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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會緣起：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七星農

場部分)開發計畫（以下稱中科三期）之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稱環評）

撤銷訴訟案，為台灣環評行政訴訟之重要指標案件。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以下稱環保署）於民國（以下同）95年 7月 31日有條件通過一

階環評後，后里農民廖明田等六人提起訴願、行政訴訟，經台北高等

行政法院於 97年 1月 31日以 96年度訴字 1117號判決撤銷環評審查

結論，最高行政法院於 99年 1月 21日以 99年度判字第 30號判決駁

回環保署之上訴，為我國環評史上第一件環評審查結論遭撤銷確定之

案例。 

惟改制前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稱國科會，後改制為科

技部）及環保署以開發許可仍有效為由，拒絕命廠商停工，環保署並

於 99年 2月 10日刊登半版廣告於中國時報、聯合報、自由時報、蘋

果日報、聯合晚報等五大報，批評行政法院之判決為「無效用、無意

義、破壞現行環評體制」，引發嚴重爭議，後經后里農民以環保署為

相對人，提起行政假處分聲請，並以國科會為相對人，提起行政停止

執行聲請，經台北高等行政法院於 99年 7月 30日以 99年度停字 54

號裁定命中科三期案應停止執行，並以 99年度全字 43號裁定，命中

科三期案應於環評合法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開發行為，最高行政法院

並於 99年 9月 2日以 99年度裁字第 2029號及第 2032號分別裁定駁

回環保署及國科會之抗告。國科會及環保署以「停工不停產」方式回

應行政法院之裁定，持續引發爭議，嗣環保署於 99 年 8 月快速再次

作成有條件通過第一階段環評之審查結論。后里農民在律師團的協助

下，於訴願駁回後，再於 100 年 1 月 21 日以環保署及國科會為共同

被告，提起第二次環評撤銷訴訟（以下稱二次撤銷訴訟），台北高等

行政法院於101年9月5日以100年度訴字118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后里農民提起上訴，經最高行政法院於 102 年 3 月 14 日作成 102 年

度判字第 120號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更審，該判決並對環保署提

出多項指責，其中認環保署以審查結論所附條件作為「對環境無重大

影響之虞」而「無庸進入第二階段環評」之認定方式，有論理上「倒



果為因」之違法，將使環評法就應進行第二階段環評之規定，形同具

文。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102 年度訴更一字第 40 號更審期間，法院主

動提出和解方案，勸諭雙方和解，農民及律師團相當堅持環評制度，

不可認可「邊施工、邊營運、邊環評」之惡例，環保署則自行公告廢

止第二次環評審查結論，並命中科三期案進行第二階段環評（但以第

二階段環評通過之時，作為廢止第二次環評審查結論之生效日期），

雙方經過多次協商，多次瀕臨破局，多次折衝，最後在台北高等行政

法院之主導下，於 103年 8 月 8日達成訴訟上之和解，再次寫下環評

案件行政機關與人民達成和解之先例。其中和解條款大致為：被告環

保署應再次以刊登半版廣告之方式，登載最高行政法院 102年度判字

第 120 號判決之摘要；被告科技部編列新台幣 3000 萬元捐助成立公

益財團法人，並自 105年起接續 4年，每年各編列 500萬元之經費捐

助該公益財團法人，財團法人之董事設 9人，其中 6名由台中市后里

區農業與環境保護協會、環境法律人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地球公民基金會、台灣大學法律學院環境永續政策與法律中心（以下

稱五團體）推薦，科技部遴選；參加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以

下稱中科管理局）應將中科三期停止開發並回復原狀之可能情形，作

為第二階段環評之替代方案，進行環評審查。 

本會源起係由上述和解內容所生，經科技部委由中科管理局於

104 年 10 月 7 日召開「后里園區‐七星農場部份成立財團法人捐助章

程事宜研商會議」，與五團體代表討論捐助章程，建議上開因和解成

立之公益財團法人，應依法院和解意旨命名為「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

基金會」。嗣科技部於 105年 3月 11日召開「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

金會」捐助人會議，確認章程後，依章程遴選出「財團法人環境權保

障基金會」第一屆 9 名董事，並於 105 年 9 月 29 日召開第一次董事

會議，後續於 106年 2月 23日取得法人登記並自 106年 3月 12日舉

辦開幕茶會開始對外服務依章程所述，落實及促成憲法、環境基本法

與其他環境法規所規定之環境保護與環境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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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況 

