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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概況  

一、 設立依據 

本會源起係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40 號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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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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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章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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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完成法院設立登記，並於 3 月 12 日舉行

開幕茶會，正式對外服務提供相關環境權扶助等業務。本會自 106 年

3 月 12 日開始對外服務後，截至 107 年底已承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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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設立目的： 

本會宗旨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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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於本會捐助章程第 2 條，本會

業務範圍任務，訂定於本會捐助章程第 4 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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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憲法、環境基本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及相關環境法規之研究及

執行事項。 

(3)環境法律教育之推廣事項及教育平台建置 

(4)環境政策、環境保護及環境權保障之資訊蒐集、人才培育及國

際合作事項。 

(5)其他與環境公益、環境教育、環境品質及法律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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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主要工作目標方向 

 

  

環境權保
障基金會

環權扶助

社區培力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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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概況： 

 

主事務所：設立於台北市，負責相關環境權扶助業務。 

 
台中分事務所：106 年 11 月台中分事務所先藉財團法人

司法改革基金會台中辦公室進行相關籌備工作。 

 
  

董事會

執行長

主事務所

環權扶助
平台

專案管理 行政會計

台中分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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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作計畫 

本會係依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40 號和解筆

錄，由科技部捐助基金成立之財團法人，自 106 年 3 月 12 日開始對

外服務後，截至 108 年 6 月底承接 18 件環境權扶助案件，並與其他

團體合作建立空污法修法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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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公開暨社區知情權等研究專案。 

延續 108 年度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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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本會預算原係依據法院判決由科技

部編列，但從 109 年度將另籌經費收入。且因應財團法人法於 108

年 02 月 01 日施行，本會董事組成及遴聘機關亦於 109 年 9 月 1 日

有所調整。 

相關環境權法律政策面，本會 109 年度將繼續推動立法建立環

境權保障制度增強民眾在環境議題的參與能力及資源，厚植民眾參

與行政決策之能力。於院會持續推動環境決策之資訊取得、公民參

與及司法救濟公約施行法草案。 

為因應環境權保障落實應加強各部會如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

計畫委員會、文資審議等公民參與機制之完備，故本會就此相關行

政程序上之制度保障，應與時俱進因應制度之變化推動培訓更多相

關法律與各領域之在地專家與公民，並辦理相關座談會，以落實環

境保護與環境權保障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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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將進行持續辦理中部地區年輕學子環境權保障營隊，希望培育

青年對於中部地區土地與環境之認識。 

另本年度為增進臺灣在環境議題的國際能見度，本會亦將推動

國際環保組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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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權扶助事件 

(一)、環境律師培力工作坊 

與環境民間團體、各地律師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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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維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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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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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環境監測方案募集。 

選擇個案，與社區或學校合作設計行動監測方案。 

三、 社區與青年培力 

(一)、透過環境權法律扶助扶助過程進行社區培力。 

(二)、辦理環權沙龍邀請國內外學者訪談推廣環境科普知識。 

(三)、舉辦相關環境科學及法律政策座談會。 

(四)、辦理中部高中生人文社會環權工作坊 

四、 承辦政府委託案件 

就符合本會章程宗旨者之政府採購案件之計畫進行投標承辦，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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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案件類型為主。 

(一)、公害糾紛法律扶助專案工作計畫。 

(二)、環評程序法律扶助。 

(三)、環境資訊公開或社區知情權工作計畫或研究案。 

(四)、促進公民參與如公聽會、聽證會、公民審議等業務。 

五、 推動國際相關議題團體之交流 

   (一)、積極推動與國際相關議題團體之合作交流如好電子網絡 

        (Goodelectronics)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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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萬元。  

1、 政府捐助收入編列 15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50 萬元，減
少 400萬元，約減列 73％，主要係原科技部補助經費到期 

2、 專案計畫收入編列 180萬元，與上年度相同。 

3、 民間捐贈收入編列 43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0萬元，增加
380萬元，約 760％，主要係本會擬加強募款活動。 

4、 利息收入編列 15萬元，與上年度相同。 

(二) 本年度支出預算共編列 770萬 9千元。 

1、 業務成本編列 99 萬 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3萬 7千元，
減少 24萬 4千元，約 19.7％，主要增加本會專職律師承接之
扶助案件量，使委外之律師酬金費用及參照 107 年決算減少
部分科目費用所致。 

2、 用人費用編列 534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30萬 7千元，
增加 3萬 8千元，約 0.7％，主要係編列文康活動費及其他給
與所致。 

3、 行政管理費用編列 137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34 萬 1
千元，增加 3萬元，約 2.2％，主要係因新增台中辦公室業務
擴增業務相關行政費用增加所致。 

(三) 綜上，本年度賸餘 4萬 1千元。       

二、 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淨現金流入 2萬 4千元。 

(二) 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6萬元。 

(三) 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0萬元。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減少 3 萬 6 千元，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493萬 3千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496萬 9千元減少之數。 

三、 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3,491 萬 2 千元，本年度累積剩餘增加 4 萬 1
千元，故期末淨值為 3,495萬 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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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 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 決算結果： 

