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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緣起：依據98年全國能源會議結論，我國能源政緣起 依據98年全國能源會議結論 我國能源政
策走向為，開發潔淨能源，確保穩定與具備競爭
力的能源供應，以兼顧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及社
會正義。會正義。

據此，應充分運用核電之成本優勢，以協助與促
進其他低碳能源的研究與發展機制，亦應兼顧國
人對於核能安全之疑慮。

全國能源會議結論同時提及，核廢料應於安全無
虞之前提下，經儲存設施設置場地居民同意後，
儘速解決儲存場問題儘速解決儲存場問題。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我國目前將核能廢料區分為「高放射性」與「低放我國目前將核能廢料區分為 高放射性」與 低放
射性」兩類，就後者定有「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選址條例）作為低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場址設立之法律依據。廢棄物處置場址設立之法律依據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問題不僅止於場址選定程序是
否順利 事實上 依現行選址條例之設計 實可預否順利，事實上，依現行選址條例之設計，實可預
期將面臨眾多的法律衝突。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文擬以選址條例相關法律衝突問題為核心，本文擬以選址條例相關法律衝突問題為核心，
輔以比較法研究（美、日為主）分析，先說明
選址條例的立法背景、主要規範內容，以及作選址條例的立法背景、主要規範內容，以及作
為本文主要比較對象的外國法制概況（貳）；
其次，將指出現行選址條例之規範內容所可能其次 將指出現行選址條例之規範內容所可能
產生的法律衝突（參）；復次，針對本文於前
述參所提出的法律衝突，提供比較法制的觀點述參所提出的法律衝突 提供比較法制的觀點
以及因應之道（肆、伍、陸），最後並為結論
（柒）。（ ）



選址條例立法背景選址條例立法背景選址條例立法背景選址條例立法背景
行政院於91年11月提出的選址條例第一版草行政院於91年11月提出的選址條例第一版草
案，其主要立法精神著重於場址選擇過程的公
開參與，使讓主辦機關有得依循一定程序出適開參與，使讓主辦機關有得依循一定程序出適
合場址。

因應第6屆立法委員就任，行政院於94年9月提因應第6屆立法委員就任，行政院於94年9月提
出第二版草案。最後經立法院審查通過的現行
選址條例，乃是由行政院版本草案以及立法委選址條例，乃是由行政院版本草案以及立法委
員另行提出的兩個版本的草案綜合而成。

與行政院提出第一版草案相較，現行選址條例與行政院提出第一版草案相較，現行選址條例
在設置場址排除條件、選址委員會組成、回饋
金使用方式、條候選場址選定程序等規定，均金使用方式、條候選場址選定程序等規定，均
經大幅修正。



選址條例主要規範內容選址條例主要規範內容選址條例主要規範內容選址條例主要規範內容
立法目的：為選定場址，並符合安全及環境保護立法目的：為選定場址，並符合安全及環境保護
之要求，特制定本條例。

權責相應：主管機關及主辦機關、選址小組與選權責相應：主管機關及主辦機關、選址小組與選
址作業者之認定。

安全選址：場址排除條件之認定標準、第二階段安全選址：場址排除條件之認定標準、第二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之辦理，以及主管機關檢查依
據。據

公眾參與：建議候選場址公告、地方自願設置處
置場址之申請程序，以及建議候選場址之公投依置場址之申請程序，以及建議候選場址之公投依
據。

尊嚴回饋：回饋金之來源、計算標準、分配方式尊嚴回饋：回饋金之來源、計算標準、分配方式
及使用辦法之法源依據。



選址程序選址程序選址程序選址程序
初步選址：依選址條例第7條第1項規定，選址小初步選址 依選址條例第7條第1項規定 選址小
組應於組成之日起6個月內，擬訂處置設施選址計
畫並提報主辦機關核定。
選定建議候選場址：建議候選場址之選定採「雙選定建議候選場址：建議候選場址之選定採「雙
軌制」選址程序：
其一為選址小組於選址計畫核定起6個月內提報主辦
機關「公告潛在場址」（第8條）；潛在場址公告
之日起6個月內，選址小組應向主辦機關建議二個
以上建議候選場址（第9條第1項）。以上建議候選場址（第9條第1項）
另一則是地方縣市政府自願設置者，於經地方民意
機關議決通過，並經公告設置計畫及舉行聽證
後 於潛在場址公告之日起4個月內得向主辦機關後，於潛在場址公告之日起4個月內得向主辦機關
提出申請。經主辦機關交由選址小組審查符合規
定者，得優先核定為建議候選場址（第10條）。