本會自 106 年 3 月 12 日開始對外服務後，截至 106 年 6 月底已

承接 7 件環境權扶助案件，並陸續取得其他團體合作建立中部空污管

制推動、農地上工廠就地合法化政策、公民監督六輕促進環境權行動平台

等研究專案。 

因應目前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環評修法機制

將可能規劃逐漸由各部會自行辦理環評，且應加強各部會如區域計畫委員

會或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參與機制之完備，故本會就此相關行政程序上之

變革，應與時俱進因應制度之變革培訓更多相關法律與各領域之專家與公

民，以落實環境保護與環境權保障之宗旨。 

銜接 106 年度之開創，為促使環境政策及個案之監督、規劃及執行人

民環境權保障之案件，本會 107 年度仍繼續保持至少 15 件之環境權扶助

案件，並因本會專職律師之投入，冀建立充實相關公民參與機制上律師辦

理應注意事項，確保相關扶助品質。 

且因應環保署於 106 年 6 月 23 日已預告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本會

除了於 106 年度加強進行民間意見之彙整與提出修法意見，於 107 年度將

持續追蹤法案修正後相關子法修正等政策應如何更有助於空氣汙染防制

之目的。 

另除了上述環境權扶助個案之執行及相關環境政策之研究，為促使本

會章程環境法律教育之推廣事項及教育平台建置，本會於 107 年度將進行

募款辦理中部地區與公民監測相關之年輕學子營隊或是行動方案徵選，希

望有助於民眾對於鄉土之認識與感情聯繫。 

 

貳、工作計畫 

一、 環境權扶助事件 

(一)、地區說明會兼座談會 

以南台灣為主，與各地環團及自救會等進行說明。 

(二)、律師培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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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團、各地律師公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 

(三)、本會於環境權法律扶助案件之工作內容 

1、遴聘環境權法律扶助事件審核小組委員。 

2、審核小組選定扶助事件。 

3、遴聘律師辦理扶助案件。 

4、建立平台，連結社區當事人、相關領域專家座談及律師進行
交流。 

5、案件追蹤管理。 

6、審核小組進行律師品質評核及最終酬金核定。 

(四)、選擇 15 件案件進行環境權法律扶助。 

律師應提供之環境權法律扶助(非訟程序與訴訟)內容應包含 

1、研究個案資料提出分析。 

2、跟社區當事人、相關領域專家座談或會議。 

3、參與相關會議如公聽會或聽證會。 

4、結案專業分析報告。 

上述案件其中至少 5 件預計由本會專職律師辦理。 

(五)、社會矚目案件專案支援。 

二、 環境監測 

(一)、檢視重大環評決議案件承諾追蹤 

檢視過去已經過環評之承諾事項進行追蹤。從中確認釐清相關
單位是否後續有進行監督，開發業者有無做到環評承諾事項。 

(二)、就環境訴願裁罰案進行環境污染問題研究。 

(三)、進行環境監測方案募集。 

選擇個案，與學校合作設計公民行動監測方案。 

三、 社區培力 

(一)、透過環境權法律扶助扶助過程進行社區培力。 

(二)、舉辦相關環境科學及法律政策座談會。 

舉辦活動，邀請國內外學者訪談如何藉推廣科普知識，提高社
區民眾對於周邊環境之敏感度，必要時與社區討論及考量是否
有提出相關環境訴訟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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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本年度收入預算共編列 555萬元。    

     1、政府捐助收入編列 500萬元，與上年度相同。         

2、民間捐贈收入編列 40萬元，上年度預算數無編列數，增加 40

萬元，係因本會成立第二年擬開始進行募款活動。 

3、利息收入編列 15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0萬元，減少 15萬元，

約 50％，主要因利率未若預期高所致。 

（二）本年度支出預算共編列 545萬 6千元。    

1、業務成本編列 139萬 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64萬 7千元，減

少 25萬 3千元，約 15.4％，主要係因本會專職律師承接部分案

件，使委外之律師酬金較上年度減少所致。 

 2、用人費用編列 292萬 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95萬元，增加

94萬 4千元，約 50％，主要係因增加一名員額，及工作人員因

任職滿一年故年終及考績獎金足額編列所致。 

 3、行政管理費用編列 113萬 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35萬 5千

元，減少 21萬 7千元，約 16％，主要係因上基金會創立，故編

列相關建置費用所致。 

（三）綜上，本年度賸餘 9萬 4千元。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業務活動淨現金流入 0萬元。 

