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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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截至截至 108 年底已承接 20 件以上環境權扶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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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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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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4 月 13 日第 2 屆第 3 次董事會決議，評估因 109 年

度 6 月底將遇經費短缺，故經董事同意依財團法人第 19 條第 4 項第

4 款動用基金支應基金會辦理捐助章程所定業務所必需。執行處並

盤點原規劃之工作計畫，進行重點人力配置及專案化研究方向進行

聚焦及調整，故 110 年度工作計畫將進行部份調整。 

本年度延續環境法律扶助機構計畫，除就修正法律扶助法進行

倡議與制度推動，亦延續原有本會在個案上提供環境權扶助事件。

另針對環境開發事件涉及之溝通或是決策程序等需民眾參與之程

序，提出法律諮詢協助及相關公開資訊查詢協助，降低民眾參與相

關環境開發事件參與決策之門檻。 

另新增社會創新制度研究專案，本計畫係延續原有社會矚目案

件專案支援，將過去所參與之相關個案進行更深入之探討及研究，

俾利未來可供政府機關及相關公民營企業推動類似政策時之參考。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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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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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奧爾胡斯公約及環境權扶助的概念與實

踐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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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法律扶助機構（Special area of Legal aid） 

1、 計畫重點 
針對環境開發事件涉及之溝通或是決策程序如：環評程

序、都市計畫、文資審議程序、土地開發、原住民諮商

同意程序等等之民眾參與程序，提出法律諮詢協助，說

明介紹如何使用政府提供之公開資訊書件及會議資訊查

詢系統，並介紹民眾參與程序應注意事項，降低民眾參

與相關環境開發事件參與決策之門檻。 

2、 預期效益 

 使法律扶助在環境特定領域不只協助個案訴訟，也展現

在環境權資訊公開、民眾參與等非訟程序上，進行政策

及修法倡議、社區組織及教育等工作，實踐「多元法

扶」的理念。 

 增強台灣民眾對於參與公眾程序的理解與能力並整理相

關民眾使用公眾參與程序之心得及效果，提出專案報告

讓委託單位參考研析。 

二、 社會創新制度研究專案 

1、 計畫重點 

 社會影響評估制度推動研究專案 

 能源轉型：綠能環境社會檢核機制推動與法制研究專案 

 原住民族諮商同意程序機制扶助專案 

 年度期間各項社會矚目之環境案件，進行專案性支援及

議題之倡議及研究分析 

2、 預期效益 

 推廣社會影響評估概念至開發決策程序。 

 推動環境社會檢核，將人權社會影響面納入決策思維

中。 

 環境影響評估社會影響評估機制法制研究。 

 太陽光電環境社會檢核機制法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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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國內外原住民諮商方式研究並提出適合諮商建議時

間點及操作模式，列出操作模式應該避免事項。 

  原住民族諮商同意辦法法制研究。 

三、 環境監測及社區培力 

1、 計畫重點 

 透過環境權法律扶助扶助過程進行社區培力。 

 辦理環權沙龍邀請國內外學者訪談推廣環境科普知識。 

 舉辦相關環境科學及法律政策座談會。 

 辦理中部高中生人文社會環權工作坊。 

2、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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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中學生對於環境議題的熟識度，進而使環境保護意

識向下扎根。 

四、 推動國際相關議題團體交流 

1、 計畫重點 

 「奧爾胡斯公約及環境權扶助的概念與實踐論壇」 

2、 預期效益 

 提升本會能見度。 

 推動奧爾胡斯公約內國法化及環境權扶助制度。 

 提升台灣在環境權議題的國際知名度。 

五、 公民營機構委託服務計畫 

1、 計畫重點 

 辦理各公民營機構委託案件 

2、 預期效益 

 提升及協助各機關及公民營企業，改善公害糾紛及進行

環境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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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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 萬元。  

1、 政府捐助收入編列 35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0 萬元，增
加 200 萬元，約增列 133％，主要係考量爭取辦理環境法律扶
助機構專案 

2、 專案計畫收入編列 250 萬元，與上年度預算數 180 萬元增加，
70 萬，約增列 39%，主要係重新盤點業務所調整。 

3、 民間捐贈收入編列 17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30 萬元，減
少 260 萬元，約減列 60％，主要係考量上年度募款成果及重
新盤點業務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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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 萬 4 千元。 

