複雜、多變且充滿不確定的特質，隨著新興科技的高度

發展與人類活動對環境資源的消耗，社會大眾也逐漸認知到，環境議題在當代面

臨的困境，已從原先的科學層面，走向政治層面。就科學層面而言，出現愈來愈

多連科學專家也束手無策的難題，使得立足於科學基礎的分析，不必然能決定政

策上的方案選擇。此外，對於環境問題的處理方式，會因不同的認知詮釋、企圖、

價值而有所差異。現代社會的特徵是利益、價值與認知的多元化、差異化與特殊

化。也因此，眾多涉及環境倫理和社會價值的選擇，並非科學專家能輕易判斷和

評估的。 

工業革命以來，「風險」的概念就一直被估量著。過去文明社會底下，對於「風

險」的概念，主要是在人類憑藉發展技術下，所應付出的原始「成本」。但是「現

代化風險」，則是新世代演生出的「風險新觀」（周桂田，2007），現代化風險是開

放存在於社會結構之中的，換言之，在文明社會底下，任何組成分子皆擁有平均

的風險承載量。但「風險的面貌」常受到特定社會系絡下，科學性或非科學性知

識的特殊詮釋，產生了「社會承認的風險」與「社會視而不見的風險」。 

現代社會的風險，主要是來自於日益複雜的高科技產品與產業。除了自然資

源耗竭的風險性以外，高科技的研究仍存在不確定性因子與技術的有限性。人們

為了能掌握與管理科技帶來的風險，包含各類對自然、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

等面向產生的風險，便根據科技理性的計算，配合客觀事實，將風險予以量化處

理。在此階段，「風險評估」即是藉由量化處理得到的風險值，成為公共政策取信

於民眾的重要依據。 

然而現今問題卻是，由科技理性計算提供的「風險評估值」，往往無法解決社

會經濟開發所產生的衝突情境，特別是在面對環境議題的紛爭。這是由於不同階

層的社會團體，在「風險感知」上是具有差異性與不平等對待的。一般而言，政

府決策者在應對議題存在的不確定風險時，習於仰賴科學專家與知識社群的協助，

從科學／知識社群提出的風險評估與定義形成政策。尤其在環境議題上，環境管

制的科技取向（technology orientation）時常主導了風險評估與政策議程（Fi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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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不過，將科技和知識視為政策依據的傳統思維已不再奏效。當我們省思各