1、 收入總額共計 5,540,842元(業務收入 5,274,542元及業

務外收入 266,300元），為政府捐助收入 5,000,000元、

民間捐助收入 274,500元、其他收入 42元及利息收入

266,300元。 

2、 支出總額共計 6,185,230元，為業務成本 1,057,676

元，占總支出 17%、用人費用 3,908,306元，占總支出

63％、行政及管理費用為 1,219,308元，占總支出

20%。 

3、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短絀 644,388元 

(二) 成果概述： 

1、 環境權扶助業務 

106年度之扶助案件仍持續進行中，共計 10件，

並於 107年度新增 8件，共 18件。 

扶助案件分類如下：水資源(2件)、交通(1件)、

科學園區或工業區擴廠或新設(3件)、石化園區

(2件)、都市計畫(2件)、能源電廠(1件)、廢棄

物(2件)、文化資產審查(1件)、河川治理生態檢

核(1件)、資訊公開(2件)、原住民族諮商知情同

意(1件)。 
案件編

號 

案件名稱 審查扶助理由 指派律

師 

衍生議題或

專案 

P106001 

新北—淡江大

橋及其連絡道

路規劃第 2次

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案 

淡江大橋的環評案於 88

年通過環評，但隨著時

間至今，因臨近區域政

策變更(如台北港的定

位)及橋體設計變更

等，但於過程中卻無重

做環評，現行僅用後續

環境差異分析程序處

理。 

林子琳

律師 

本件環差程

序已結束。

協助提報淡

水河口文化

景觀。 

預計於 109

年辦理「再

見、淡水夕

陽再見」系

列活動，並

辦理關於都

市計畫的成

敗跟退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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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興建必要性、承載

之交通容量、環境與人

口之變遷及河口景觀重

大改變，應該配合區域

計畫跟國土計畫。故可

從本案研析，若有已過

之環評案，但因應未來

的國土與區域計畫，應

該待相關計畫確定後，

再重新做相關整體環

評。 

且本案因時間久遠已十

幾年，後續如溼地法陸

續通過，新的規定、國

土計畫、區域計畫跟環

評案的競合關係，可以

回饋制度與法規之修

正。 

討論會。 

 

P106002 

台中—大安大

甲溪水源聯合

運用輸水工程

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審查案

件 

本案牽涉產業間的水資

源衝突與水資源的分配

正義，為典型的環境案

件，依本會環境權法律

扶助事件審核及酬金標

準試行辦法第 8條之規

定第三款，對於培養社

區公民參與及促進環境

權保障有一定重要性

者，給予扶助。 

呂旺基

律師 

107 年持續於

台中與其他中

部團體辦理中

部溪望培力工

作坊。 

希望就大安大

甲溪水源聯合

運用及南勢溪

岸來討論中部

三縣市公民團

體後續前瞻水

環境願景與實

際行動（含立

法、修法、政

策、預算等）藉

著發展小河域

復育聯盟以培

力未來更多走

入家鄉河、母

親河的夥伴、

組織從事在地

河流復興、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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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P106003 

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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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審查案

件 

依據台北行政高等法院

102年度訴更一字第 40

號內容繼續二階段環

評。 

本會郭

鴻儀專

職律師 

1.確保農民

用水。 

2. 科學園區

資訊公開。 

 

P106004 
雲林—六輕四

期擴建計畫案 

本案對於彰化、雲林居

民健康影響巨大，且影

響範圍甚廣，石化工業

對環境衝擊大，本案社

會關注度極高，具跨時

代意義，應培養當地律

師熟悉環評程序及與環

團合作，故符合本會扶

助標準。 

陳品安

律師 

林群期

律師 

1、與環工、

健康風險專

家諮詢，每

一個半月開

一次進度會

議。 

2、了解相關

六輕環評承

諾事項落實

情形。 

P106005 

台北—社子島

地區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

說明書審查案

件 

本案尚在二階範疇界定

階段，尚有空間和時間

來協助社團提出較佳的

規劃方案，故符合本會

扶助標準，本會應選任

律師予以扶助。 

本會郭

鴻儀專

職律師 

 

1. 義 務 律

師團籌組。 

2. 原 地 改

建可行性、開

發手段的整

體評估。 

3. 區 段 徵

收的正當性

及必要性。 

4. 安 置 計

畫的法源以

及是否可妥

善解決社子

島居民安置

問題。 

5. 社會影響

評估倡議 

6. 申請無形

文化資產

保存。 

7. 聽證程序

之協助。 

P106006 台東—卡大地 本案有開創性，因共管 陳采邑 1、部落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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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部落知本太

陽光電教育及

示範專區開發

計畫 

跟協商目前尚未有法

條，可以建立一前例。

且本案牽涉綠能、傳統

領域、共管複合處理，

且目前政府在推廣綠

能，本案可為相類似案

件建立良好的溝通模

式，樹立典範。 

 

律師 成立光電工

作小組，協

助為相關法

律諮詢。 

2、因為第一

個實行原住

民族諮商同

意權，協助 

相關事項處

理。 

P106007 

台中—神岡豐

洲科技工業園

區二期環境影

響評估 

該區為農業特定區，且

本案在農地農用原則及

目前政府積極推動閒置

工業區用地調查密切相

關，豐洲一期目前尚有

閒置土地。且對於培養

社區公民參與及促進環

境權保障有一定重要

性，故符合本會扶助標

準。 

本會郭

鴻儀專

職律師 

1. 確認工業

區廢（污）

水零排放

可行性。 

2. 本計畫在

輔導未登

記工廠政

策 中 定

位。 

3. 本案環評

程序已結

束。 

P106008 

新北—臺灣地

區北部地區雙

溪水庫計畫二

階環評 

本案關乎於國家前瞻計

畫，水庫的興建與否將

會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

環境、產業與文化，扶

助當地自救會將對於培

養社區公民參與及促進

環境權保障有一定要重

要性，故符合本會扶助

標準。 

陳憲政

律師 

1與律師就

環說書、水

資源計畫研

究整理論

述。 

2 與當地自

救會共同研

究環說書內

容。 

P107001 

新設(含擴建)

科學園區政策

評估說明書 

科學園區環境治理及資

訊公開 

本會郭

鴻儀專

職律師 

 

P107002 
新竹竹科三期

都市計畫變更 

本件既然是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而且是特定區

計畫，就必須考量當初

的規劃目的，如果此次

計畫變更已經偏離規劃

目的應該要求有公開的

說明會或公聽會等公開

程序。 

法律的介入可以擴大民

眾參與，讓議題和意見 

吳俊達

律師 

1.計畫行政

的正當性及

合理性、 

2. 舊都市計

畫退場機制

3. 與國土計

畫銜接。 

4.水資源及

廢棄物處理

問題 



12 

 