選址程序選址程序選址程序選址程序
選定候選場址：選址條例第11條第1項規定：選定候選場址 選址條例第11條第1項規定
本法第九條、第十條核定建議候選場址之公
告，應於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該場址所在地縣
（市）辦理地方性公民投票 經公民投票同意（市）辦理地方性公民投票。經公民投票同意
者，得為候選場址。
環評及核定程序：縱使經過地方性公投同意成環評及核定程序 縱使經過地方性公投同意成
為候選場址之地點，倘最終處置設施之設置對
當地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仍應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8條規定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評估法第8條規定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第13條）。且環境影響評估通過後，選址作
業者尚須檢附相關資料，提報主辦機關核轉行
政院核定（14條）。換言之，行政院仍握有最
後決定權限。



美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規範概述美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規範概述美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規範概述美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規範概述
美國首度於1946年通過原子能法，將原子能利美國首度於1946年通過原子能法 將原子能利
用的權力由軍方移轉至民間。1946年原子能法
僅允許政府擁有核設施和核燃料；1954年通過
之原子能法相反地開放原子能設施私有化 則之原子能法相反地開放原子能設施私有化，則
促成美國民營核電站之重大發展進程，並允許
私人擁有核電廠並生產電力。
1982年低放射性核廢料政策法與1985年低放射
性核廢料政策法修正案，針對公民參與低放廢
料選址程序之基本原則與誘因皆有具體規範料選址程序之基本原則與誘因皆有具體規範。
此外，聯邦政府建立跨州處置之程序與誘因，
授權各州合作處置低放廢料，以執行國會敦促
低放廢料儘速掩埋之任務，就推動低放廢料之
順利處置而言，居功厥偉。



日本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規範概述日本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規範概述日本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規範概述日本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規範概述
日本對於核能燃料循環事業及相關設施之規日本對於核能燃料循環事業及相關設施之規
制，規範於「核原料物質、核燃料物質以及原
子爐規制法」（原子爐規制法）及其相關行政
命令；針對放射性同位元素以及放射性同位元命令；針對放射性同位元素以及放射性同位元
素污染物，則規定於「放射性同位元素等放射
性障害防止法」（放射性障害防止法）及其相」（ ）
關行政命令。
日本法制對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政策，應置於
國家整體能源法制體系下觀察 經濟產業省於國家整體能源法制體系下觀察。經濟產業省於
2007年3月公布之「能源基本計畫」指出，今
後，日本將在堅持「非核三原則」的前提下，」
依據原子力基本法，在和平利用的目的限制
下，謀求核能利用的進一步研究與開發。



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間的法律衝突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間的法律衝突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間的法律衝突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間的法律衝突

選址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其他依法不得開發之地選址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 其他依法不得開發之地
區」應如何認定，禁置地區認定標準第6條規定為：
「其範圍及認定標準依各該其他法律之規定」。由」
於欠缺具體規範，不免發生法規衝突。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政府或法令限制
原住民族利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
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同法第31
條另規定：政府不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 在原住民條另規定：政府不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
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倘若潛在場址位於「原住
民族地區」內，如未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民族地區」內 如未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
取得同意，則該地區是否即為「其他依法不得開發
地區」？



地方性公投作為候選場址要件的法律衝突地方性公投作為候選場址要件的法律衝突地方性公投作為候選場址要件的法律衝突地方性公投作為候選場址要件的法律衝突

依選址條例第11條，建議候選場址經核定公告期滿後，依選址條例第11條 建議候選場址經核定公告期滿後
「應」於30日內於「該場址所在地縣（市）」辦理地方
性公民投票，經公民投票同意者始得成為候選場址。可
見取得地方性公投同意乃是選定候選場址的必要條件見取得地方性公投同意乃是選定候選場址的必要條件。

30日期間過於倉促，似未慮及實際籌辦地方公投的地方
縣市選舉委員會辦理各行政事項所需時間；亦未考量主縣市選舉委員會辦理各行政事項所需時間；亦未考量主
辦機關與地方政府、民意代表及居民溝通所需時間。

原第二版草案條是將公民投票結果作為候選場址所在地
居民表示反對之手段（所謂「反對性公投」）。亦即，
居民倘若反對，須先依公投法提案並進行地方性公投，
於通過後始得核定為候選場址 但現行選址條例規定則於通過後始得核定為候選場址。但現行選址條例規定則
是將要求主辦機關必須取得地方公投同意後始得進行選
址，實際上極為困難。