1、 業務成本編列 125 萬，較上年度預算數 99萬 3 千元，增加 25
萬 7 千元，約 25.9％，主要係本會重新盤點業務及辦理奧爾
胡斯公約及環境權扶助的實踐研討會所致。 

2、 用人費用編列 535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34 萬 5千元，
增加 1，約 0.2％，主要係董事會改組增加民間董事人數所致。 

3、 行政管理費用編列 122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37 萬 1
千元，減少 14萬 2 千元，約 10.3％，主要係因考量本會經費
予以樽節所致。 

(三) 綜上，本年度賸餘 1萬 6千元。       

二、 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淨現金流出 12萬 2千元。 

(二) 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15萬元。 

(三) 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0萬元。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 2 萬 8 千元，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496萬1千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3,493萬3千元增加之數。 

三、 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3,495 萬 3 千元，本年度累積剩餘增加 1萬 6
千元，故期末淨值為 3,496 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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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419 元(業務收入 5,656,536 元及業

務外收入 243,883 元），為政府捐助收入 5,045,000 元、

民間捐助收入及其他收入 611,566 元、利息收入

243,853 元。 

2、 支出總額共計 7,341,003 元，為業務成本 757,645 元，

占總支出 10.32%、用人費用 5,308,010 元，占總支出

72.31％、行政及管理費用為 1,275,348 元，占總支出

17.37%。 

3、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短絀 1,440,584 元 

(二) 成果概述： 

1. 環境權扶助業務 

本會就環境權扶助事件設立審查機制-環境權法律扶助

事件審核及酬金標準試行辦法，共有 30名外部審核委

員協助本會進行案件審核。 

108 年、109 年度持續提供協助案件及進度如下： 

中部地區： 

中科三期二階環評訴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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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在地農民代表對

於農業用水排擠問題、監督小組農民與公民團體代表名

額問題，還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

地—后里農場部分)提出環境差異分析審查等問題表達

不同意見，本會積極協助釐清爭點，並邀集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共同會商，釐清爭議、希望凝聚共識。由

於最終農民訴求未獲承諾，雙方無法達致共識，在地農

民決定針對環評處分訴願被駁回的部分再提起行政訴

訟，本會仍希望將持續扮演溝通平台的角色，協助釐清

爭點並尋求解決用水方案。 

 

大安大甲聯合用水二階環評案： 

經濟部水利署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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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決公共用水（包括工業用水）的穩定供應，因此擬

在中部大安溪及大甲溪之間興建調度管線及各項設施，

連結中科三期內原訂興建的后里第一淨水場，打造南北

兩條主要河川的調度與儲水系統。此案由本會委聘中部

呂旺積律師釐清在地居民、農民及公民團體以及開發單

位之間的爭點，確保程序落實資訊公開、公民決策參與

等環境基本權利。目前全案正進入第二階段環評審查程

序當中。 

 

臺中市空污暴露污染物報告資訊公開案： 

臺中市政府委託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進行的

「105 年台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港區（大

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居民空氣污染物暴露評

估計畫」完成後，並未依法公開，更在地公民團體屢次

請求未果，委託本會聘請梁徽志律師提起政府資訊公開

訴願，本會並與在地公民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說明訴願

意旨，在訴願決定公布前，臺中市政府決定依公民團體

的請求，撤銷原處分，正式公開上述報告內文，但並未

公開完整報告，經本會與在地公民團體舉行記者會要求

後，臺中市政府決定完整公開報告所有內容，可謂在地

公民團體與本會共同推動環境權落實的一項里程碑。 

 

麗寶噪音環評承諾案： 

臺中市后里區麗寶國際賽車場自從 107 年底營運以來，

遲遲未落實噪音防制等相關環評承諾，噪音嚴重影響周

邊居民與學校安寧。本會除向居民代表表達願意提供相

關環境權利救濟扶助之外，同時參與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召開的兩次「月眉育樂世界開發案」（麗寶國際賽車

場）噪音因應對策審查會議，轉達居民提供本會的各項

意見，由於兩次因應對策審查均無法通過，目前仍待開

發單位提交新的因應對策後，再行召開審查會議。 

 

