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第 1 屆第 5 次董事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中科管理局 102 會議室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 2 號)
主

席：林三加董事長

出 席 者：張文貞董事、陳銘煌董事、廖明田董事、謝英吉董事、盧重興董
事(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 席 者：陳欽全、馮詠淮、張皓惟、凃又文、郭鴻儀、林彥廷、江淑靖
記

錄：林彥廷

壹、主席致詞
貳、確認本會第 1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紀錄(業先經電子郵件確認)(附件一
P5~P7)
參、報告事項(附件二 P9~P15)(附件二之 1 扶助律師辦理扶助案件應行注
意事項 P17~P22)
陳銘煌董事：基金會可以在關於中科相關的扶助案件，多一些與中科管理
局的溝通與參與，從對立到助益。
林三加董事長：基金會參與相關中科監督小組能達到上述陳董事的建議。
陳銘煌董事：由於基金會董事有一定的人數參與，考慮透過用邀請的方式
讓基金會同仁參與，再作考慮。
張文貞董事：S106001 的扶助緣由為何？
涂又文執行長：居民來向基金會尋求協助，希望就台積電的化學物品跟電
子廢棄物部分，可以確保住民得安全及不會被外包廠商亂倒廢土，目前合
作模式多以會內同仁與劉律師合作討論出共識，抓出提出訴願之居民的
想法，由於基金會的半官方性質，希望可以做好溝通橋樑的腳色。
郭鴻儀專職律師：主要是希望透過此一訴願的扶助，建立溝通管道。
陳銘煌董事：願意成為橋梁，讓居民、基金會與台積電討論。
張文貞董事：能夠讓公民參與，合作討論，以基金會的角色介入成為典範。
林三加董事長：扶助方式會是會內同仁與扶助律師合作，但未來還需評估
目前的形式，因為社子島由會內專職律師的扶助，較有成績，是否比例要
有所調整。
盧重興董事：中部空污會議可以廣邀更多團體，如彰化醫界聯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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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的合作要有學校的加入，建議與東海大學的加入，因為相關器材的合
作與使用。
廖明田董事：讓居民參與介入。
陳欽全：居民參與介入建構更好的溝通方式。
肆、討論事項
一、 案由：有關本會基金之運用方式，擬提請董事會決議，請討論案。
說明：
1、依本會捐助章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基金之管理為董事會之職
權。又第九條第六款規定，於捐助財產現金之百分之二十額度內
購買有價證券、不動產、投資及處分相關聯事業，應有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並應報主管
機關核備後行之。
2、依 106 年 4 月 24 日第 1 屆第 4 次董事會決議，授權執行處做有
效的配置與規劃，包含中部不動產的購置，做為未來中部據點的
會址，於本次董事會提出研擬方案。
3、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環境保護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
第十一條第三款(參附件三 P23~P26)，限制基金會於捐助財產現
金之百分之二十額度內才可由董事會決議處分購買有價證券、不
動產、投資及處分相關聯事業。故若處分金額超過捐助財產
20%，環保署將可能不予同意。
4、經執行處訪查台中地區不動產的辦公室房產，若以交通方便為首
要考量，且距台中高鐵站出站後車程方便、未來台中綠線捷運經
過，距交流道口、台 74 等條件，以台中南區跟南屯區(五權西
路)為首先考量地區。目前南屯區中古 20 年辦公大樓每坪約 20
萬元，南區價格再下降些。
故以本會基金新台幣 3000 萬之 20%計算，可動用金額為 600 萬，
約能購得總坪數 30 坪之不動產(可商業登記)，使用約 15 坪。
6、另詢問本會基金目前存放之台灣銀行，相關基金會普遍基金運用
方式及相關利率，整理如下：
方式

利率(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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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短期票劵 360 天 0.530