項環境議題，例如戴奧辛汙染、核能發電廠等議題時，會發現其中往往蘊含複雜

多變與高度不確定的特質。其次，身處不同領域的專家和研究者，亦無法針對多

元的研究對象和政策議題的情況，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再者，過度依賴科技

專家的角色，也可能使得規劃的政策內容偏於一隅。 

對於可接受的風險程度，科技專家與一般民眾的感知往往存在差距。整體而

言，科技專家的對風險的認定倚賴技術理性的判斷。相對地，一般民眾對風險的

認定卻屬於文化理性範疇，多與切身生活感受有關。此外，社會中的風險資訊也

會影響民眾對風險的主觀感知與客觀的行動認知。受到不同媒介的影響，民眾對

於風險的資訊來源信任與否，也影響其對複雜科技的理解與判斷。綜言之，民眾

對於科技的信任可能是脆弱的，鋪蓋出的風險感知則是多面向的。那麼，公眾的

風險感知與溝通過程，是一個結構與風險文化的問題。社會、政治、科學與溝通

系統可能逐漸增加，也可能破壞公眾對於科技風險的信任。 

因此，歐盟在面對全球化科研與創新所帶來之倫理與風險議題，已有「風險

治理」的概念提倡：「過去傳統技術官僚權威式的、中心式的科技決策，已無法體

察與因應風險衝擊後之社會快速變動與困境；且實證性的科學風險評估模式，更

加無法面對漸趨開放、不確定的各種生態、健康、社會與倫理風險衝擊。因此相

對的，發展去中心化、更透明、多元領域的、多層次的開放性風險評估與科技決

策程序，顯然是當代社會的重要課題」（Gerold & Liberatore, 2001）。 

然而我國環評制度之風險評估、與環評報告書編寫等思維模式、以及環評案

召開之眾多會議，對於環境開發議題的資料呈現、論述方式，對於民眾所認知之

「風險」議題，例如在地民眾的恐懼心理之探討，甚少著墨或予以重視。政府與

開發單位若能在環評溝通中，重新省視現代風險的認知，將對現行環評制度的運

作有更多之助益。 

（二）環評制度作為「風險協商」的過程 

檢視環評過程中公民參與、溝通互動的情況，政府部門與公民團體彼此對環

評參與的想像顯然有所落差，然而除了環評程序之機制設計的改變之外，有必要

進一步反省我國環評制度的初衷與角色定位。 

環境決策在現今全球化及科技高速發展下，對人類生活影響更形重大，而過

去長年來我們對政府決策過程與專家觀點的思考方式，也必須因應現代社會發展

而要有所變化。當前我們的環境決策顯然面臨許多困境，甚至往往成為難解的政

治僵局。困境之一即是「風險」感知的轉變與差異，如前述民眾所能接受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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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與透過「科技理性」所計算出專家能接受的風險程度，存有不少差距。1990

年代末期即有研究指出，科學專業標準化的實驗，仍會低估或忽略常民在地的生

活經驗知識，因而導致錯誤的風險評估，顯示科學研究面對研究對象與環境差異

的侷限（Wynne, 1987）。民眾對風險的認定是其切身之生活經驗與感受所獲，在

多變與高科技相關的環境決策中，這種風險認定的差距造成民眾對政府決策的不

信任與質疑。即使環評制度增設如專家會議等機制，試圖納入更多觀點以釐清環

境爭議，仍是遭受淪為學者背書的批評，環保署推薦之專家不受到民眾信任，代

表性與政治色彩也常備受質疑，當前的環評決策實則成為政治協商的產物。 

困境之二則是政府的知識建構體系的權威已受到挑戰。環評等重大開發案之

爭議，除了反映了當代社會對風險評估與認知的轉變，事實上也是政府部門與公

民社會其知識生產過程的差異。以往我們習慣交由「專家學者」解讀，並經由專

家學者的視角去建構一般常民對新興或未知知識的觀點，不過這樣的知識產出過

程顯然在現代科技社會中屢受批評，也才引發許多如中科、國光石化、美麗灣等

開發抗爭，甚至是近年對基改食品或狂牛症等政策風險之爭論。如此將科學或科

技決策視為客觀、普遍、支持國家大科學、大科技計畫的時代已經過去，這種強

調只要強化科學啟蒙教育即可贏得公眾支持的「大眾科學認識」（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觀點已在 1990年代末期以來於各種科技

爭議中，成為被揚棄的典範（周桂田，2013）。 

由於環境與社會領域過於廣博且不斷變動，在地民眾的生活經驗與知識、文

化應能補充政府、專家在傳統科學知識層面的限制。如學者 Jasanoff（2005）所

指出，除了政府擁有知識建構的權利，一般企業與公民也同時具有資源及能力來

產出知識，特別是民眾透過長久在地生活經驗的累積以及多元資訊流通，往往可

產生不同於科學數字的「公民知識」（civic knowledge），而這樣的常民知識正能

紓困當代科技決策與公民社會間之衝突，更應受到重視。Jasanoff 指出，公民社

會團體除了能夠提出在地經驗知識提供評估審查糾正之外，也同時能夠透過各種

資料與知識彙整，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反對論述知識基礎、策略性的支援與動員在

體制內反對專家的批判，而累積形成足以挑戰官方科學論述的公民知識。Jasanoff

提出的「公民知識論」概念，代表現代知識體系的建構權利，已不僅掌握於技術

官僚，目前之公民社會顯然已有能力發展出其富含在地經驗的常民觀察，產出另

一套知識體系與政府抗衡。 

面臨如此知識建構體系的轉變，環評制度於評估管理環境風險之時，更應思

考與處理專業技術官僚和公民兩套知識體系對風險的認知與理解。現今環評制度

的過程飽受爭議與批評淪為政治產物，然而面對當前已有能力論述、分析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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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其將環評塑造為絕對客觀理性的「專業產物」，不如直接面對環評作為「政

