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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年度 

(一) 概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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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落實及促成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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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益財團法人，

並依法院和解意旨命名為「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本會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完成法院設立登記，對外服務提供

相關環境權扶助等業務，除了就個案進行環境權之專業扶

助，提供法律及專業建議。並於發展過程中，針對當代環境

社會議題串連其他團體合作推動，期待在政府治理、公民社

會強化、環境永續等層面均能有所助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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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本會主要工作目標方向 

 

 

 

 

 

 

 

 

 

本會主要工作目標方向主要分四大區塊： 

 

4. 本會組織概況： 

執行處：設立於台北市，負責相關環境權扶助業務。 

台中辦公室：借財團法人司法改革基金會台中辦公室為中部

辦公室。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設於雲林 

董事會

執行長

執行處

環權扶助平台 專案管理 行政會計

台中辦公室
漁民權益暨環
境永續中心

2



(二) 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1、環境權個案扶助 

（1） 為了實踐環境權保障的法律扶助，本會選定個案為居民

團體、環保社團、自救會或社區部落等，提供律師及專

業協助者針對環境事件之非訟程序如環評、聽證等程序

進行協助，必要時進行訴訟程序扶助。 

（2） 擬定環境權法律扶助事件審核及酬金標準辦法。培養更

多環境領域專業之律師或專業協助者能投入環境權保障

之領域。 

（3） 建立平台，加強環境領域專家、法律專家及社區居民之

連結。 

本會 110年度環境權扶助之個案如附表一 

2. 淨零及氣候變遷 

（1） 氣候變遷是重要的環境與人權議題，特別是在台灣更是

嚴重，缺水、颱風等相關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害，為讓

政府更積極就此有所作為，就需透過推動氣候變遷的治

理的政策與立法。 

（2） 透過參與個案的方式，監督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耗能

較大的產業在開發規劃時應正視氣候變遷議題，並提出

相應對策。 

有關淨零與氣候變遷各項專案活動詳附表二。 

3. 綠能爭議處理 

（1） 由於綠能的公開資訊往往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要求，也

無法增加社會對於綠能的接受度。且因無論風場或漁電

共生接採取共存使用原則，與原本土地或海洋的經濟生

產有使用空間上的衝突。 

（2） 為求共用共融，需要社會各方願意溝通反映問題來解決

衝突。故本會於此之際將思考行動在制度上如何促進綠

能在資訊公開或是民眾參與程序上能有所突破，能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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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個案發聲讓開發方願意一起對話，解決爭議。 

有關綠能爭議處理各項專案活動詳附表三 

4. 青年與社區培力活動 

相關活動詳附表四 

5.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 

本中心為台灣第一個為漁民及海洋事務而成立的環境永續法

律中心。基於憲法、環境基本法與其他環境法規所規定的環

境保護與環境權保障，參照 1998 年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UN/ECE)在丹麥奧爾胡斯所簽訂《有關環境事務行政決定程

序中之資訊請求權、民眾參與以及司法請求權公約》（《奧爾

胡斯公約》，Aarhus Convention)的意旨，實踐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及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相關規範，致力於推動海洋環境及在地經濟永續發展，協助

漁民取得完整的環境資訊知情權、公民參與權以及法律近用

權，推動漁民的綠色經濟振興與在地發展，倡議海洋永續、

生態保育及環境權保障，面向海洋，為打造永續國家而努力 

中心願景與使命： 

一. 發展海洋國土永續規劃 

二. 促進綠色能源轉型治理 

三. 推動永續漁業經濟振興 

四. 開展海洋環境永續倡議 

五. 推廣漁民法律普及近用 

有關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各項專案活動詳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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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環境權扶助案件 

編號 名稱 工作簡介與內容 

1 提出「多

元人權保

障基金」

法案 

 