能夠進入行政程序，並

且列入會議紀錄中。 

空間計畫在過去較少有

針對怎樣才是符合法律

的權衡或衡量，行政救

濟或大法官解釋已經有

在公共利益的衡量和保

留特定農業區的公益衡

量，討論是否區段徵

收。 

P107003 
台中南勢溪環

境工程案 

公共工程當中之所以增

設生態檢核機制的程

序，係為促使相關工程

注意公民參與及環境基

礎事實調查，落實環境

權保障，避免公共工程

對生態造成難以回復的

衝擊而設立。 

然而，從「南勢溪環境

營造」案來看，該案係

由中央經濟部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補助經費，但

其政府採購及相關工程

內容但卻未符合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

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核定本第肆章執行策

略及方法中之要求：促

進民眾參與並辦理生態

檢核。故可以此案為典

範，敦促公共工程委員

會對相關工程進行檢

驗，建立制度。 

何宛屏

律師 

就開發行為

是否違法都

市計畫保護

區不得為相

關工程及生

態檢核等落

實相關爭議

釐清。 

P107004 
新北馬崗漁港

聚落建築群 

本區石頭屋與漁業採集

等聚落型態為因應東北

季風氣候，具有一定特

殊性，申請聚落建築或

文化景觀可一併考慮。

因對於培養社區公民參

與及促進環境權保障有

一定要重要性，故符合

本會扶助標準。 

本會黃

馨雯專

職律師 

 

S106001 台中—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臺

扶助本案具有其社會意

義，透過訴訟程序要求

劉繼蔚

律師 

安排訴訟當

事人與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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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園區擴建用

地（原大肚山

彈藥分庫）開

發計畫環境影

響 

資訊透明度與社區知情

權，台積電為台灣少數

入選道瓊永續指數

(DJSI)的公司，若能從

本案要求台積電揭露製

程關於廢棄物處理的資

訊，建立典範，進而推

動立法，如環境監測機

制，給予居民參與監督

的管道，能夠彌補過往

環評通過之後缺乏公民

監督與科技廠廢棄物資

訊不透明的狀況，依本

會環境權法律扶助事件

審核及酬金標準試行辦

法第 8條之規定第三

款，對於培養社區公民

參與及促進環境權保障

有一定重要性者，給予

扶助。 

局進行協調

資訊公開的

可能性。 

S106002 台中中龍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第二階

擴建計畫環境

監測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 

本案與廢棄物清理與流

向有相當關連，特別是

爐石的資源化，後續的

資源化為何，關係到廢

棄物若無做好管理，將

污染環境的情形，對於

培養社區公民參與及促

進環境權保障有一定重

要性，故符合本會扶助

標準。 

本會郭

鴻儀專

職律師 

訴願決定駁

回。 

S107001 深澳發電廠環

境差異分析報

告書 

 本會專

職律師

郭鴻儀

律師 

107 年 7 月 9

日提起訴願。 

因本案經行

政院已經於

10月 12 日宣

布停建，將督

促追蹤後續

相關環評等

程序之廢止。 

S107002 「105年臺中

市后里區、西

屯區、大雅區

及港區居民空

氣污染物暴露

促進政府關於健康風險

相關資料之研究資料公

開，對於培養社區公民

參與及促進環境權保障

有一定重要性，故符合

梁徽志

律師 

107年 9月 12

日完成遞送

訴願書。本案

業經台中市

政府主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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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計畫」資

訊公開 

本會扶助標準。 開相關資料，

並陸續安排

說明會與居

民溝通說明

調查結果。 

S107003 台中中龍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第二階

擴建計畫環境

監測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 

本案與廢棄物清理與流

向有相當關連，特別是

爐石的資源化，後續的

資源化為何，關係到廢

棄物若無做好管理，將

污染環境的情形，對於

培養社區公民參與及促

進環境權保障有一定重

要性，故符合本會扶助

標準。 

陳建三

律師 

 

S107004 台中市聯勤老

樹保存 

促進政府關於老樹保存

審核會議等資料之研究

資料公開，對於培養社

區公民參與及促進環境

權保障有一定重要性，

故符合本會扶助標準。 

陳保源

律師 

 

S107005 高雄曄揚開發

應辦理環評 

本案開發地距離國小校

區及住家僅 200公尺，

但卻因其位於高雄臨海

工業區內而免環評，對

居民健康環境影響重

大，有督促實行環評之

必要，故符合本會扶助

標準。 

簡凱倫

律師 

 

 

2、 重大環境議題專案： 
專案名稱 合作團體 專案介紹及工作內容 

農地上工廠就地合

法化政策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地球

公民基金會、主婦聯盟基

金會、台灣農村陣線。 

1、 協助督促政府相關違法工

廠資訊數據公開化，以有利於

農地上違法工廠政策之追蹤與

判斷。 

2、 環權會、環境資訊協會、

地球公民基金會、主婦聯盟環

境基金會、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等提出工廠輔導法修法版本。 

 

公民監督六輕促進

環境權行動平台 

台西鄉六輕汙染傷害聯合

求償訴訟團、台灣人權促

1、平台召集人：杜文苓董

事、林三加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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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會、地球公民基金會、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彰化

縣環境保護聯盟。 

2、本會擔任此平台行政支

援，平台初步目標：督促

政府提升環境治理能力，

做好足夠之環境監測，落

實民眾之知情權。 

3、至 107年底已進行 12次平

台會議。 

4、空污法修法小組 

目標：議題式的修法討論，非

推出完整的修法版本。納入資

訊公開等修法建議。 

團隊：環權會、地球公民基金

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彰化

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蠻野心

足生態協會、施佳良老師。 

5、社區知情權暨環境資訊立

法催生小組 

目標：敬鵬大火後，和消防

員、勞工、環保團體合作，就

社區知情權與環境資訊公開的

訴求討論，推動修法。 

團隊：環權會、地球公民基金

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彰化

縣環境保護聯盟、施佳良老

師。 

 