治協商」過程。我們可以嘗試將環評制度的角色定位，理解為我們對社會環境之

「風險協商」，將不同知識體系對於環境風險的不同想像，置於環境評估之過程中，

並在此「風險協商」的制度中，協商評估出當前社會最適切與利害各可接受的環

境決策。 

各方利害關係人思維觀念的轉變實為改善當前環評公民參與及風險溝通之關

鍵，然而，政府與公民間的信任關係也非一朝一夕即可建立，必須透過民主資源

的挹注，並於實質互動對話過程中點滴築構而起。當前的環評機制反映了對於科

學專業性與客觀性的肯認，並將環評塑造為高度理性而不可攀之產物，結構化現

有公民參與的限制及常民知識的落差，導致公民不惜透過體制外之手段表達參與

需求來引起社會關注。透過轉變決策思維與確保現有環評機制的實質公民參與，

民眾獲得參與賦能（empowerment），才有可能反饋符合各方立場之實質建議，社

會為體制外抗爭所付出之成本始得以降低，國家也能得到更高品質之公民參與成

果，以及獲得更適切整合的環境永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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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近年來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之紛爭不斷，明顯背離其透過擴大參與提升評估內

容之完整運作初衷，以及做為不同利害相關個人或團體之間溝通及協助達成共識

或提出替代方案的設計。在開發單位及環保團體彼此立場經常面臨對立的情況下，

環評會議從溝通平台便成了針鋒相對的擂台，時程延宕及評估結果的不確定性使

得國內產業不但喪失了取得先機的競爭優勢，同時也影響了外來投資的意願。 

當前的這種現象與國際環境議題的提升、公民社會的漸趨成熟和民間團體的

茁壯等都有直接的關係。從環評制度開始至今，環保團體的參與程度及能力均有

顯著的提升，跳脫意識了形態下的抗爭，轉化為科學基礎下的辯論，對於環境影

響評估制度的發展當然具有正面意義。然而，目前的癥結點似乎在於現有制度下

雙方並未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調整其功能定位，而阻礙彼此進一步取得共識的空間。

過去政府已以專案模式進行開發時，主要扮演著「決定」、「公布」、「辯護」的角

色，而被排除在決策程序外的環保團體則扮演著「批評者」、「反對者」、「抗議者」

的負面角色。然而在充分參與及溝通的情況下，政府實際上現在應該負責的是「討

論」、「決定」、「推動」的工作，透過專家學者進行意見的綜整及協調，讓環保團

體轉變為「利害相關者」、「貢獻者」及「參與者」，雙方共同以維護環境品質為目

標，討論環境承載負荷下的發展模式。 

「溝通」為環評制度的重要核心理念，在各國的環評制度設計中，透過公民

參與提升跨領域及利害相關者間資訊的交流為必備關鍵元素。環評制度在全球已

由超過 100 個國家採用，其制度主要元素大同小異，但不同地區的環評制度衍生

出了共通性及差異性的議題，反映出各地社會本質上的差異。透過環評案例的分

析及與環保團體的直接座談，本文彙整了國內既有環評制度下公民參與的實質問

題，包括：(1)公民參與進場的困難；(2)政府、開發單位與民眾間的資訊落差；(3)