本會設立之初，以「環境法扶」的概念設立，即

想將這樣的模式擴及不同領域，讓不同議題或族

群的非訟程序的法律問題或是結構性的處理，能

有專業者來協助個案，藉此發掘整體社會制度哪

裡有不足之處做政策修法的參考。2021年與原住

民、兒少、移工、無家者、司法平冤等社團共同

討論提出「多元法扶」法律扶助法修法版本。 

2021 年下半年經過評估後，決定參考英、美、澳

洲及歐洲各國，從多元人權的角度出發，結合公

民參與、法律近用、基層培力等元素，改以「多

元人權保障基金」法案之形式，由政府提供經

費，依法成立委員會管理、分配基金，以獎勵、

補助從事多元人權事務的非營利組織。 

2 六輕平台

行動專案

（石化業

產業轉

型） 

2017 年由本會擔任秘書處，建立整合關注六輕相

關問題的公民團體的共同平台：「公民監督六輕

促進環境權行動平台」，起初以改善台塑六輕對

台灣人民的環境權衝擊為成立目的，後續延伸到

監督台塑對全球環境的各項衝擊，從雲林台塑六

輕、越南台塑河靜鋼鐵廠、美國台塑德州廠塑膠

微粒污染，到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設廠計畫。 

六輕平台持續關注六輕空污公害訴訟，和飽受台

塑六輕空氣污染因而致癌的台西鄉民與法扶律師

團一同爭取環境正義，2021年與成功大學法律系

合作，規劃學生關注六輕與國際石化業氣候訴訟

等相關議題，並參與六輕空污公害訴訟法庭觀

察。 

2021 年受邀成為長期關注石化產業的跨國環保團

體：擺脫塑縛（Break Free From Plastic，

BFFP）的核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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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北市士

林區社子

島地區都

市計畫及

環評審議

案 

位於台北市基隆河與淡水河交界的社子島，因為

1963 年一場葛樂禮颱風開始了長達 50年的禁限

建，使得區內缺乏現代的公共設施，但也因此使

社子島保留了台北中少有的鄉村及自然景觀。 

惟社子島地區近年因北市府啟動都市計畫變更程

序，而面臨強大的開發壓力。環權會自 2017年起

協助社子島居民表達意見、參與各個行政程序。 

以期產生一個經過地方居民共同討論的都市計

畫，合理規範地方發展。 

4 新北市馬

崗漁村文

資審議及

訴訟案 

馬崗是台灣極東海角的百年漁村聚落，海岸盛產

九孔、龍蝦、海菜等海產，聚落內的女性肩負下

海捕撈的家計工作，是海女的故鄉；馬崗先民就

地取材搭建的石頭屋，見證了海角漁村百年的興

衰。 

近年馬崗漁村所在的土地被財團收購，財團要求

居民拆屋還地，百年漁村聚落持續面臨拆遷危

機。環權會自 2018年起，持續協助馬崗居民爭

取指定文化資產，2019年底馬崗兩棟石頭屋，終

於登錄為歷史建築，但財團提起訴訟，主張撤銷

歷史建築登錄，本會律師協助馬崗居民參加訴

訟，一審法院駁回財團之主張，馬崗居民勝訴，

財團提起上訴，目前尚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 

另外，本會協助馬崗居民針對「不通過登錄馬崗

漁村聚落建築群」提起行政訴訟，2020年 7 月取

得勝訴判決，認定不登錄聚落建築之行政處分違

法，但新北市政府提起上訴，財團參加訴訟，目

前尚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 

5 新北市變

更東北角

海岸風景

特定區(卯

澳、馬崗

卯澳馬崗位於台灣極東，現今仍保有幾十年前簡

樸的漁港街廓。 

內政部於 2019 年提出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

區（卯澳、馬崗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書，居民驚見在細部計畫書中，竟將列為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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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細部