（二）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0萬元。   

（三）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0萬元。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0元，故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510萬元與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510萬相同。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3,515萬 3千元，本年度累積剩餘增加 9萬 4千元，

故期末淨值為 3,524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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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表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詳各明細表

收入 5,550 100.00 5,300 100.00 250 5

  業務收入 5,400 97.30 5,000 94.34 400 8

  業務外收入          150 2.70        300 5.66 (150) (50)

支出 5,456 98.31 5,147 97.11 309 6

  業務成本與費用 5,456 98.31 5,147 97.11 309 6

  業務外費用            -         -          -       -         - -

本期賸餘（短絀）           94         -        153     - (59) -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4

比較增（減-）數

說  明科目

4



小   計 合計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稅前賸餘（短絀）               94

  利息股利之調整 (150)

  未計利息股利之稅前賸餘（短絀） (56)

  調整非現金項目：

   折    舊 20

   應付費用減少 (114)

  未計利息股利之現金流出 (150)

  收取利息 150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5,100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5,100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現金流量預計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5

項             目
預  算  數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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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

    創立基金 30,000              - 30,000

累積餘絀

    累積賸餘 5,153 94 5,247

合  計 35,153 94 35,247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截至本年度餘額

6

說  明科目 上年度餘額 本年度增（減-）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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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細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說   明

業務收入 5,400 5,000

    捐贈補助收入 5,400 5,000

      政府捐助收入 5,000 5,000

5,000 5,000 科技部捐助

      民間捐贈收入          400

 業務外收入 150 300

    財務收入 150 300

      利息收入 150 300

總    計        5,550       5,300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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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說     明

支出 5,456 5,147

  業務成本 1,394 1,647 業務成本本年度預算數1,39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647千元，減少

253千元，預算數明細如下：

    律師酬金 500 750 50千元*10件=500千元

107年度預計收15件扶助案件，其中5件扶助案件由本會專職律師協助

處理，故以10件估列律師酬金。

    審查委員出席費 54 72 各分會審查委員出席費每人每次1.5千元，且依照預計開審情形估列

計如列數。(1.5千元*3次*12個月=54千元)

    扶助案件必要費用       240       230 1.律師因辦理案件所支出之跨區交通費用或是影印費用等等，以一案

一萬元估算。(10千元*15件=150千元)

2.環境權法律扶助平台會議費用，以一案6千元估算。(6千元*15件

=90千元)

3.以上，合計如列數。

    環境監測費       400       400 環境行動監測費用。

    專案計畫費       200       195 社會矚目案件專案支援、地區座談會兼律師教育訓練、環境科學及法

律政策座談會。

  用人費用     2,924     1,950 用人費用本年度預算數2,92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950千元，增加

974千元，主要係增加一名員額，預算數明細如下：

    薪資     2,172     1,620 專職人員4人。

執行長660千元。(1人*(50千元+5千元)*12個月=660千元)

專職律師600千元。(1人*50千元*12個月=600千元)

專職人員912千元。(2人*38千元*12個月=912千元)

    誤餐食品費        10         - 依實際需求估列。

    考核獎金       181        68 專職人員4人。

執行長55千元。(1人*(50千元+5千元)*1個月=55千元)

專職律師50千元。(1人*50千元*1個月=50千元)

專職人員76千元。((2人*38千元*1個月=76千元)

    年終獎金       181        68 專職人員4人。

執行長55千元。(1人*(50千元+5千元)*1個月=55千元)

專職律師50千元。(1人*50千元*1個月=50千元)

專職人員76千元。((2人*38千元*1個月=76千元)

    員工保險費       248       130 專職人員4人，依勞健保收費標準估列。

    退休金 132        64 專職人員4人，依勞退提撥標準6%估列。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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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說     明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行政管理費用 1,138 1,550 行政管理費用本年度預算數1,13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550千元，

減少412千元，主要係因上年度基金會創立，故編列相關建置費用，

預算數明細如下：

    水電費 15 30 水電費係依實際需求估列，每月約1.25千元估列12個月為15千元。

    郵電費 34 30 包括電話費、郵資、網路月租費等估列34千元。

    旅費
240 291 旅費係依實際需求估列，每月約20千元估列12個月為240千元。

    印刷及裝訂費
15 5 包括租賃影印機超印費、資料印刷費等估列15千元。

    專業服務費
80 91 包括會計師、記帳士、美編服務等估列80千元。

    辦公室用品
18 24 包括辦公室文具用品、影印機用紙、傳真機用紙、耗材等費用，估列

18千元。

    雜項購置
       30 303 購買筆記型電腦一台。

    房屋租金
564 600 辦公室租賃租金，計564千元。

    辦公室設備租金
22         - 影印機、事務機等租賃租金，計22千元。

    折舊費用
20        20 固定資產折舊費用

    會議費
64 144 董事會每次出席費16千元，每年召開4次。(2千*8名非公務人員身分

*4次=64千元)