聯勤老樹審議資訊公開案： 

原為台中美軍俱樂部遺址的台中前聯勤招待所，其周邊

所植群體樹林已經超過五十年，且與國立台灣美術館、

審計新村、存中街美軍宿舍群、原美軍游泳池（美誼游

泳池）等區域相鄰，形成群聚的綠帶及人文歷史聚落。

大地心環境關懷協會及中部公民團體依法向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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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局申請列入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加以列管保護卻未通

過，且市府拒絕公開審查過程相關資訊；經本會委聘陳

保源律師協助提起政府資訊公開訴願，獲得臺中市政府

農業局撤銷原處分，成功協助在地公民團體落實環境資

訊公開的要求。 

 

荔枝森林案： 

位於台中市北屯路、北平路口捷運綠線旁的荔枝森林，

為都市核心地帶樹齡 60年以上的珍貴都市樹木群，且

緊鄰臺中市北屯兒童公園綠帶，區內有日治時期台中放

送局設施遺址（真空管冷卻池等）。原經臺中市政府列

為社會住宅預定地面臨移除威脅，在台中公民團體包括

大地心環境關懷協會、台灣護樹協會、荒野保護協會台

中分會、台灣生態學會等組織即在地居民發起下，成功

要求臺中市政府修改原計畫，將此用地回歸財政部國產

署管理，本會目前正協助在地居民及團體商議並推動該

地後續成為都市綠地甚至可食地景的相關程序，同時指

派專職律師釐清各項法律疑義。 

 

中龍鋼鐵環評訴訟案： 

中龍鋼鐵因廢棄物大幅增量，應環保署及臺中市政府環

保局要求辦理環評審查，卻僅以對照表方式審查，且在

環評委員提出的各項重大質疑均未獲得明確回覆的情況

下通過，顯有瑕疵，經本會委派陳建三律師協助台中公

民團體及居民提起訴願及訴訟程序，109 年獲得勝訴，

撤銷原決定。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園區擴建(台積電擴廠)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訴訟案： 

台積電為台灣少數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的公司，希

望透過訴訟程序說明廠商資訊透明度與社區知情權，若

能從本案要求台積電揭露製程關於廢棄物處理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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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委派劉繼蔚律協助台中公民團體

及居民提起訴願及訴訟程序，目前仍在法院審理中。 

 

北部地區： 

竹北台灣知識旗艦園區（璞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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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知計畫將徵收 400 公頃特定農業區的優良農地，並涉

及大規模搬遷，當地居民組成璞玉自救會，自 92 年抗

爭至今。本會 108 年度協助璞玉自救會就台知園區案未

辦理政策環評，向環保署提出公民告知書；並協助自救

會就本案違法徵收特定農業區、未辦政策環評、浮濫劃

設產專區住商區等事由至監察院陳訴，也陪同參與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程序，。 

 

變更竹東鎮（工研院暨附近地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案

（竹科三期）： 

竹科三期案將徵收竹東鎮 300 多公頃的優良農地，亦涉

及大規模，產專區及住商區之劃設也有供過於求的問

題。本會 108 年度協助竹東二、三重埔地區農民及自救

會，參與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台北市社子島開發案： 

就北市府環評問卷調查的瑕疵部分向監察院提出陳情。

監察院於 109 年做出調查報告與糾正報告。委聘郭鴻儀

律師與居民共同參與二階環評會議，反映審查程序、工

程影響、家戶訪查、居民及產業安置、文化保存等環節

之粗糙，獲環評委員指示優先處理安置議題之結論。參

與聽證會議，彙整居民意見，獲北市府調整放寬安置資

格條件。舉辦「夜弄土地公」走讀，吸引半百人次參

與，由在地青壯年導覽，使更多民眾透過走訪在地認識

民俗文化之外，亦更清楚居民處境。舉辦講座，邀請鍾

振坤老師分析防洪計畫，提出要達到 200 年防洪強度，

並不需要 9.65 公尺高堤的論述。與黃郁芬議員、社子

島居民自救會合作，製作兩份圖文懶人包，讓大眾瞭解

社子島歷史及為何居民無法接受全區區段徵收。 

 

新北市馬崗文化資產保存案： 

針對財團大面積購地開發，指派專職律師協助參與文化

資產——歷史建築與聚落建築群——申請及審議，最終

兩戶獲歷史建築身分。於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

（卯澳、馬岡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展

期間，陪同居民至立法院參與協調公聽會，東管處明確

回應支持撤銷卯澳遊艇港，內政部營建署承諾重新檢討

馬崗道路拓寬必要、並將居民陳情意見帶回，提供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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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議委員會參考。申請「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