6、六輕公害訴訟關注小組 

目標：關注六輕損害賠償訴

訟。 

團隊：環權會、綠色公民行動

聯盟、台西鄉六輕污染傷害聯

合求償自救會、台西鄉六輕污

染傷害聯合求償訴訟團、台灣

人權促進會、彭保羅老師。 

7、六輕公民監測小組 

目標：與大城鄉台西村的居民

合作進行公民監測行動。 

團隊：環權會、杜文苓董事研

究室團隊、環境法律人協會、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綠色公

民行動聯盟等。 

8、參與經濟部辦理之六輕總

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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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民間監督落實

司改國是會議決議

聯盟 

司法改革基金會等關心國

是會議決議落實之國是會

議委員及團體 

1、 因司改國是會議決議第三

分組 3-4針對環境案件之

偵查與訴訟程序之檢討有

相關結論。故參與此聯

盟，督促該決議內容之落

實，並評估本會可以協助

建立環境法制層面及民眾

參與層面之處。 

2、 針對因應司改國是會議針

對環境犯罪之修法，刑法

第 190之 1之修法版本，

因引起不少爭議，故於

1070728舉辦【刑法第 190

之 1解釋與適用】專題研

討會藉以增加法院、檢察

體系、律師、環保團體等

多方討論。 

大台中地區水資源

保護行動聯盟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台

灣生態學會、彰化縣綠色

資源人文保育協會、主婦

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

分會、台中市后里區農業

與環境保護協會、綠川工

作坊、台中市大屯社區大

學、台中市后豐社區大學

等等 

0930 於台中與其他中部團體辦

理中部溪望培力工作坊 

希望就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

用及南勢溪岸來討論中部三縣

市公民團體後續前瞻水環境願

景與實際行動（含立法、修法、

政策、預算等）藉著發展小河域

復育聯盟以培力未來更多走入

家鄉河、母親河的夥伴、組織從

事在地河流復興、復育。 

 

南投日月潭孔雀園

環評程序與邵族傳

統領域 

邵族文化發展協會、惜根

台灣協會。 

因該案環評程序違反相關民眾

參與認知，故出席該案環評會

議審查，爭取民眾參與並就原

住民文化應如何於環評程序中

進行相關影響之審理溝通提出

意見。 

聽證制度與相關要

點修正 

台灣人權促進會、環境法

律人協會。 

希望能督促政府持續辦理聽證

程序。目前聯合團體將擬發聲

明，希望推廣政府跟社會對聽

證程序的重視。 

後續將以行政程序法增修聽證

程序相關規定為主，預計於

109年 1月前提出修法建議版

本，並進行國會遊說。 

文化資產與土地轉

型正義 

關注文化資產保存與反迫

遷之團體 

於 108年 12月 8日辦理「人

與土地百年考──土地權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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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轉型正義」研討會 

 

3、律師培訓： 

(1)、於 107年 5月 19日起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蠻

野心足協會、台北律師公會合辦教育訓練培訓環境

律師共十一堂課。並辦理環境爭議案件現場直擊：

東北角雙溪水庫預定地及深澳電廠。 

(2)、1070728舉辦【刑法第 190之 1解釋與適用】專題

研討會藉以增加法院、檢察體系、律師、環保團體

等多方討論。 

(3)、與台北律師公會合作將社會影響評估納入在職進修

課程 
第一場次   107年 7月 21日(六) 14時至 16時 

題目：國際赤道原則介紹與經驗分享 

講師：國泰世華銀行風險總管理處國際審查部永續金融科張勝堯

經理 

第二場次 107年 7月 23日(一)18時 30分至 21時 30分 

題目：轉型中的台灣－引介社會影響評估制度 

講師：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教授 

第三場次 107年 7月 30日(一) 18時 30分至 21時 30分 

題目：環境影響評估中的人權評估 

講師：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張文貞教授 

 

4、公民監測培力： 

案名 簡介 成果 

青年。環權。普

拉斯 2018公民科

學與環境監測在

地青年工作坊 

「青年。環權。普拉斯」意

指希望催生以本土在地青年

為主體的新生代環境權運

動，普拉斯則是取英文

PLUS中有相加、正數、以

上、受歡迎的等多重意義。 

以這個計畫名稱為起點，正

是期待青年、環境權與在地

污染議題，三者相加，得以

相輔相成，發展成為一種受

歡迎且正向的在地新生代環

境運動，迎接當代日益嚴峻

兩梯次的青年．環權．普

拉斯公民監測培力工作坊

於 107年 1月 20-21日及 2

月 5-6日共計四天，假台

中市社區營造中心與本會

台中中辦公室籌備處（民

間司改會台中辦公室）辦

理完成，除了各一天半的

課程之外，期間並前往后

里馬鈴薯田及中科三期園

區實地了解現況。 

工作坊結束後，各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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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環境危機與極端氣候

變遷衝擊等挑戰。 

本計畫將從杜文苓老師近來

關注的公民科學理論與概念

出發，引導學員透過此概

念，結合長期投入推動空污

議題的環境工作者以及專家

學者的知識共享，重新認識

並深入思考中台灣在地的空

氣污染議題，進而提出可操

作的在地青年行動方案，從

而開啓培力並深耕在地青年

環境權組織的空間與可能

性。 

除了建立網路群組持續保

持聯繫之外，並舉行聚會

交流意見。 

部落。土地。陽

光工作坊 

於 0203~0204於卡大地步部

落辦理陽光土地部落工作

坊，由屏東縣前縣長曹啟鴻

介紹光電對土地之影響跟優

缺點，讓族人對太陽能產業

有更多之知識，工作坊中讓

部落族人內部對於傳統領域

多討論凝聚對土地傳統領域

之共識。 

增加族人對人光電之理

解，並藉由工作坊形式增

加彼此對話機會，漸進式

凝聚共識。 

2018國際河流行

動日音樂會在雙

溪 

3月 17日與雙溪在地團體

及外部關心水庫議題之環保

團體共同舉辦為土地河流歌

唱音樂會，希望能突顯雙溪

環境綠網之重要性，減少不

必要之大型建設。 

當日吸引約 700名人士到

音樂會雙溪匯流口土地公

廟前，強調讓河流自由之

理念。 

新北市都市邊界

公民監測 

 