回饋金發放的法律衝突回饋金發放的法律衝突回饋金發放的法律衝突回饋金發放的法律衝突
選址條例第12條規定：「為推動處置設施選址工選址條例第12條規定： 為推動處置設施選址工
作，主辦機關得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提撥經
費作為回饋金（第1項）。前項回饋金之總額以
行政院核定處置設施場址時之幣值計算，最高不
得超過新臺幣五十億元。其回饋金分配比率如
下：一、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鄉（鎮、市）不低下：一、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鄉（鎮、市）不低
於百分之四十。二、處置設施場址鄰近鄉（鎮、
市）合計不低於百分之三十；無鄰近鄉（鎮、） （
市）者，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鄉（鎮、市）及縣
（市）各增加百分之十五。三、處置設施場址所
在地縣（市）不低於百分之二十（第2項） 相在地縣（市）不低於百分之二十（第2項）。相
關使用辦法，由主辦機關另定之（第3項）。」



回饋金發放的法律衝突回饋金發放的法律衝突回饋金發放的法律衝突回饋金發放的法律衝突
回饋金的來源為「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提撥之回饋金的來源為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提撥之
經費。然而，用以提高地方接受度、促進地方建設
的回饋金，其來源為「供營業循環之用」之特種基」
金，是否符合財政法制要求？有待檢討。

回饋金計算基準為「行政院核定處置設施場址時」
之幣值，似未慮及地方政府與居民考量回饋金因素
之時間點，與歷經地方公投與環評程序通過、行政
院核定之時間點 兩者可能相隔甚遠院核定之時間點，兩者可能相隔甚遠。

回饋金分配方式是以「地方縣市政府」為單位，而
進行地方公民投票者為建議候選場址之鄉、鎮，則進行地方公民投票者為建議候選場址之鄉、鎮，則
回饋金究應分配給依行政區劃認定的縣市政府？或
是應分配給處置場址實際設置地點的鄉鎮？



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

自形式法源而言，基本法的性質仍係法律，從而，自形式法源而言，基本法的性質仍係法律，從而，
基本法與其他法律並非「母法」與「子法」關係，
且亦非上下法律位階，基本法之位階並不高於其他
已訂定的法律。準此，原住民族基本法作為落實憲
法保障原住民族之基本框架規定，固有其原則性、
引導性之地位 然而 其與其他法律之間毋寧仍屬引導性之地位，然而，其與其他法律之間毋寧仍屬
同一法位階之成文法源。

當原住民族基本法與選址條例對於選定最終處置場當原住民族基本法與選址條例對於選定最終處置場
址相關事項之規範意旨不同時，本文認為，仍應以
選址條例規範內容為主。蓋選址條例內容乃是針對選址條例規範內容為主 蓋選址條例內容乃是針對
最終處置場址事項之特別規範，基於規範專門性、
專業性考量，自應優先適用。



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

縱謂原住民族基本法應優先適用，如何具體縱謂原住民族基本法應優先適用，如何具體
滿足規範要件，仍有疑義。例如，主辦機關
如何與原住民進行「諮商」？如何認定諮商如何與原住民進行 諮商」？如何認定諮商
結果已「取得其同意」？如何得滿足「不得
違反原住民族意願」之要件等，為不確定法
律概念 具體內容有待法律解釋填補律概念，具體內容有待法律解釋填補。

此等法律解釋攸關能源政策與選址政策之執
行，無法單純就原住民基本法法條文義認
定 而應訴諸立法目的解釋論判斷 此外定，而應訴諸立法目的解釋論判斷。此外，
優惠性待遇保障、公民參與之程序權、施政
順利等目的亦應全盤權衡之順利等目的亦應全盤權衡之。



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衝突之因應

貫徹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對於原住民族權益保障貫徹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對於原住民族權益保障
固屬重要，然因此偏廢社會其他層面公益之需求，
實非全體國民所樂見。對於核廢料處置與其他法規
之衝突，更應考量國家整體能源政策觀點。

本文認為，在原住民族基本法未有特別規定之前，
場址選定地區涉及原住民事項時，原則上仍應以選
址條例之規範為主址條例之規範為主。

原住民之同意應納入選址程序之公民參與機制中原住民之同意應納入選址程序之公民參與機制中，
透過特別之決策參與機制以及具體之保障措施，力
求兼顧對原住民權益之實質保障。求兼顧對原住民權益之實質保障。



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

選址條例第11條第3項規定，地方性公投之公聽選址條例第11條第3項規定，地方性公投之公聽
會及投票程序「準用」公投法規定辦理。第5項
則規定，選定之建議候選場址所進行之地方性公則規定 選定之建議候選場址所進行之地方性公
民投票，其結果、罰則與行政爭訟事項「依照」
公投法規定辦理。