程序完備性不足；(4)回應機制不足；(5)決策結構之困境；(6)專家會議與公民參與

的落差；(7)科學事實認定的爭議等，使得國內環評制度無法順利進行。「溝通」，

涵蓋了「資訊」、「傳遞」及「了解」等三個元素，前述的問題反映出國內既有環

評制度下溝通不良的現象。 

如何發揮社會因素的正面影響，協助制度運作及設計讓利害相關人或團體各

司其職並妥善溝通，為既有制度下必須面對的挑戰。回應到「溝通」的重要性，

本研究透過不同屬性及層級案例的綜合分析，觀察並掌握現有制度的本質，探討



66 

包括：(1)與誰溝通(Who)：利害相關者的組成；(2)溝通重點(What)：不同利害相

關者所關切的議題；(3)溝通的時間(When)：何時溝通；(4)溝通的場域(Where)：溝

通的管道，進而能對症下藥，提出如何降低爭議、促成共識的方式(How)。茲分

述如下： 

(一)實際案例中社會因素對環評的影響 

本文中挑選了三件各具特殊代表性的環評案件，透過細部的案例探討，分析

內容如下： 

1. 「淡北道路」：係以一階環評審查結論行政訴訟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理由為「見解」來源 

依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針對「淡北道路」環評審查結論行政訴訟判決理由研

析，社會大眾對於都會區道路興建得可關心：濕地保護、永續海岸發展、紅樹林

保留區、自然地景、史前文化資產、特定昆蟲保育等議題。而環評審查結論對於

開發單位之「未來」要求事項，似不能構成「無重大環境影響之虞」的判斷依據，

並且環評案未進入二階程序，亦有「剝奪居民參與」之可能。不過，法院針對原

告之「適格」認定，明確界定開發行為 5公里範圍內之居民為「當地居民」，可享

有環境影響評估法賦予「開發行為 5 公里範圍內之當地居民」表示意見等相關權

利，或許可為後續爭議立下「當地居民」之界定依據。 

2. 「國光石化」：就環保署二階環評審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紀錄歸納相關「無

共識意見」 

「國光石化」開發計畫之二階環評初審決議，由於係建議「認定不應開發」

與「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兩案併陳送大會討論，綜觀初審建議之 10

點「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以及 24 項「有條件通過審查之『條件』」，再加上檢

視 6 項重大議題「專家會議」之「共識」或「無共識意見」，本案之「社會議題」

似乎就隨著「國光石化」計畫的各項「轉折」而不斷發酵。其間，開發單位的「轉

折」、相關計畫的「轉折」、環評審查的「轉折」、政治氛圍的「轉折」以及民間力

量的發揮，逼迫開發單位多次調整開發區位與開發規模；再者，冗長的環評審查

過程，也「醞釀」出無法預期與掌控之爭論議題；而民間社會力量適時發揮，引

發青少年學子、藝文界、宗教團體的關注，轉化成影響決策之關鍵力量，最終讓

一項基礎工業之重大開發案落入「胎死腹中」的窘境。 

3. 「風力發電」：則就苗栗苑裡風力發電機組興建過程之爭議，整理利害相

關者網誌與媒體報導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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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抗爭活動，透過彙整分析「苑裡反瘋車自救會」相關活動訴求

與對應之媒體報導後，約可歸納陸域風力發電之：(1)距離爭議、(2)噪音議題、(3)

安全考量、(4)生態保育等 4 類「議題」。其中，距離爭議演化出「取得 250 公尺

內居民同意」的折衷作法；噪音議題創造「風車症候群」的新用語，更促成環保

署增訂風力發電機組專屬的噪音管制標準；安全考量則在漸有機組起火案例發生

的情況下，不僅引發大眾對於機組運轉安全性之疑慮，更使得機組與民宅之距離

爭議又添「安全性」之考量；最後，在生態議題上，除了關心飛行鳥類的安全外，

將人類「風車症候群」疑慮延伸至關心羊隻、鯨豚的「健康」，應可歸類為廣泛考

量之生態保育議題。 

(二)利害相關者角色的組成 (Who) 