因鶯歌地區列管的陶瓷業及

製窯業共有 29家，瀝青廠

也有 4家，除工廠林立外，

因位於台北盆地西南側，秋

冬季擴散不佳就易蓄積在鶯

歌及樹林一帶，居民被臭味

所擾已多年。本會於 106年

與當地鶯歌污染搜查線組織

接觸培力為相關環境監測，

持續追蹤臭味空污問題。 

於 107年 8月 25日與鶯歌

空污偵探隊、新北市環境

文教協會、環境權保障基

金會假鶯歌里民活動中心

舉辦都市邊界環境工作

坊，讓民眾跟政府單位有

相關資訊交流，由民間與

官方一起合作，找出空污

或是異味熱點，解決空

污、水等環境問題。 

後續持續與新北市環保局

承辦人員了解當地瀝青廠

異味管理改善進程。 

高中生人文、社

會、環權工作坊 

延續 107年辦理青年環權普

拉斯公民監測工作坊的成

吸引高中青年學子對於環

境權、人文、社會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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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培力參與青年工作坊的

優秀在地青年學員。在學員

主動發起倡議下，與本會台

中辦公室籌備處共同規劃了

「土：高中生人文、社會、

環權工作坊」。於 7月 23日

至 7月 26日辦理。 

懷。工作坊結束後，各組

學員除了建立網路群組持

續保持聯繫之外，並舉行

聚會交流意見。 

后里農民長者

plus創意青年翻

轉課程計畫 

為紀錄中科三期當地后里農

民守護土地與家園的歷程，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與中部在

地青年共同發起「農村出代

誌」團隊，參與信義公益基

金會「2018共好行動徵

選」，從全國 114個計畫中

脫穎而出，獲得評審團給予

「世代共好獎」的肯定，榮

獲獎金 15萬元及輔導金 5

萬元整。 

本計畫以一年為期，預計

訪談后里農民鄉親，並拍

攝短片及相關影像紀錄，

向社會大眾介紹后里及當

地農民與土地的故事。 

卡大地步太陽能

光電能源設置參

訪 

與台東縣卡大地布文化發展

協會、科技部第二期能源國

家型科技計畫能源政策之橋

接與溝通小組、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海洋能源與政策中

心、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辦理光電能源設置參訪，了

解目前台灣光電場遇到之問

題及是否對環境有不利之影

響。 

1、落實環境知情權讓卡大

地布族人知悉光電場域對

環境可能的影響。 

2、了解屏東光采濕地光電

場、永樂社區發展協會、

向陽優能屏南農場、高雄

永安濕地等光電廠域及七

股魚塭與光電可能之衝突

及解決方式。 

3、補充族人對於光電能源

設置的相關知識，於未來

進行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權

時，增加相關協商能力與

政府及開發廠商進行對

話。 

 

5、學術研討 

(1) 【刑法第 190之 1解釋與適用】專題研討會 

(2) 「人與土地百年考──土地權利流變與轉型正義」研討會 

(3) 進行大台中地區空污問題研究計畫，進行中部地區產業

與環境變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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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際交流 

參加菲律賓 Electronics Training and Strategy Meeting 2018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截至 107年 6月 30日

止執行情形) 

(一)、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 收入執行數共計 329,991元(業務收入 326,702元及業務外收入

3289元），為民間捐助收入 326,702元及利息收入 3,289元。 

執行率為 4%，主要係因科技部捐助經費尚未撥付(預計 108年 7月撥

付)及部分計畫預計下半年度投標。 

2、 支出總額共計 3,103,613元，為業務成本 168,751元，占總支出

5.4%、用人費用 2,267,032元，占總支出 73％、行政及管理費用為

667,830元，占總支出 21.6%。 

執行率為 39%，主要係部分活動預計於下半年度執行。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餘絀 2,773,622，較預計數 65萬減少 342萬，

約-526%，主要係科技部 108年捐助經費尚未撥付，故上半年收入偏低

所致。 

(二)、成果概述 

1、重大環境議題專案： 
專案名稱 合作團體 專案介紹及工作內容 

農地上工廠就地合

法化政策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地球

公民基金會、主婦聯盟基

金會、台灣農村陣線、彰

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3、 協助督促政府相關違法工

廠資訊數據公開化，以有利於

農地上違法工廠政策之追蹤與

判斷。 

4、 針對目前行政院農地工廠

就地合法政策方向，持續與政

府相關部門及團體擬定相關規

定。 

5、 於 6月 23日舉辦「不要

跟農地說再見」–違章工廠環

境風險及土地治理座談會。 

6、 本法於 2019年 6 月 27日

三讀通過。 

 

公民監督六輕促進

環境權行動平台 

 

台西鄉六輕汙染傷害聯合

求償訴訟團、台灣人權促

進會、地球公民基金會、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彰化

縣環境保護聯盟。 

9、平台召集人：杜文苓董

事、林三加董事長。 

10、 本會擔任此平台行政

支援，平台初步目標：督

促政府提升環境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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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做好足夠之環境監