綜合選址條例第11條及公投法相關規定觀之，欲
辦理地方性公投，主辦機關將面臨不符合公投法
關於提案人與連署人之規定。蓋公投法規定公投
案件需有提案人與連署人，本係基於直接民主制
考量，而選址條例規定之對象則為主辦機關，應
如何「準用」、「依照」公投法有關投票程序及
結果之相關規定辦理 不無疑問結果之相關規定辦理，不無疑問。



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
日本學者指出，核能規制的法規範經常須伴隨著核日本學者指出，核能規制的法規範經常須伴隨著核
能利用技術的進步而進行調整，從而其呈現變動、
不穩定的現象。因此，對於核能規制的法規範，不
但應自體系觀點重新進行檢討，同時亦須慮及核能
利用相關技術發展所具有的新穎性與未知性特徵，
而應採取不同於傳統法制之新的規範模式而應採取不同於傳統法制之新的規範模式。

具體而言，核能開發與利用應以「安全確保」為前
提 國家及相關事業者除應致力於相關資訊的公開提，國家及相關事業者除應致力於相關資訊的公開
與提供之外，更不應僅限於「單向」的資訊流通。
於此，國家負有詳細說明之責，並應強化與地區居於此 國家負有詳細說明之責 並應強化與地區居
民之溝通與直接對話；於設備開始運轉後，更應迅
速提供、公開相關資訊，致力於確保該地區居民的
安心感。



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
現行地方公投機制，於規範本身、與其他法規範現行地方公投機制 於規範本身 與其他法規範
之間及實際執行面，均存在種種問題。本文認
為，應重新考量是否應維持現行以取得地方性公
投同意結果選定場址之規定。投同意結果選定場址之規定。
選址條例納入地方性公投之立法目的顯是在擴大
民眾參與，深化民主決策。然而，從前述立法審
議過程的回顧可知，將原本的「反對性公投」不
知所以地變更成現行規定下的「贊成性公投」，
是否仍能達成當初的立法目的，有待商榷！是否仍能達成當初的立法目的 有待商榷！
在現行超高門檻的設計下，主管機關、主辦單位
及地方縣市政府必須耗費大量的時間與金錢，來
舉辦一場非常不容易通過的地方公投 是否符合舉辦一場非常不容易通過的地方公投，是否符合
成本效益？是否真能達成深化民主的目的？尚值
深思。深思



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地方性公投機制決策衝突之因應
欲強化利害關係人接受程度，應於法令中強化「風欲強化利害關係人接受程度，應於法令中強化 風
險溝通」相關規定，而非將牽涉利害層面廣泛、影
響時間範圍深遠的重大決策權，交予未必真正瞭解
的地方居民。如能強調選址過程的精細與完備，決
策過程溝通的深化與落實，則縱使是由政府或專家
作成最終決定 未必絕對不能為人民接受作成最終決定，未必絕對不能為人民接受。

本文認為，選址條例候選場址應以地方贊成性公投
結果為法定要件 應重新檢討 修正 縱或維持現結果為法定要件，應重新檢討、修正。縱或維持現
行規定，也應於場址設置條例中增訂授權條款，並
配合修正現行第11條相關規定，明定主管機關就辦配合修正現行第11條相關規定 明定主管機關就辦
理地方性公投相關事宜得制定實施辦法，取代現行
須由各地方政府自行制定公投條例之作法，將辦理
公投之主導權回歸主管機關。



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
為能順利推動重大開發或公共設施之設置，現行法為能順利推動重大開發或公共設施之設置 現行法
制常見發放一定金額予地區居民及地方政府，以提
高其接受意願。回饋金機制如同兩刃之劍，倘若規
範不夠完備、執行與後續弊端百出，則發放回饋金範不夠完備 執行與後續弊端百出 則發放回饋金
不但無從發揮預期效果，在國家財源日趨窘迫的今
日，可能會製造出另一場「財政危機」。

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於：發放回饋金的正當性基礎何
在？倘為處理危害性較低的低放射性廢棄物即須提
撥 億回饋金 則日後須處理危害性較高的高放射撥50億回饋金，則日後須處理危害性較高的高放射
性廢棄物時，回饋金的編列標準又該如何？

基於法制設計應力求周詳完備的立場，吾人實應審
思發放回饋金的必要性？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倘若
必須發放，則公平妥適的發放標準為何？必須發放，則公平妥適的發放標準為何？



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
回饋金度作為低放射性核廢料處置場址政策之配回饋金度作為低放射性核廢料處置場址政策之配
套，亦見於美國低放射性核廢料政策規範，然為求
低放廢料之選址順利進行，除回饋金（美國政府以
福利之形式與額度發放）外 聯邦法規與政策尚提福利之形式與額度發放）外，聯邦法規與政策尚提
供其他經濟誘因與配套措施。