落文化補助案」計畫，與馬崗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製作社

區導覽介紹摺頁，並以海女、石屋導覽及海菜小吃請客

方式呈現成果。 

 

新北市卯澳馬崗細部計畫案： 

就「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卯澳、馬岡地區）細

部計畫」指派專職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書，包含：設置遊

艇港區恐侵害當地的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道路拓寬

有影響文資之虞，及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僅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未通知住戶，不符合法令規定。 

 

新北市淡海輕軌藍線案： 

淡海輕軌藍海線將行經淡水老城區路幅狹窄的中正路

（淡水老街）及中山路，在地居民擔心輕軌路線將重創

老城區交通及老街的商機，組成反輕軌進老街行動聯盟

反對此案。本會 108 年度協助行動聯盟就本案違反環評

結論未重辦環評，指派專職律師撰擬向環保署提出公民

告知書，並提供法律意見。 

 

新北市雙溪水庫二階環評案： 

響應 3月 14 日國際河流行動日，與反對雙溪水庫自救

會等在地團體，舉辦 GO GO RIVER 為河流ㄔ亍健走行

動，約 1000 人參與活動，從雙溪火車站出發徒步健行

認識雙溪丁蘭谷。並邀請生態工法基金會、台北市野鳥

協會、雙溪泰平里山推廣協會一起設攤介紹串連雙溪河

流議題。 

 

東部地區： 

台東知本濕地光電案： 

就台東縣政府知本健康段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之諮商同

意程序，委聘陳采邑律師為卡大地布部落提供法律扶

助、陪伴部落就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釐

清相關爭議，雖然 108 年 6 月 1 日由鄉公所召開部落會

議投票結果以極小之差距同意開發，本會繼續整合專家

意見，就諮商同意程序中違法部份法律協助。 

2. 重大環境議題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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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年度期間皆針對各項社會矚目之環境案件，進行

專案性支援及議題之倡議。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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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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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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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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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法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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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台召集人：杜文苓董

事、林三加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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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進行 15 次平台會

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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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社區知情權環境資訊立法

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

理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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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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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彰化

縣環境保護聯盟、環境法律人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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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1080407 台塑六輕台

化芳香烴三廠爆炸後，發

聯合聲明，獲得多位立委

支持納入質詢稿。 

9、參與經濟部工業局主辦六

輕 20 年總體檢，提出強化

社區知情權與應變機制的

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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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民間聽證會如新竹公道三

都市計畫案聽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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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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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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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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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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組律師團並於 108 年 06 月

11 日遞出起訴狀，進行訴訟。 

 

中火減煤聽證  參與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

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釋疑聽

證會，提供自治條例中關於

「減媒年限」「生媒使用量之

計算基礎」之法律意見，並呼

籲環保署及中火應主動說明

105 年以來具體的減煤方案，

並提出未來的減煤方案和期

程。 

 

 

3. 環境律師培訓及相關研討會： 

台北地區 

 於 108 年 3月 30 日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蠻野心

足生態協會、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辦理環境律

師培訓進階課程「環境刑法之適用、競合與實務」。 

 於 108 年第 4季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

態協會、合辦教育訓練進行「反迫遷律師培訓課程」

共十堂課。培育律師了解國土規劃、都市開發等影響

民眾環境權益等事項及相關法令。 

中部地區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彰化分會共同籌

辦三場「環權法扶沙龍」系列講座，課程內容包含六

輕公害訴訟紀錄片放映座談、民眾如何參與打造生態

友善的城市水環境、強調資訊公開氣候變遷下海岸藻

礁生態的價值：並加入臺中律師公會、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南投分會及雲林分會協辦，讓更多法律人

與環境生態的議題之間激盪出更多更有意義的連結。 

 於 108 年 10 月 26 日與全國律師聯合會及台中律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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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合辦律師環境輕旅行，參訪臺中市食農教育基地、