測，落實民眾之知情權。 

11、 目前已進行 15次平

台會議。 

12、 空污法修法小組 

目標：空污法通過後續子法修

正。  

團隊：環權會、地球公民基金

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彰化

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蠻野心

足生態協會、施佳良老師。 

13、 社區知情權暨環境資

訊立法催生小組 

目標：敬鵬大火後，和消防

員、勞工、環保團體合作，就

社區知情權與環境資訊公開的

訴求討論，推動修法。 

團隊：環權會、地球公民基金

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彰化

縣環境保護聯盟、施佳良老

師。 

14、 六輕公害訴訟關注小

組 

目標：關注六輕損害賠償訴

訟。 

團隊：環權會、綠色公民行動

聯盟、台西鄉六輕污染傷害聯

合求償自救會、台西鄉六輕污

染傷害聯合求償訴訟團、台灣

人權促進會、彭保羅老師。 

15、 六輕公民監測小組 

目標：與大城鄉台西村的居民

合作進行公民監測行動。 

團隊：環權會、杜文苓董事研

究室團隊、環境法律人協會、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綠色公

民行動聯盟等。 

16、 因應 0407台塑六輕

台化芳香烴三廠爆炸後，

發聯合聲明。針對後續持

續追蹤中。 

 

聽證制度與相關要

點修正 

台灣人權促進會、環境法

律人協會。 

希望能督促政府持續辦理聽證

程序。目前聯合團體將擬發聲



22 

 

明，希望推廣政府跟社會對聽

證程序的重視。 

後續將以行政程序法增修聽證

程序相關規定為主，預計於

109年 1月前提出修法建議版

本，並進行國會遊說。 

設置地面型太陽光

電設施景觀及生態

環境審定原則 

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

民行動聯盟 

針對目前地面型太陽光電設置

景觀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

合作討論，提出建議修法版

本。另亦針對台南地面光電自

治條例，提出建議修法版本。 

 

全球化跨國企業公

害污染司法救濟可

能性 

台塑受害者正義會

(JFFV)、天主教新竹教區

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環

境權保障基金會、環境法

律人協會、台灣人權促進

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

盟。 

以台塑等跨國企業因在越南河

靜鋼鐵廠所引起之公害污染進

行研究相關司法救濟之可能。 

籌組律師團並於 06月 11日遞

出起訴狀，進行訴訟。 

 

 

2、律師培訓 

(1)、環境律師培訓進階課程「環境刑法之適用、競合與實務」 

合辦團體：環境法律人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台灣蠻

野心足生態協會、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 

時間：2019 年 3 月 30 日(週六)9:00-17:00 

課程安排： 

(1)、日月光 K7 廠案件實務 

主講人:黃元冠(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官) 

吳明駿(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 

課程內容:介紹日月光 K7 廠案件之相關爭點,並分享環境

刑法案件之偵查及訴訟經驗。 

(2)、刑法第 190-1 條修法後之解釋與適用暨與行政法之

競合 

主講人:詹順貴(本全律師事務所 主持律師) 

課程內容:針對環境刑法相關法令規定之適用及競合問題,

進行學理層面之研討。 

(2)、與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環境法委員會合作辦理空



23 

 

污法座談講座 

主講人:郭鴻儀律師(本會專職律師) 

 

(3)、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辦理法扶環權沙龍專案 

主題：公害、環境權與法律的對話 

場次一：《在雲裡│Shrouding the Clouds》紀錄片放映及座談 

活動時間：2019年 5月 25日（週六）上午 09:00-12:00 

活動地點：台灣彰化地方法院 8F遠距會議室（彰化縣員林市員

林大道 2段 1號 8F） 

活動主持：謝英吉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彰化分會會長／環境權

保障基金會董事） 

映後與談：許震唐先生、辛年豐副教授 
 

3、青年及社區培力： 

 

案名 簡介 成果 

紐約大國民珍雅

各紀錄片放映及

座談 

近來迫遷案往往引起很大之

爭議，一昧地追求經濟發展

及繁榮都市，卻忽略掉完善

的都市規劃與人民的居住

權。當呈現出一個全新的都

市面貌的同時，是否代表有

人犧牲了？「紐約大國民：

珍雅各」這部紀錄片，係美

國在 1960年代，紐約市預

定進行都市計畫並拆除人文

聚落的歷史。片中主角珍雅

各當時是一名記者，紐約的

都市計畫引起她的關注，進

而組織了民眾反對並發起一

連串的行動抵制都市更新計

畫。在過往那個女性參政還

不興盛的時代，她的行動提

醒了人們，在人口增加及追

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仍應重

視城市的多元樣貌，並時時

刻刻記得市民才是都市主

體。她後來也成為《偉大城

108年 1月 16日及 19 日分

別假台北及台中各舉行一

場，台北場邀請詹順貴律

師、徐世榮教授及黃偵惠

導演參與座談，台中場邀

請詹順貴律師及何彥陞教

授參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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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的作

者，這本書至今仍被都市研

究者奉為圭臬。 

土 2.0：高中生人

社環權對話框 

為持續鼓勵更多在地青年關

心公共事務，接觸環境相關

議題，本會台中辦公室預定

與台中地區大學與高中社團

合作辦理寒假營隊，對象以

各校社團幹部及儲備幹部為

優先。  

於 108年 1月 30-31日假

台中舉行，主題包括氣候

變遷與環境權議題、台灣

社會史、中區歷史文化小

旅行等，吸引全國各地高

中生踴躍參與。 

東北角浪流連營

隊 

2018年公投過後，在能源

與環境議題的討論上遇到不

少挫折，尤其在幾次民調過

程中，年輕人不若以往對社

會、環境的公平正義有更多

堅持，且在能源議題上出現

極端化的現象。在網路世代

中，許多青年人缺乏社區生

活經驗與記憶，也使得對話

難從共同的基礎上前行。 

2019年的第一個月，我們

選擇了東北角，透過貢寮、

馬崗、雙溪的當地產業、地

景、歷史，以及近幾年能源

轉型的討論下，非常重要的

核電廠定位，透過不同的角

度打開高中生的視野，練習

觀看與自己生活經驗相異的

人事物。期許他們能用自己

的方式記錄所見所聞，有一

天可以從自身、從故鄉出

發，感動自己然後感動別

人，更希望青少年可以打破

自己看事情的框架，有一

天，或許他們也將以自己獨

特的觀察和視野，在不同領

域中發聲，成為世界公民的

一員。 

於 108年 1月 29-31日假

新北市雙溪區及貢寮區(福

隆馬岡地區)舉行 

營隊期間，請同學以文

字、平面攝影發聲，紀錄

當下體驗、發掘的過程，

抒發自己的觀點，一來藉

由創作表達自我；二來也

凸顯台灣青少年對台灣的

觀察，並藉由媒體工具傳

播，引起社會共鳴。 

臺中市空氣污染

物暴露評估報告

共讀討論會 

針對此報告，本會與在地公

民團體共組「105年臺中市

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

港區空氣污染物健康風險-

空氣污染物暴露評估報告」

共讀討論會，  

於 108年 2月 15日邀請臺

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張弘

潔助理教授以及臺灣大學

公衛所尚君璽博士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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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里麗寶國際賽