環評之利害相關者主要包括：(1)開發單位；(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3)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4)具「公民訴訟」資格之「人民或公益團體」；(5)「當地居民、居

民代表、相關團體」等「旁聽人員」；(6)民意代表；以及(7)媒體記者等。 

(三)利害相關者所關切的議題 (What) 

1.案例分析的啟示 

利害相關者所關心之議題則包括：(1)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

(2)開發行為之「公益性與必要性」；(3)公共工程類開發行為之可行性評估；(4)國

民福祉與健康風險評估；及(5)程序議題（包括法規規範之不周全、環評書件之正

確性、有關機關之程序認定議題、會議議程安排與資訊公開等）。由於環評審查具

有俗稱之「否決權」，且在普遍開放公眾參與環評審查會議之情況下，環評會議常

成為各方表達意見之平台，利害相關者關心之議題自然更趨廣泛。 

2.核心議題 

從案例分析的結果看影響環保運動和環評爭議的背後因素，可以觀察到包括

風險對立、益本分配不對等及缺乏相互信任等三個因素。 

(1)環保與開發的辯論是風險替代與風險對立的問題，也是權利衝突的問題。開

發者強調產業發展與就業的優先性和絕對性；反開發者則主張環境保育的優

先性和絕對性。雙方的目標風險不同，權利主張不同。 

(2)經濟開發計畫不但有環境效果，還有資源財富重分配的效果。開發成本的負

擔者不必然都是開發淨效益之收穫者，而有開發之本益分配不對等的問題。 

(3)環保運動因公民團體的支持而更蓬勃。民主體制本身不足以保證充分的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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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辯論，公民團體在正式的參政管道之外，創造政策辯論的場所，把社會

中各角落的種種切身關懷，輸送進政治決策過程；並表達公民團體對政府決

策信譽的不信任，對政商關係的不信任，對政府專家的不信任，對於政府防

止決策錯誤的二階風險管理能力的不信任。 

3.對於公共治理的意涵 

(1)風險對立、權利衝突、本益分配如何抉擇，都是價值權衡的問題，而不只是

事實因果或「工具理性」的問題。訴諸「專家」的決策模式是混事實因果為

價值判斷。專家在其專業之內有知識權威性，但在價值權衡上則不比一般人

更優越。決策專業不等於專家決策；政府不但要管理公眾生活中的風險，還

必須針對決策錯誤、專家錯誤的風險進行二階風險管理。 

(2)我國政府公共治理改善的速度，追不上公民團體成長茁壯的速度。公職人員

體系內部有深入骨髓的階層文化，「長官」之「智」鮮受部屬詰問，在政策

形成的過程中缺乏真正的內部政策辯論，無法培養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面對公民團體運動，政府的反應僵硬枯燥，無法也無能力與各類團體進行實

質的交談。 

(四)溝通的時機及場域 (When, Where) 

目前國內二階段的環評作業中，第一階段民眾參與僅限於開發單位提出環境

影響說明書之前的民眾會議，以及不須進行二階段環評時所舉辦的「公開說明會」

中。民眾參與程度只有被動的諮詢與告知，國內環評施行至今約 8 成開發案件於

第一階段便通過，因此在此階段總體民眾參與程度低落。第二階段則較有完整的

民眾參與規劃，包括公開說明會、環評範疇界定會議、環評初稿後之現場勘查及

公聽會等階段，但若分析實際參與的程度，似乎僅有在範疇界定、現場勘查及公

聽會有雙邊的互動，其餘皆為被動告知或單向接受資訊。這反映出制度中可參與

的時機少且參與程度有限的窘境。 

(五)如何降低爭議促成共識 (How) 