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

討審議案 

寮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的卯澳灣設置遊艇港，

且卯澳馬崗原來的固有街廓，將增加過多的八米

或是四米道路導致居民現在居住的房子被拆除，

其中亦不少為百年石頭屋，另外卯澳居民經過生

態復育的三條溪流也被規畫要施工成為道路。 

居民想保有原來溪流及巷弄輪廓，也不希望卯澳

灣設置遊艇港，故發起聯署有近一萬人簽名。本

會於 2019 年彙整居民想法撰寫意見書送至內政

部，並持續於 2021年與居民一起參與內政部都

委會專案小組會議。 

目前專案小組決議將尊重居民意見，不變更卯澳

灣為遊艇港用地，只做必要主要道路，聚落大部

分維持原街廓樣貌及溪流。並於細部計畫內寫明

馬崗卯澳為重要漁村文化保存及生態保育之重要

基地，相關計畫內容將配合文化及生態盡量避開

破壞性的設計。 

6 桃園航空

城環評、

都市計

畫、土地

徵收審議

及訴訟案 

桃園航空城計畫面積 4565公頃，然其中區段徵

收面積高達 3148公頃，是台灣史上最大的區段

徵收案，至少將有 9000個家戶受到計畫影響，

其中不少家庭因難以承受徵收的社會衝擊與經濟

負擔，面臨迫遷的壓力。 

自 2009年開始，由居民組成的航空城反迫遷聯

盟為了拒絕浮濫徵收的政策，與各界公民團體不

斷奔波各種會議及陳情，於 2018年成功剔除徵

收 127公頃，然而仍有許多爭議無法在過程中釐

清，包括沙崙油庫對第三跑道飛安風險的影響、

社會影響評估、徵收的公益性必要性等等。隨著

本案行政處分陸續作成，環權會等公民團體也將

協助居民就環評、土地徵收及都市計畫提起撤銷

訴訟，機場第三跑道環評已於 2021 年 10月進入

法院審理，土地及土地改良物訴訟也分別在訴

願、訴訟階段，都市計畫訴訟則預計於明年 1 月

底提出。本案各項訴訟皆具有指標性意義，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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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司法救濟，為飽受迫遷壓力的居民留下家

園，也為台灣的土地徵收、都市計畫制度作出進

步的解釋並帶來革新的力量，邀請社會大眾持續

關注。 

7 桃園大園

福海宮文

化資產審

議案 

桃園竹圍福海宮，廟體曾遭祝融之災，信眾為了

重建廟體傾使用稀有的台灣牛樟木雕，更由台灣

大木作國寶梁紹英師傅負責廟體的規劃設計，整

棟建物採用木作鑿空崁榫，其雕飾、字畫、交趾

陶亦為名匠的之作，其慶典儀式「飛輦轎、過金

火」更被列為桃園無形文化資產，廟體也於 2017

年通過桃園文化局審議為「歷史建築」。 

然而，受到航空城計畫影響，福海宮正面臨信徒

間對於廟體是否搬遷意見不一的爭議，考量福海

宮重建時所使用的建築技術難度之高、裝飾構件

極其複雜，2020年福海宮重建委員會邀請環權

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桃園航空城反迫遷聯盟一

起從文資角度討論原地保留福海宮的可能，而福

海宮也終於在 2022年初正式公告為歷史建築，

但就「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部分仍待後

續討論。未來我們也將與重建委員會參與文資審

議、監督遷移計畫的可行性，我們希望保存這些

支撐著台灣文化底蘊的資產。 

8 新竹竹北

台灣知識

旗艦園區

都市計畫

審議案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里一帶的 400公頃良田，20 年

來持續受到台知計畫（舊稱璞玉計畫）徵收開發

的威脅。 

東海里清代以來即是北部重要糧倉，本區稻農近

年是委會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競賽的常勝軍。近十

年更有許多新農返農，積極推動有機與自然農法

耕作。儼然將過往土地投機氣味濃厚的「璞玉

田」，轉化成為新竹地區推動地方創生、友善農

耕最重要的基地。 

本會自 2019年接手協助璞玉自救會，反對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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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良田、剷平農村的台知計畫。2020年底內政

部都委會再次舉辦小組審議，但本會與自救會於

前一年提出的程序瑕疵，新竹縣政府於本次提送

的計畫均未給予正面回應，最後都委會小組決議

再次退回補件。 

9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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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審議