台中火力發電廠、台中港區、高美濕地等環境地景，

並由臺中市食農教育協會、臺灣電力公司以及東海大

學生物學系林惠真特聘教授高美濕地研究團隊等單位

協助，分別在各行程提供專業導覽。 

4. 環境監測及社區培力： 

 透過環境權法律扶助扶助過程進行社區培力。 

 辦理環權沙龍邀請國內外學者訪談推廣環境科普知

識。 

 舉辦相關環境科學及法律政策座談會。 

 辦理中部高中生人文社會環權工作坊。 

 

 

5. 國際交流 

 參與好電子 20190614~0615 曼谷會議，大會報告五年

來好電子網絡的進展，也針對礦業、工廠勞權、電子

廢棄物三方面進行介紹。(參與者：凃又文執行長、

林必修研究員) 

 參加 21st EU-NGO Forum on Human Rights: 

Building a Fair Environmental Future” that 

will take place on 3rd and 4th December 

2019 in Brussels, Belgium.(參與者：董事長林三

加、黃馨雯專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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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截至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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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3 元(業務收入 15,700 元及業務外收入

91,333 元），為民間捐助收入 15,000 元、發票收入 700 元及利

息收入 91,333 元。 

執行率為 1.3%，主要係因募款計畫尚未啟動及部分計畫預計下

半年度投標。 

2、 支出總額共計 2,820,608 元，為業務成本 72,092 元，占總支出

2.5%、用人費用 2,262,245 元，占總支出 80.3％、行政及管理

費用為 486,271 元，占總支出 17.2%。 

執行率為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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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575，較預計數 41 萬減少 312

萬，約-760%，主要係募款計畫尚未啟動，故上半年收入偏低所

致。 

(二)、成果概述 

1、環境權扶助業務 

109 年環境權扶助案件進度及關注案件進度如下： 

北部地區: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案 

(1)、臺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04.23 第 764 次會議，通過

「臺北市士林社監察院子島地區細部計畫案」。 

(2)、監察院於 06.18 針對社子島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

總隊辦理「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提出調

查與糾正案。 

(3)、協力專業者反對台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都市計畫暨細部

計畫案連署記者會，倡議就目前都市計畫制度面提出制

度檢討。包含：都市規劃應自律訂定【規劃專業倫理規

範】、落實開發影響評估、合理土地開發機制、強化民眾

參與及資訊取得。 

(4)、若依原臺北市規劃進度，預計於 7月召開環評會議。 

新北市馬崗漁村聚落文資審議 

(1)、本會協助提出撤銷聚落保存文資審議不登錄訴訟。 

新竹台灣知識旗艦園區(璞玉)都市計畫 

(1)、此案件由新竹縣政府規劃，04.23 日由新竹縣都委會第

17



 

 

312 次會議審議通過，新竹縣政府 05.23 報請內政部審

查。 

(2)、於 06.12 與含括環境、農業、親子教育、人權、地方發

展等跨領域共 33 個團體，發起「反對台知浮濫開發 守

護新竹璞玉良田」連署。 

新竹「變更竹東鎮（工研院暨附近地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竹

科三期)都市計畫案 

(1)、於 06.24 出席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會

議因委員出席人數不足，將另擇期再開。 

新竹大享容器毗連擴展案環境影響評估 

(1)、本案於06.29進行環評會議，會議因委員出席人數不足，

將另擇期再開。 

桃園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環境影響評估 

(1)、內政部 04.29 土地徵收審議小組通過機場園區及附近地

區第一期共 2599 公頃的徵收計畫書。 

(2)、民間團體台權會、環境法律人協會針對都市計畫、環境

影響評估、土地徵收即將提起訴訟，目前已分別籌組律

師團進行相關討論。本會目前主要協助三個訴訟原告之

相關說明會及居民培力。 

新北市淡海輕軌藍海線案 

(1)、由研究員、專職律師協助相關論述整理並與居民共同拜

會監察院及立法院。經 03月 23 日說明會後，新北市捷

運局預計將進行路線變更。 

 

中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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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5 在環保署召開第二階段環評初審第二次會議。與

會在地居民、農民、環保及公民團體代表出席。 

彰化二林精密機械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1)、於 04.21 協助在地團體與青年及跨黨派立委召開記者會，

訴求政府要堅守合理國土利用，不要破壞優良農地。 

彰化鹿港打鐵厝產業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台中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環評變更內容對照表 

(1)、本案於一審訴訟經法院 03.25 宣告撤銷原處分，但經中

龍鋼鐵提出上訴，故將再委任陳建三律師繼續提供扶助。 

 