回顧影響環評制度的社會因素來源之後，本文整理出如何協助促進利害相關

者進行溝通，以消弭社會因素對於環評制度負面衝擊的方向如下： 

1.提升公民的實質參與 

我國參與機制的不足顯現出環評中公民參與的困境，借鏡美國的環評制度，

要求其行政機關於執行一階環評時，必須「盡最大可能」提供公民參與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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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讓公民參與發揮監督的功能，美國法院規定要求行政機關在第一階段環評，

必須提供「具實質意義的公民參與機會」，其中包括公告、提供公民表達意見的機

會和回應民眾的意見，除為保障公民提供意見的機會外，最重要之關鍵即為當公

民所提供的意見未受政府重視，而強行作出對環境無重大影響之虞之結論時，民

眾可根據所提意見和政府未負責任的回應，提起訴訟請求司法機關審查行政機關

的決定是否違法。美國的作法可見其對於環評制度中公民參與機會與內涵意義的

重視，因此我國應重新檢視目前環評第一、二階段的審查流程，強化與保障每一

項程序中公民參與的實質效用。 

2.實質資訊透明與加強程序完備 

資訊不對稱及透明度不足為造成民眾對於既有制度缺乏信任，並且阻礙雙邊

溝通的重要原因，目標應在現有環評相關之規範中納入各式會議之性質以及詳細

運作方式，並進行更為詳實且嚴謹的制度性程序規範，包括適用範圍、程序嚴密

度、主持人權責之規範，避免讓參與及溝通管道設計徒具形式，甚至更加深彼此

溝通上的障礙與困難。 

3.建立對話回應機制與溝通平台 

美國環評相關籌備會議中，遴選一公正、客觀且獲得大眾信服之第三方作為

負責召集、舉辦會議之中介者，並透過會議嚴謹之操作程序：從參與公民的抽選、

可閱讀資料的提供、與會專家的遴聘、會議流程的安排、主持人的設計與安排等，

使得每一步驟都能夠促進參與公民的聚焦對話，讓民眾透過完整資料及專家諮詢

與對談過程，獲得參與之賦能並得以站在資訊及知識一定的基準點上，藉以與環

保行政機關及開發單位做更深入與實質之溝通。透過良好的溝通機制達到緊密的

討論，亦能夠在過程中提升環保行政機關與民眾對於彼此的尊重及信任，在互動

及溝通的過程中達成共識，化解原有之歧見及衝突。為促進環保行政機關與民眾

及環保團體間的雙向溝通，亦可用舉辦會前會，也就是公民預備會議的方式，做

為賦能民眾參與及統籌公民意見的平台，此運作模式可供我國設計類似制度之參

改。 

4.促進討論及溝通的深度 

「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的基本功能為資訊內容的有

效傳達，才可能與民眾進行更深入且實質的反饋及雙向溝通，但由於專業度過高

往往缺乏閱讀性。因此內容除提升其易讀性，並於內容中詳述民眾提出之意見，

進而解釋採納與不採納之原因，以妥善釐清民眾之疑慮。同時，在地居民之生活

經驗及意見亦可作為開發單位風險評估與成本效益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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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目前社會民眾與公部門雙方的互信基礎嚴重不足，若政府能夠調整民眾參與