國庫劵

公債附條件交易 0.36
定期儲蓄存款三 0.6

台灣銀行內規

個月固定利率

對於基金會大
筆存款，限制
若不超過 500
萬,可以三個月
為期，利率約
為 0.6%。
另詢問私立銀
行如台新銀
行，利率亦約
為 0.6%左右。

7、故若以利率高低來選擇處理方式，目前似乎以定期儲蓄存款為最
佳處置方式，但缺點是各家銀行大筆存單有其金額上限，故若
3000 萬均靠定存賺取利息，唯一缺點麻煩是要分散 3000 萬基金
5~6 家銀行。若以定存方式，每年利息約為 18 萬。
8、執行處考量下半年或最慢明年於中部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但尚
未定案：
(1)、優點：
A、增加在地群眾對本會的認同。
目前中部相關環境議題(台中、南投、彰化、雲林)正在發
聲，本會可提供相關整合溝通資源，且接下來本會關於公民
監測的推廣，評估跟在地會有更深的連結，若於中部有據
點，將方便會議之召集跟增加在地律師、專家、公民、中部
企業、公部門等對本會的認同。
B、節省租金支出。
因人事費與房屋租金通常為民間團體最大支出，以目前銀行
利率不高之情形下，若能以基金購置不動產可省去房租支
出，使基金為有效配置。
(2)、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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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金會規模跟內容尚屬非穩定階段，中部辦公室大小規模難
非常明確列出。若之後要再售出或出租，尚須考量到折價等情
形，且目前因為環保署的規定保守，上限也僅能在 600 萬元範圍
內購置，少了購置彈性，物件較難找。
B、增加房屋稅、地價稅、房屋維護裝修等花費。
9、經上述資訊收集，目前本會執行處所提規劃較為保守，可執行方案
如下，提請董事會討論。
方案一：百分之二十購置台中辦公處使用之不動產，另百分之八
十存放銀行生息。(縱然董事會選擇此方案，後續仍要
再多方評估選擇等待適合物件，僅是先將決議送主管機
關備查。)
方案二：百分之二十購置國庫劵，另百分之八十存放銀行生息。
方案三：先全數存放在銀行生息。
謝英吉董事：
購置中古辦公空間，600 萬有機會找尋到適合物件，但整棟大樓複合式經
營，經費無法負擔，若與其他單位合作，亦可能有產權複雜的問題。
可以以文心線與太原到松竹路、洲際球場鐵路兩軸線的物件尋求，非僅以
南屯區為限制，物件若購置得當能有增值空間，建議接下來半年可以繼續
尋求物件，能夠協助基金會尋覓適合之不動產物件。
張文貞董事：附議英吉董事的建議，可以靠在地董事的知識與經驗，協尋
適合的物件，也有助於基金會之基金增值，未來半年董事會可多作討論決
定合適之辦公物件，現在基金可以先放定存。
陳銘煌董事：中科附近與綠線有投資的空間，依長期的計劃，有適當的機
會可以投資購置，可以買法拍的物件，由於董事的經歷可以協助。
決議：董事一致同意，依方案一執行，將百分之二十購置台中辦公處使用
之不動產，另百分之八十存放銀行定存生息，並請在地謝英吉董事協助找
尋合適物件。執行處於下兩次董事會提出相關規劃評估。

二、 案由：有關本會 107 年預算，擬提請董事會決議，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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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參考本會 105 年 11 月 17 日第 1 屆第 2 次董事會通過之事業計
畫說明書第二年度之編制，將籌設分事務所，新增工作人員一
名。

2、

另為因應新增之人事等相關費用，預計於 107 年度開始就公民
環境監測方案募集等以專案向外募款。

3、

而關於台中地區分事務所之相關硬體設備費用，擬利用第一年
度之餘絀支應，其他相關設備需求向民間募集，故不再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

4、

相關工作目標及預算編列請參附件。(請參附件四 P27~P32)

林三加董事長：認為執行處能夠再增加 1 位研究員與 1 位專職律師。
涂又文執行長：評估承接公害訴訟專案，增加人力。
盧重興董事：40 萬的環境監測預算的涵蓋內容為何？因為相關的器材經費
可能不足。
涂又文執行長：透過辦理活動，滾動公民力量，以綠盟的透明足跡專案為
例，如何讓環境監測資訊揭露，測站位置的設立，透過公民討論成為觸
媒，培訓人才，提供管道，促使相關研究機構參與監測。
林三加董事長：與杜文苓董事討論，以國外經驗討論，培訓公民監測人
才。
張文貞董事：公民監測預算是在今年度使用或是明年度使用。
涂又文執行長：以今年度預算，建構第一波營隊，明年度預算再做第二波
的行動。
盧重興董事：爭取環保署公害糾紛專案，由於參與其他縣市的公害糾紛程
序，能有介入的空間
決議：同意議案所提，依附件四通過。
三、 案由：有關【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出席費、稿費支給標準辦
法】，是否妥適，請討論案。
說明：
1、

為使本會相關出席費、稿費等支出有所標準依據，擬參考相關
公家單位及財團法人等規定訂定支給標準，請討論是否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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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附件五 P33)
張文貞董事：往後訂定辦法能先給環保署相關業務承辦人先行看過，運作
上能更順暢。
決議：同意議案所提，依附件五修正條文通過。
四、 案由：執行長擬推舉 10 名外部環境專家為環境權法律扶助事件審核
小組委員，是否同意，請討論案。
說明：
1、

依據環境權法律扶助事件審核及酬金標準試行辦法第三條第三
項規定：審核小組委員，由執行長推舉具有環境專門學識之學
者、專家，律師報請基金會聘任之。

2、

擬提名外部具有環境專門學識之學者、專家等共 10 位如附件
名單(請參附件六 P34)。

決議：同意議案所提，依附件六通過。
五、 案由：有關本會董事會時間是否固定，請討論案。
說明：
1、

考量相關預算與決算之作業時間與提報時間，每季董事會是否
在第一、四、七、十月最後一個禮拜進行。

2、

由於本會董事成員具教授身分者多，老師每學期之排課並不固
定，在請董事會討論是否每次董事會前一個月進行調查該最後
一個禮拜的週間哪一天安排會議時間。

決議：原則上董事會依第一、四、七、十月最後一個禮拜安排，相關調查
再由執行處安排。
肆、臨時動議
散會
下次會議時間訂於：106 年 10 月。地點：台北。再由執行處調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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