案 

新竹縣竹東鎮頭重埔、二重埔、三重埔以及柯湖

等地區的 454 公頃優良農地，有著豐沛湧泉以及

深刻的客家農村紋理。本區自 1987 年被劃設為

竹科第三期發展地區，即開啟在地客家農民長達

30多年的反徵收運動。30多年來本區開發名義

多次更迭，開發主體也由科學園區改為新竹縣政

府，並將徵收 300 多公頃的優良農地。 

本會於 2021年持續舉辦記者會及立院協調會，

協助長年抗爭的竹東二三重埔自救會，監督本案

破壞農地農村、竹縣產業及住商用地供過於求、

本案計畫人口超編、廢水汙染頭前溪飲用水源等

問題。 

10 臺中中龍

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

環評變更

內容對照

表訴訟案 

台中中龍鋼鐵公司為台中地區第二大空污固定排

放源。環保署在 2015 年 3 月督察中龍鋼鐵時，

發現該公司總廢棄物量（約 297萬公噸/年）遠

超過環評核准量達 27 萬公噸/年，遂於同年 5月

函文告發，同時也在 11 月間函告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即依此要求中龍鋼鐵應依法辦理環評

變更事宜，經臺中市政府環保局主辦的環評委員

會審議後，歷經兩任環評委員，最後於 2017 年 7

月 24 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7次會議當

中，審核通過中龍鋼鐵提交的「變更內容對照

表」；也就是說，中龍鋼鐵以一紙「變更內容對

照表」就闖關通過臺中市政府環評委員會的審

查。 

在地公民團體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分會

及在地居民委請本會協助此案，本案歷經訴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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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018 年提出行政訴訟，經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多次開庭審理，2020 年 3 月 25日一審判決台中

市政府環保局敗訴，通過中龍鋼鐵變更環說書的

行政處分及市府駁回民眾訴願均撤銷。 

本案判決的重要意義首先在於高等行政法院再次

肯認踐履環評程序及相關法規，主管機關及開發

單位都應正視環評承諾，避免便宜行事的重要

性。其次開發單位對於高爐廢棄物處理應依循相

關法規，不宜以遊走法律邊緣的「資源物質」規

避監管。全案仍由參加人中龍鋼鐵提起上訴中。 

11 臺中大安

大甲溪水

源聯合運

用輸水工

程計畫環

評審議案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為增加公共用水供水

能力、提昇備載調度能力、提供高濁備援以及增

建備援原水管，提出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計

畫。本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後，在

地公民團體水資源保育聯盟張豐年醫師及后里地

區農民針對本案必要性、是否符合原本設定目標

及可能造成農業水源排擠及生態基流不足等問題

提出不同意見，並委請本會派任律師協助落實正

當環評程序，環權會在環評過程中，協助利害相

關人與開發單位釐清爭點並爭取相關權益。 

2020 年 12 月 2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召開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89次會議，審查通過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開發計畫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環保署

以 110年 06月 29 日環署綜字第 1100036839號

裁處書公告「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

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經與在地居民包括張豐年醫師等會議後，認應就

前述裁處書公告之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提起訴願，於 110年 7 月 26 日協助在地居民