的心態，以及民眾並非僅為衝突對抗的代表，而是討論多元觀點的進場與雙向瞭

解，此理解觀點不僅對環評案件往後的開發過程有所助益，也能為政府日後進行

相關政策時減少更多阻礙。其一方向為政府不要過度強調其「中立」的立場，環

保主管機關更是以同理心的立場，積極的為環境發展進行「把關」，並積極與公民

討論溝通，藉由在地的觀點經驗，學習和調整環評案件的不足之處，並且在民主

的溝通模式之下，試圖找出符合各方需求的最佳發展方案。其次，政府也需在環

評的各個環節中展現誠意，包括環評開始前對於民眾的通知公告，說明會中的說

明態度，各方立場資料的完整呈現、對於民眾意見的採納和重視程度等，都是顯

現政府的態度以及建立民眾信任觀感的關鍵因素。 

6.強化社會影響評估 

科學與社會之間乃為相互形塑和相互建構，許多過去的經驗都顯示，科學研

究對於環境問題的解決，常常無法帶來任何確定性的保證，或是及時化解衝突；

有時以觀察經驗為基礎的常民知識，對於風險的判斷與認知更具有參考價值，實

質上這也是公民參與環評程序中的重要意義與內涵，民眾的參與不僅是民主程序

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夠檢視和修正科技主義中工具理性的盲點，做出更深層的

實質貢獻。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四條內明確定義環評範圍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

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與範圍…」，然而由於缺乏評

估開發案件社會影響之通用標準、程序及工具，其影響程度又因利害相關者的身

分而有所差異，因此往往被忽略或簡單處理，未完整進行評估。考量妥善且完整

的社會影響評估為各單位取得共識的重要基礎，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強化此面向之

評估模式建構及應用。 

(六)未來努力的方向 

1.公共治理與信任 

價值衝突是人類社會永不可免的現象，不但不必然隨著知識之累積而消除，

新生的知識和技術還會引起新的價值紛爭。因此，公共治理的重點不在於消除「環

保/開發」的價值歧異，而在於建立可受各方信任的決策程序及二階風險管理制度。

這正如民主法治之不可能消除利益的分歧和黨派的差異，但可建立普受各方信任、

願賭服輸的選舉制度和裁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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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評制度中「風險」概念的再思考 

環評制度很大的爭議點在於科技理性計算提供的「風險評估值」，往往無法同

時解決社會經濟開發所產生的衝突情境，特別是在面對環境議題的紛爭。這是由

於不同階層的社會團體，在「風險感知」上是具有差異性與不平等對待的。 

歐盟在面對全球化科研與創新所帶來之倫理與風險議題，已開始提倡「風險

治理」的概念：「過去傳統技術官僚權威式的、中心式的科技決策，已無法體察與

因應風險衝擊後之社會快速變動與困境；且實證性的科學風險評估模式，更加無

法面對漸趨開放、不確定的各種生態、健康、社會與倫理風險衝擊。因此相對的，

發展去中心化、更透明、多元領域的、多層次的開放性風險評估與科技決策程序，

顯然是當代社會的重要課題」。 

然而我國環評制度之風險評估、與環評報告書編寫等思維模式、以及環評案

召開之眾多會議，對於環境開發議題的資料呈現、論述方式，對於民眾所認知之

「風險」議題，例如在地民眾的恐懼心理之探討，甚少著墨或予以重視。政府與

開發單位若能在環評溝通中，重新省視現代風險的認知，將對現行環評制度的運

作有更多之助益。 

3.環評制度作為風險協商的過程 

檢視環評過程中公民參與、溝通互動的情況，政府部門與公民團體彼此對環

評參與的想像顯然有所落差，然而除了環評程序之機制設計的改變之外，有必要

進一步反省我國環評制度的初衷與角色定位。 

政府的知識建構體系已受到挑戰。環評等重大開發案之爭議，除了反映了當

代社會對風險評估與認知的轉變，事實上也是政府部門與公民社會其知識生產過

程的差異。如此將科學或科技決策視為客觀、普遍、支持國家大科學、大科技計

畫的時代已經過去，這種強調只要強化科學啟蒙教育即可贏得公眾支持的「大眾

科學認識」（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觀點已在 1990年代末

期以來於各種科技爭議中，逐漸被揚棄的典範。 

面臨知識建構體系的轉變，環評制度於評估管理環境風險之時，與其將環評

塑造為絕對客觀理性的「專業產物」，不如直接面對環評作為「政治協商」過程，

並在此「風險協商」的制度中，協商評估出當前社會最適切與利害各可接受的環

境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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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如何轉化目前社會因素對於環評制度的阻力，成為國家真正邁向永續發展的