東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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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大地布部落知本太陽光電教育及示範專區開發計畫 

(1)、本會協助提出撤銷之訴及停止執行之訴：針對能源局籌

設許可行政處分提出撤銷之訴並就籌設許可的效力聲

請停止執行之訴。目的為部落爭取時間，光電開發流程

後續之用地變更、施工許可等流程能待部落共識產出或

另一確認108.06.01部落會議決議無效之民事訴訟確定

後，再進行後續開發流程。 

(2)、邀請逢甲大學陳玉苹助理教授就南島語系民族及卑南族

卡大地布部落傳統文化，提出專家意見書說明相關政府

部門在部落無共識前之相關審議流程應該暫停，避免侵

害部落之集體文化權，也給部落時間凝聚共識回應外在

開發事件之衝突。 

(3)、於 4、5 月與卡大地布部落幹部及荒野保護聯盟等分別

拜會能源局、原民會、內政部營建署、農委會等機關團

體，了解本案於接下來之光電流程審查，原住民族部落

及公民團體於民眾參與程序中可以表示意見之相關程

序機制。 

花蓮卜蜂養雞場爭議事件 
(1)、於 4月提供針對卜蜂於花蓮多處設置養雞場之爭議提出

法律意見予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 

(2)、於 6月協助反卜蜂雞場鳳林自救會與花蓮縱谷聯盟就卜

蜂雞場用地取得及相關建照是否因違反農業發展條例

行文農委會。 

南部地區 

高雄橋頭科學工業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1)、於 05.12 參與高雄橋頭科學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會議，

因農委會、內政部雙方在中崎有機農業專區存廢問題上

未取得共識，有適法性疑慮，因此，協助爭取委員認可

二階環評的範疇界定會議暫時擱置，待中央進行跨部會

協調，經主席裁決暫停此案二階環評的範疇界定會議。 

 

2、關注專案與制度推動 

(1)、 地面型光電設置之環境社會檢核制度推動 

共同討論推動環境社會檢核制度。 

(2)、 越南台塑河靜鋼鐵公害訴訟案 

台塑越鋼案於 109 年 3 月 20 號遭臺灣高等法院以沒有管

轄權為由駁回維持原裁定，原告代表 4月 17 日於臺灣高

等法院召開記者會，針對抗告結果提出再抗告，後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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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高等法院移審最高法院。 

目前經濟部進行「商業與人權的國家行動計畫」，本會將

派員參與「我國法制對企業違反人權行為之域外管轄」

工作坊。 

(3)、 地下水與工業用水法律行動研析專案 

與林聖崇先生合作進行地下水與工業用水法律行動研

析。 

(4)、 2020 臺灣氣候變遷治理 INDC（自定預期貢獻）關鍵

年座談會暨記者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X台灣青年氣候聯

盟) 

(5)、 溫管法修法專案 

與洪申翰立委辦公室合作進行溫管法修法研究，預計於

109.09 提出修法版本。 

(6)、 六輕平台–六輕公害訴訟法庭觀察推動、環境治理

及台、越、美跨國串聯聲援終止台塑路易斯安那州設廠

計畫 

(7)、 推動法律扶助法修法增修「特定領域法扶機構」

（Special area of Legal aid）制度 

3、培力工作 

(1)、 「奧爾胡斯公約及環境權扶助的概念與實踐」論壇

籌辦  

(2)、 於 06.20 與律師全聯會環境法委員會、台中律師公

會合辦「環境訴訟實例探討」 

4、國際交流 

日本環境公益律師交流 

拜會日本律師聯合會之國際人權委員會及日本環境法律家連

盟及日本環境 NGO。 

出席：環境法律人協會、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環境

法委員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本會出席代表：林三加董事長、黃馨雯專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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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表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收入

捐贈收入 1,700 21.66% 4,300 55.48% (2,600) -60.47%

利息收入 150 1.91% 150 1.94% 0 0.00%

股利收入 0 0.00% 0 0.00% 0

業務收入 0 0.00% 0 0.00% 0

  政府補助收入 3,500 44.59% 1,500 19.35% 2,000 133.33%

委辦收入 2,500 31.85% 1,800 23.23% 700 38.89%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