    其他費用 36 12 包括匯款手續費、律師公會會費、報章雜誌等估列36千元。

總      計 5,456 5,147

9

9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年度預算數 說     明

無 0

0

總計 0

10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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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考     表





資產 35,315 35,335 (20)

 流動資產 5,100 5,100           -

   現金 5,100 5,100           -

     銀行存款 5,100 5,100           -

 投資 30,000 30,000           -

 非流動金融資產 30,000 30,000           -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非流動 30,000 30,000           -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25 145 (20)

 機械及設備 125 145 (20)

     機械及設備 165 165           -

     減：累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40) (20) (20)

 其他資產 90 90           -

   什項資產 90 90           -

 存出保證金 90 90           -

資產合計 35,315 35,335 (20)

負債 68            182 (114)

流動負債 68            182 (114)

應付款項 68            182 (114)

應付費用 68            182 (114)

負債合計 68            182 (114)

淨值 35,247 35,153          94

  基金 30,000 30,000           -

基金 30,000 30,000           -

       創立基金 30,000 30,000           -

累積餘絀 5,247 5,153          94

     累積餘絀 5,247 5,153          94

       累積賸餘(短絀) 5,247 5,153          94

淨值合計 35,247 35,153          94

負債及淨值合計 35,315 35,335 (20)

11

比較增（減-

）數
科   目

107年12月31日

預計數

106年（上年）12

月31日預計數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07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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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類（稱） 本年度員額預計數 說   明

執行長 1

專職律師 1

專職人員 2

總    計 4

12

單位：人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員工人數彙計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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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金 退休及、

撫卹金及

資遣費

分擔保險

費

福利費 其他 總計

執行長    660    110       41       72        2       885

專職律師    600    100       36       69        2       807

專職人員    912    152       55      107        6     1,232

總計 2,172 -   -   362   132     248     -     10      2,924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中華民國107年度

用人費用彙計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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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錄：壹、政府遴(核)派人員之職權說明 

職稱 姓名 學歷 現職 支領酬金 起訖任期 

董事長 林三加 碩士 律師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8.

31 

董事 黃郁禎 學士 
科技部產學及園

區業務司副司長 

無 105.10.04~108.08.

31 

董事 陳銘煌 博士 
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局長 

無 105.09.01~108.08.

31 

董事 盧重興 博士 

中興大學環境工

程系 

教授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8.

31 

董事 廖明田 國中 

台中市后里區農業

農業與環境保護協

會董事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8.

31 

董事 杜文苓 博士 
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教授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8.

31 

董事 謝英吉 碩士 律師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8.

31 

董事 張文貞 博士 
台灣大學法律系 

教授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8.

31 

董事 王韻茹 博士 

中正大學法律學

系 

副教授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8.

31 

監察人 劉子猛 碩士 
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會計師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8.

31 

14



監察人 邱異珍 碩士 

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主計室

主任 

無 
105.09.01~108.08.

31 

監察人 吳淑芬 學士 

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企劃組

業務科長 

無 
105.09.01~108.08.

31 

備註：本會董監事均為無給職，僅依照本會出席費、稿費支給標準於出

席本會相關會議或是代表本會出席相關活動時，支領出席費(2000

元以下/次)，但若具機關公務員身分，不另提供出席費或兼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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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貳、一級主管簡歷 

職務 董事長 執行長 

姓名 林三加 凃又文 

負責職權 基金會代表人 秉承董事會決議及董事長之命，

綜理業務。 

個人學歷 美 國 Lewis & Clark Law 

School 環境與自然資源法學

碩士(2000) 

台大法律系畢業(1991)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畢(1997) 

個人簡歷 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

主任委員(2005~2011) 

環境法律人協會常務理事

(2010~2016)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中級專

員(1993~2016) 

環境法律人協會常務理事（2016～

迄今）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監事（迄今） 

經營投資

事業情形 

原理法律事務所所長 無 

酬勞 無，僅依本會會議性質領取出

席費(2000元以下/次)。 

550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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