助力，其核心概念其實很簡單，即「透過充分的溝通，建立各利害相關人之間的

互信與互助」，才能完全發揮環評制度原本的初衷。制度的公開透明為建立互信的

基礎，好比目前的選舉制度，儘管民眾對於選舉結果有不同的意見，但相對透明

的投票方式消弭了社會大眾對於結果產出的存疑。充分的民眾參與固然勢必增加

環評程序的負擔，但透過制度透明化建構出相互信任的基礎，有效降低後續可能

衍生的問題或非理性行為，才能讓環評發揮其功能。以下針對既有制度，在決策

機制、資訊透明、環評程序，和環評制度等四方面，提出幾點建議： 

(一)決策機制 

1.加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責任 

目前環評制度主要由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保署所負責，目前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僅負責進行轉送環評報告書的工作。然而環評涉及社會、經濟、技術及

溝通等層次之考量，實非環保署之能力所在，理應思考透過責任分配，減少單一

機關的責任，同時讓制度更發揮其功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透過先期的參與，

包括環評報告書的初審及開發單位的監督，及早發掘開發案可能的問題，提升整

體案件處理的效率。 

2 環評委員會組成 

「官商勾結」經常是反對團體對於許多具爭議性環評案件所扣上的大帽子。

無可諱言的，政府對於一些對國內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的開發案，是可以採積極

協助推動的態度，但是目前在雙邊嚴重缺乏互信的情況下，政府單位往往被冠上

莫須有的罪名。環評委員會的組織便是明顯的案例，在目前政府代表人數佔總委

員數 1/3 的情況下，讓反對者永遠有指責政府黑箱作業的空間，故可思考透過減

少政府委員代表名額，降低審查結果的爭議性。 

(二)資訊透明 

1.提升資訊透明度及提供 

環保署已建構出環評案件的資料庫，讓利害相關者能即時掌握審查進度，然

而對於環評制度而言，資訊透明不僅在於審查階段，還包括開發資訊及背景資料

等，任何有助於各方了解開發案內容的資料，除了透過較被動式的網路平台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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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應思考創造主動積極資訊提供的環境，讓更多單位共同承擔資訊提供的責

任。 

2.強化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同時界定利害關係人 

溝通應建立在彼此能了解的模式及所關切的議題之上，故如能依據不同計畫

類別的屬性，界定出應參與及利害相關者，並依據適當的模式進行互動，才能強

化利害相關者的參與，發揮集思廣益的功能。 

(三)環評程序 

1.提升環評審查及決策過程的效率 

環評的效率一直為外界所詬病，尤其對於受程序影響而未能進行開發的產業。

政府習慣以「化繁為簡」的策略提升效率，殊不知在缺乏溝通及信任的情況下，

反而增加雙邊的不信任。然而如何讓程序聚焦，減少無謂的干擾及猜疑，為環評

制度可精進的方向，例如：(1)規範旁聽人員參加的規則及；(2)提高開發單位的定

位等，均為既有制度下可以考量的元素。 

2.多元的溝通模式 

針對不同屬性的利害關係人應有其適合的溝通模式；既有的模式過於單一及

單向。建議建構多元的溝通平台，涵蓋正式及非正式的溝通方式，有助於相互了

解及取得共識。 

(四)環評制度 

1.社會影響評估的建構 

開發案對於社會面的影響在環評案件中一直備受爭議，開發單位往往以過度

簡化或科學化的角度，分析對於開發地區不同階層人士的衝擊。因此建議未來可

考慮建構出完整且系統性的「社會影響評估」模式，有助於提升環評品質並發揮

其功能。 

2.發揮風險協商功能 

環評制度並非完全的科學論證，而是類似風險協商的過程，因此主管機關應

以輔助風險協商的角度，重新檢視制度的設計，思考包括是否回歸到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環評否決權等議題，相信有助於制度的改善及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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