入
0 0.00% 0 0.00% 0

  作業組織收入 0 0.00% 0 0.00% 0

其他收入 0 0.00% 0 0.00% 0

    收入合計 7,850 100.00% 7,750 100.00% 100 1.29%

支出 0

業務支出 1,250 15.96% 993 12.88% 257 25.88%

行政管理支出 6,584 84.04% 6,716 87.12% (132) -1.97%

捐助支出 0 0.00% 0 0.00% 0

委辦支出 0 0.00% 0 0.00% 0

銷售貨物或勞務成

本
0 0.00% 0 0.00% 0

作業組織支出 0 0.00% 0 0.00% 0

其他支出 0 0.00% 0 0.00% 0

    支出合計 7,834 100.00% 7,709 100.00% 125 1.62%

本期餘絀 16 41 (25) -60.98%

所得稅費用(利益) 0 0 0

本期稅後餘絀 16 41 (25) -60.98%

項目
110年度 109年度 差異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　110 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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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0年 109年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餘絀 16 41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收入 (150) (150)

股利收入

實物捐贈收入

利息費用

呆帳費用

折舊費用 62 27

攤銷費用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損失(利益)

資產減損損失

與營運活動相關之流動資

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存貨增加(減少)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

加)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50) (44)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

少)

營運產生之現金

支付之利息

支付之所得稅

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

入(流出)
(122) (12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　110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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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投資款

出售投資價款

基金(增加)減少

購入投資性不動產

出售投資性不動產價款

購入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60)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價款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

減少

收取之利息 150 150

收取之股利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流出)
150 9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減少)

長期借款增加(減少)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增

加(減少)

存入保證金增加(減少)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

少)

永久受限淨資產增加(減

少)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流出)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

金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

(減少)數
28 (3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4,933 34,96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4,961 3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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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0年度 109年度

永久受限淨值

　永久受限本期稅後餘絀

  永久受限淨值增加(減少)總額

  永久受限期初淨值 30,000 30,000

　永久受限期末淨值 30,000 30,000

暫時受限淨值

　暫時受限本期稅後餘絀

　暫時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出

  暫時受限淨值增加(減少)總額

  暫時受限期初淨值

　暫時受限期末淨值

未受限淨值

　未受限本期稅後餘絀 16 41

　暫時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入

  未受限淨值增加(減少)總額

  未受限期初淨值 4,953 4,912

  未受限期末淨值 4,969 4,953

淨值其他項目

期末淨值總額 34,969 34,953

單位：新臺幣千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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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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6 業務收入 7,700 7,600

5,656     捐贈補助收入 5,200 5,800

5,045       政府捐助收入 3,500 1,500 辦理環境法律扶助機構專案

      611       民間捐贈收入      1,700     4,300
辦理環境法律扶助機構、原住民

族諮商同意流程、奧爾胡斯公約

及環境權扶助的實踐研討會

        - 公民營機構委託收入      2,500     1,800

        -   公民營機構委託收入      2,500     1,800 辦理社會創新制度研究專案

244  業務外收入 150 150

244     財務收入 150 150

244       利息收入 150 150

    5,900 總    計      7,850     7,750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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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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1 支出 7,834 7,709

758   業務成本 1,250 993 業務成本本年度預算數1,25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237千元，增加

13千元，主要係盤點本會業務後調整部分支出及辦理研討會活動所

致。
30     律師酬金 100 250 50(千元)*2=100(千元)

110年度預計承辦10件扶助案件,其中8件扶助案件由本會專職律師協助

處理

-     審查委員出席費 - 18 110年起併入專案計畫費

24     扶助案件必要費用         -        25 110年起併入專案計畫費

      704     專案計畫費       200       700 以2千元*10案計算

辦理審查委員審議費用、訴訟必要費用、個案專家會議費用、記者

會、居民社區培力課程。

-     活動計畫費       950         - 110年起新增科目內容與專案計畫費部分內容調整

1.寒暑假青年環境權培訓工作坊或是營隊250千元

2.環權沙龍100千元

3.「奧爾胡斯公約及環境權扶助的實踐」研討會600千元

   5,308   用人費用     5,355     5,345 用人費用本年度預算數5,35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5,345千元，增加

10千元，主要係新增非公職董事出席費。細目參照用人支出彙計表。

1,275   行政管理費用 1,229 1,371 行政管理費用本年度預算數1,22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341千元，