依據「低放廢料政策法」，美國國會責令各州以及依據 低放廢料政策法」 美國國會責令各州以及
相應之州際協議（interstate compacts）解決低放處置
場址之擇定，並依該法訂定若干州際協議履行原
則：（1）州建置低放廢棄物之場址之責任；(2)促進則：（1）州建置低放廢棄物之場址之責任；(2)促進
州與州際協議之履行，（3）賦予協議州有權拒斥非
協議州之低放廢棄物運送。從低放廢棄物政策法頒
佈施行後，共有42州加入九個州際協議。儘管如
此，美國國會將低放廢棄物選址之任務轉嫁予州政
府後，低放廢棄物處置場址之選定仍迭生爭議。府後，低放廢棄物處置場址之選定仍迭生爭議。



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
州際協議面臨之重大挑戰在於公眾同意之獲得，州際協議面臨之重大挑戰在於公眾同意之獲得，
因此為加速公眾於場址決策之共識，州際協議多
設立複雜之賠償與補償方案（compensation設立複雜之賠償與補償方案（compensation 
packages）。

例如，於東北州際協議（northeast compact）例如 於東北州際協議（northeast compact）
賠償與補償方案之內容包括：地區減稅方案、核
能設施收益比之利益分配與房價保證方案；又如
於西南州際協議（southwest compact）中，州
政府提出之誘因則包括獎學金之設置，購置價值
3000元之科學書籍，以及提供生態領域之教師擔
任公職等。



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回饋金發放分配衝突之因應
基於低放射性核廢料處置具備含高度科技上不確定性、基於低放射性核廢料處置具備含高度科技上不確定性
官民風險認知差異、深層之政治心理因素作用與鄰避情
節之效應等特性，姑不論「回饋金」之財源適法性與發
放分配原則是否妥適，上述衝突是否得憑藉回饋金發放放分配原則是否妥適，上述衝突是否得憑藉回饋金發放
制度弭平，亦屬未定之數。

本文認為，關於「回饋金」分配與運用，應自回饋金發
放目的出發 檢討其分配方式 法定程序 發放功能之放目的出發，檢討其分配方式、法定程序、發放功能之
確保與流弊之預防。

為平衡鄰避情節之效應與實質環境保護之目的，僅依回為平衡鄰避情節之效應與實質環境保護之目的 僅依回
饋金之機制，往往暴露執政者決策上進退失據之窘境，
不僅於其來源、用途、使用方法及程序等層面迭有爭
議，實務上亦經常發生住民於領取回饋金後仍採取激烈議，實務上亦經常發生住民於領取回饋金後仍採取激烈
抗爭，導致回饋金之發放失去意義之情形。對此，實應
深刻檢討選址條例採用回饋金之必要性與可行性，並應
思考其他誘因之提供，以及建立爭端解決機制。思考其他誘因之提供，以及建立爭端解決機制。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關於選址條例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間的衝突，原住關於選址條例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間的衝突 原住
民族基本法與選址條例同為法律；屬於同一位階的
法規範，當原住民族基本法與選址條例對於選定最
終處置場址之規範不同時，基於規範專門性、專業終處置場址之規範不同時 基於規範專門性 專業
性的考量，仍應優先適用選址條例。惟主管機關或
主辦機關應建構更完善的參與機制及保障措施，力
求兼顧公益與原住民權益。求兼顧公益與原住民權益

就選址條例第11地方性公投機制相關爭議，本文主
張應重新考量是否應維持現行以取得地方性公投同張應重新考量是否應維持現行以取得地方性公投同
意結果選定場址之規定，早日進行修法準備，而毋
須俟地方性公投結果不通過方求因應。

於此過程中，尤應審思高度專門性技術性之能源政
策與民主正當性兩者價值應如何調和，並應強調規策與民主正當性兩者價值應如何調和，並應強調規
範內容的精細與完備，決策過程溝通的深化與落
實。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至於選址條例第12條回饋金發放相關法律衝至於選址條例第12條回饋金發放相關法律衝
突，除應檢討現行規範不足之處，力求充實
之外，本文認為，應回歸回饋金發放之目之外，本文認為，應回歸回饋金發放之目
的，重新檢視其分配方式、法定程序與發放
功能，尤應深刻檢討採用回饋金之必要性與功能，尤應深刻檢討採用回饋金之必要性與
可行性，並應思考多元經濟誘因、爭端解決
機制、開放專家決策機制與資訊透明化，以機制、開放專家決策機制與資訊透明化，以
期凝聚共識，弭平爭議。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敬請指正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