車場噪音污染案 

本會於 108年 2月 19日接

到后里居民投訴表示，后里

區甫於去(107)年 11月營運

的麗寶國際賽車場噪音污染

嚴重。 

提供諮詢相關公民監測噪

音方案，及參與其環評會

議。 

2019國際河流行

動日為河流為河

流ㄔ亍健走活動 

延續 2018在雙溪匯流口為

土地河流歌唱音樂會之定點

活動，這次更深入雙溪河

流，跟著河流曲線行走，旨

在藉由籌備過程，讓關注河

流自然相關議題的在地團體

及外部 NGO投入實際合作，

並且透過邀請關心河流議題

的大眾，直接在地健行認識

雙溪，鼓勵更多人認識河流

自然生態的重要，進而認同

守護自然河川的重要。 

03月 17日為河流為河流ㄔ

亍健走活動(全長 4.65 公

里)，甫開放報名兩天即有

1000名報名參加。 

【六輕學】系列

課程第 3學：在

地經驗 X環境法

律大眾講堂 

石化巨獸的壓迫

與侵蝕──《離

岸》紀錄片放映

暨映後座談 

這次六輕學系列課程來到雲

林，六輕的所在地，邀請林

家安導演播放《離岸》，讓

雲林的朋友了解彰化大城台

西村居民與六輕為鄰 20年

來，對抗六輕的污染與感

受，同場也邀請六輕學第 1

學：起手式的講者，長期關

注六輕議題的張子見老師來

與談。 

於 4月 23日舉行，因時間

在台塑六輕台化芳香烴三

廠爆炸之後，與當地居民

針對氣爆影響有更多之交

流。 

響應 524全球氣

候行動｜台中

場｜守住 1.5℃ 

抗暖化護台灣 

 

為響應 5月 24日全球氣候

行動，中部 NGO與學生發起

在 524當日進行「守住 1.5

℃ 抗暖化護台灣」的舉牌

排字與集會活動，呼籲中央

及地方政府正視氣候緊急狀

態對人民生命健康與未來的

衝擊，警示全民氣候危機迫

在眉睫，需要全民一起搶救

我們共同的未來，跟著全球

要求政府加速減碳，守住

2030年地球升溫 1.5℃的上

限～ 

 

於 5月 24日舉行，培訓有

興趣之青年學子參與行動

設計。 

 

台越兩地台塑受

害者交流 

因應本會協助籌組律師團協

助台塑越南鋼鐵廠受影響住

戶提出訴訟，故安排兩地受

於 108年 6月 12日安排越

南台塑鋼鐵受災區的主教

與神父到彰化大城台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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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於雲林彰化進行關於環

境公害受害者交流。 

及雲林台西鄉與當地環境

運動者一起交流，分享政

府資訊公開、環境監測等

重要性。 

后里農民長者

plus創意青年翻

轉課程計畫 

為紀錄中科三期當地后里農

民守護土地與家園的歷程，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與中部在

地青年共同發起「農村出代

誌」團隊，參與信義公益基

金會「2018共好行動徵

選」，從全國 114個計畫中

脫穎而出，獲得評審團給予

「世代共好獎」的肯定，榮

獲獎金 15萬元及輔導金 5

萬元整。 

本計畫以一年為期，預計

訪談后里農民鄉親，並拍

攝短片及相關影像紀錄，

向社會大眾介紹后里及當

地農民與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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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表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詳各明細表

5,541
100.00 收入 7,750 100.00 7,950 100.00 (200) (3)

5,275
95.20   業務收入 7,600 98.06 7,800 98.11 (200) (3)

266
4.80   業務外收入         150 1.94        150 1.89 0 0

6,185 111.62 支出 7,709 99.47 7,885 99.18 (176) (2)

6,185 111.62   業務成本與費用 7,709 99.47 7,885 99.18 (176) (2)

0.00   業務外費用           -         -          -       -         - -

(644) (11.62) 本期賸餘（短絀）          41         -         65       - (24) -

上年度預算數

27

前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說  明科目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小   計 合計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41

  利息股利之調整 (150)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109)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    舊 27

   應付費用增加 (44)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 (126)

  收取利息 15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0)

   其他基金增加

  其他什項負債減少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3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4,96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4,933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28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基金

    創立基金 30,000              - 30,000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4,912 41 4,953

合  計 34,912 41 34,953

29

說  明科目 上年度餘額 本年度增（減-）數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截至本年度餘額



明     細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

決算數
科目名稱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說   明

5,274 業務收入 7,600 7,800

5,274     捐贈補助收入 5,800 6,000

5,000       政府捐助收入 1,500 5,500

5,000          - 5,000 科技部捐助

        - 1,500 500 政府補助

      274       民間捐贈收入      4,300       500

        -     專案計畫收入      1,800     1,800

        -       專案計畫收入      1,800     1,800

預計執行年度為109-110年，

其中預計本年度執行下列金

額六成:公害糾紛法律扶助專

案工作計畫160萬、環境資訊

公開(社區知情權)等研究計

畫40萬、公民參與民眾溝通

計畫100萬。

266  業務外收入 150 150

266     財務收入 150 150

266       利息收入 150 150

    5,540 總    計      7,750     7,950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30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