減少112千元，主要係就108年度決算調整撙節所致。

621     房屋租金 600 600 辦公室租賃租金，計600千元。

36     辦公室設備租金         - 60 110年起併入辦公室費用

276     旅費 24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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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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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印刷及裝訂費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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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千

元。
        3     廣告費         -         -

18     水電費 42 42 水電費係依實際需求估列42千元。

62     固定資產折舊 62 27 固定資產折舊費用。

30     其他費用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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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會議費         - 80

40     雜項購置         -         -

32     辦公室用品 58 40 原辦公室設備租用併入本項計48千元，文具用品、影印機用紙、傳真

機用紙、耗材等費用估列10千元，合計58千元。

99     其他專業服務費 130 130 會計師70千元

記帳士2千元*12個月=24千元

網路資訊3千元*12個月=36千元

7,341 總      計 7,834 7,709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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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表





科目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35,039 99.48% 35,011 99.31%

現金及約當現金 34,961 99.26% 34,933 99.08%

應收票據 0 0.00% 0 0.00%

應收帳款 0 0.00% 0 0.00%

其他應收款 0 0.00% 0 0.00%

本期所得稅資產 0 0.00% 0 0.00%

存貨 0 0.00% 0 0.00%

預付款項 78 0.22% 78 0.22%

其他流動資產 0 0.00% 0 0.00%

非流動資產 183 0.52% 245 0.69%

基金 0 0.00% 0 0.00%

投資 0 0.00% 0 0.00%

投資性不動產 0 0.00% 0 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93 0.26% 155 0.44%

其他非流動資產 90 0.26% 90 0.26%

資產總計 35,222 100.00% 35,256 100.00%

  負債及淨值 35,222 35,256

流動負債 253 100.00% 303 100.00%

短期借款 0 0.00% 0 0.00%

應付票據 0 0.00% 0 0.00%

應付帳款 250 98.81% 300 99.01%

其他應付款 0 0.00% 0 0.00%

本期所得稅負債 0 0.00% 0 0.00%

預收款項 0 0.00% 0 0.00%

負債準備－流動 0 0.00% 0 0.00%

存入保證金－流動 0 0.00% 0 0.00%

其他流動負債 3 1.19% 3 0.99%

非流動負債 0 0.00% 0 0.00%

長期借款 0 0.00% 0 0.00%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0 0.00% 0 0.00%

單位：新臺幣千元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　110 年12月31　日

110年12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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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準備－非流動 0 0.00% 0 0.00%

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0 0.00% 0 0.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0 0.00% 0 0.00%

負債總計 253 100.00% 303 100.00%

淨值 34,969 34,953

永久受限淨資產 30,000 85.79% 30,000 85.83%

暫時受限淨資產 0 0.00% 0 0.00%

未受限淨資產 4,969 14.21% 4,953 14.17%

淨值其他項目 0 0.00% 0 0.00%

淨值總額 34,969 100.00% 34,953 100.00%

負債及淨值總計 35,222 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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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類（稱）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執行長 1

專職律師或資深研究員 2

專職人員 4

總    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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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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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超時工作

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卹

償金及資

遣費

分攤保險

金

福利費 其他 總計

董事及監察人      -     -       64      -      -      -     -     -      64

執行長      660     -      -      110       40       71       2       7     890

專職律師或資

深研究員

   1,320     -      -      220       84      140       4      14   1,782

專職人員    1,920     -      -      320      110      237       8      24   2,619

總計 3,900       - 64      650     234     448     14     45     5,355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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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政府遴(核)派人員之職權等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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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1~111

.08.31 

董事 陳欽全 國中 

台中市后里區農業

與環境保護協會理

事 

支領出席費(20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杜文苓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支領出席費(20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謝英吉 碩士 
律師 支領出席費(20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林淑雅 博士 
靜宜大學助理教授 支領出席費(20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傅玲靜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副教

授 

支領出席費(20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江鴻龍 博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授 

支領出席費(20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賴美蓉 博士 
逢甲大學教授 支領出席費(20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倪炳雄 碩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簡任技正 

無 108.09.01~111

.08.31 

監察人 林錫旗 學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專門委員 

無 108.09.01~111

.08.31 

監察人 梁婉玲 學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秘書室主任 

無 108.09.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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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長、執行長、一級單位主管職權等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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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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