決算數
科目名稱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說     明

6,185 支出 7,709 7,885

1,058   業務成本 993 1,237 業務成本本年度預算數99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237千元，減少244

千元，主要係增加本會專職律師承接之扶助案件量，使委外之律師酬

金費用減少及參照107年決算樽節部分科目費用所致。

260     律師酬金 250 350 50(千元)*5=250(千元)

109年度預計承辦10件扶助案件,其中5件扶助案件由本會專職律師協助

處理

。
22     審查委員出席費 1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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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千元)。

8     扶助案件必要費用         2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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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千

元估算5(千元)*5=25(千元) 。

      361     環境監測費          -         -

407     專案計畫費        700       800 寒暑假青年環境權培訓工作坊、社會矚目案件專案支援、地區座談會

兼律師教育訓練。

   3,908   用人費用     5,345     5,307 用人費用本年度預算數5,34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5,307千元，增加

38千元，主要係編列文康活動費及其他給與。

    2,929     薪資      3,900     3,912 專職人員7人。

執行長660千元。(1人*55千元*12個月=660千元)

專職律師2名，1,320千元。(2人*55千元*12個月=1,320千元)

專職人員4名，1,920千元。(4人*40千元*12個月=1,920千元)

177     退休金 234 235 專職人員7人，依勞退提撥標準6%估列。

        -     兼職人員出席費         54        64 董事會及監察人會議出席費。

董事會2千*6(人)*4(次)=48千

監察人2千*3(人)*1(次)=6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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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分擔員工保險費        448       434 專職人員7人，依勞健保收費標準估列。

122     加班費          -         -

      168     考核獎金        325       326 專職人員7人。

執行長55千元。

專職律師110千元。(2人*55千元)

專職人員160千元。(4人*40千元)

      168     年終獎金        325       326 專職人員7人。

執行長55千元。

專職律師110千元。(2人*55千元)

專職人員160千元。(4人*40千元)

        -     文康活動費         14         - 辦理員工文康活動(7人*2千元)。

    其他給與         35         - 員工休假補助(7人*5千元)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

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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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1,219   行政管理費用 1,371 1,341 行政管理費用本年度預算數1,371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341千元，

增加30千元，主要係因新增台中辦公室業務擴增相關行政費用增加。

566     房屋租金 600 564 辦公室租賃租金，計600千元。

25     辦公室設備租金 60 35 影印機、事務機等租賃租金及其超印費，計60千元。

256     旅費 300 240 旅費係依實際需求估列，每月約25千元估列12個月為300千元。

32     郵電費 42 42 包括電話費、郵資、網路月租費等估列42千元。

28     印刷及裝訂費 20 12 名片印製、影印費、預決書及其他非專案計畫等印刷費等列估20千元

17     水電費 42 27 水電費係依實際需求估列42千元。

20     服務費          -         -

48     固定資產折舊 27 27 固定資產折舊費用

19     其他費用 30 48 辦公室清潔費、手續費及匯費、專職律師公會會費等、志工交通費及

誤餐補助及其他雜支等估列30千元。

53     會議費 80 120 各式會議及出席人員交通費用

9     雜項購置          -        60

30     辦公室用品 4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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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千元。

116     其他專業服務費 130 130 包括會計師、記帳士、網路資訊服務等估列130千元。

6,185 總      計 7,709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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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表



35,576 資產 35,256 35,259 (3)

35,337  流動資產 35,011 35,047 (36)

35,326    現金 34,933 34,969 (36)

5      週轉金               -               - 0

35,321      銀行存款 34,933 34,969 (36)

11    預付款項 78 78          -

             -      預付費用 70 70          -

            11      預付房屋租金               -               -          -

             -      其他預付款               8               8          -

14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55 122         33

149  辦公設備 155 122         33

224      辦公設備 284 224         60

(75)      減：累計折舊-辦公設備 (129) (102) (27)

90  其他資產 90 90          -

90    什項資產 90 90          -

90  存出保證金 90 90          -

35,576 資產合計 35,256 35,259 (3)

729 負債 303 347 (44)

729 流動負債 303 347 (44)

645 應付款項 300 344 (44)

223 應付薪工 170 170          -

422 應付費用 130 174 (44)

70 暫收款               3               3          -

14 其他流動負債               -               -          -

12       代扣勞健保費               -               -          -

2       代扣退休金               -               -          -

729 負債合計 303 347 (44)

34,847 淨值 34,953 34,912         41

30,000   基金 30,000 30,000          -

30,000 基金 30,000 30,000          -

30,000        創立基金 30,000 30,000          -

4,847 累積餘絀 4,953 4,912         41

4,847      累積餘絀 4,953 4,912         41

4,847        累積賸餘 4,953 4,912         41

34,847 淨值合計 34,953 34,912         41

35,576 負債及淨值合計 35,256 35,259 (3)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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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33

比較增（減-

）數

107年（前年）12

月31日實際數
科   目

109年12月31日

預計數



職   類（稱）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執行長 1

專職律師 2

專職人員 4

總    計 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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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薪資 退休金 兼職人員

出席費

誤餐食品 分擔員工

保險費

考績獎金 年終獎金 文康活動

費

其他給與 總計

董事及監察人        -       - 54        -        -        -       -       -      54

執行長      660      40        -        2       71       55      55       2       5     890

專職律師    1,320      84        -        4      140      110     110       4      10   1,782

專職人員    1,920     110        -        4      237      160     160       8      20   2,619

總計 3,900   234    54      10      448     325     325    14     35     5,345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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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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董事 涂君怡 碩士 
科技部產學及園區

業務司副司長 

無 107.07.26~108.0

8.31 

董事 許茂新 博士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代理局長 

無 108.07.23~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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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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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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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董事 謝英吉 碩士 律師 

支領出席費

(2000元以下/

次) 

105.09.01~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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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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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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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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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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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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01~108.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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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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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