委託律師向訴願機關行政院提起訴願。 

10



12 彰化鹿港

打鐵厝產

業園區環

評審議案 

彰化鹿港打鐵厝產業園區由於緊鄰全國第一個勞

工住宅 600戶的富麗大鎮社區及彰化基督教園

區，縣府提議設置及引起社區居民集體反對，開

發 9.9公頃卻僅能供不到 10間工廠進駐，必要

性也飽受質疑。後續更經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

確定本區應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理應暫時無法開

發。惟彰化縣政府仍先行通過本案環境影響評估

程序，預留本案於國土計畫功能分區發布實施前

搶建之變數。 

本會於本案環評階段即偕同彰化縣環保聯盟及富

麗大鎮居民，指出本案不具必要性、與鄰近社

區、醫院、學校等寧適性土地使用不相容等問

題。環評通過後，本會亦協助社區居民提起撤銷

環評處分訴願。 

2021 年 7 月 15 日環保署訴願委員會以尊重環評

委員會專業審查，程序及實體並無明顯不法等駁

回訴願，本會持續協助居民監督後去區域計畫變

更程序。 

13 越南台塑

河靜鋼鐵

公害訴訟

案 

2016 年 4 月初，台塑越南河靜鋼鐵廠，發生嚴重

海洋污染事件，造成越南中部省份沿海 200餘公

里大規模海洋生物死亡，嚴重影響當地漁業、製

鹽、觀光及各相關產業發展，是越南嚴重的環境

公害事件。受害者於越南起訴遭受鎮壓、逮捕及

判刑，因此僅得選擇於台灣提起訴訟。 

經本會與環境法律人協會、人約盟、台權會及越

南移工移民辦公室等協助 7874 位原告向台塑集

團等公司提起訴訟。原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皆認

我國法院並無管轄權，惟在律師團的努力之下，

最高法院廢棄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認

定，我國法院就在台被告具有管轄權，我方針對

越鋼等公司無管轄權之部分提起再抗告，台塑等

公司則就有管轄權之部分提起再抗告，全案尚在

最高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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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及上述民間團體亦以越鋼案為本，2020年向

「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提出諸多建言，包含域外

管轄的立法、國外投資審查標準的修正、赤道原

則的推動等等，未來除了在訴訟上我們會為受害

者持續爭取權益外，也會針對我國法制不足的地

方，提出建言。 

14 核四公投

訴訟 

公投制度為國家直接民權的行使，人民藉由投票

參與決策決定立法原則。但是否任何項目都可以

公投，或是公投有其限制，及涉及如何在公投程

序中呈現給民眾正確資料進行思辨，讓社會為有

效實質的討論，公投程序應該做到一定的聽證跟

釐清。 

針對公投第 17 案「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

電？」本案於中選會審理時，並未辦理聽證，且

「啟封」跟「商轉發電」違反一案一事項。又本

案因涉公投主文有無可能執行、理由書中有相關

未確認為真實資訊爭議及公益團體可為利害關係

人之主張，故本會為相關訴訟協助，冀釐清公投

成案應確保正確資訊之傳遞討論以落實環境民

主。 

15 監督線上

審議配套

措施及協

助數位落

差民眾參

與會議 

2021 年中，臺灣受到 Covid-19疫情嚴重衝擊進

入三級警戒，在許多企業公司分流上班、甚至改

為居家辦公時，開發案卻沒有因此慢下腳步，反

而頗有趁勢闖關之嫌。原本為了保障資訊公開、

民眾參與的審議會逕自改為線上審議，對於不善

常使用網路的長輩或不熟練使用線上會議工具的

民眾無疑是築起數位的高牆，侵害人民參與的權

利，更發生各種審議亂象，如會議軟體跟不上網

路使用環境，連公部門都無法順利進入會議、會

議前未提供審議資料等等。 

本會與其他 7 個民間團體共同提出三大聲明，呼

籲線上審議應有相關配套並完成法制化、線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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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應限於疫情封鎖期間才可使用，以及在完成配

套法制化前不應進行線上會議，並盡可能協助需

要參與審議會的民眾陳述意見。 

 

 

附表二淨零與氣候變遷各項專案活動 

編號 名稱 工作簡介與內容 

1 臺灣氣候

訴訟行動

專案 

氣候訴訟不只是作為環境權受氣候變遷侵害的

救濟手段，也是推動臺灣氣候治理進展的策略

路徑之一，進一步捲動臺灣法律界對氣候變遷

政策與法制的思考，觸發人民對於氣候變遷議

題的關心與思辯，營造有利於推動氣候變遷政

策的環境，讓臺灣環境與土地永續。 

本會於 2020年啟動臺灣氣候訴訟行動專案，於

2021 年 1 月，和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舉

辦氣候訴訟律師工作坊、4 月和綠色和平、台

中律師公會、台北律師公會國際法、環境法委

員會共同舉辦氣候訴訟法學論壇，並同時規畫

專屬於臺灣本土的氣候訴訟律師培訓教材和一

系列的律師培訓工作坊，邀請對於氣候訴訟有

興趣的律師們，一起思考臺灣進行各種氣候訴

訟的可能性。 

2 氣候變遷

行動專案 

 

氣候變遷是重要的環境與人權議題，臺灣站在

全球的第一線，直接面對缺水、颱風、高溫等

極端氣候所帶來的挑戰。 

同一時間各國積極宣示 2050淨零排放，加上歐

盟碳關稅即將實施，氣候變遷不再只是環境議

題，而是經濟與國家競爭力問題，氣候法修法

與積極的氣候治理政策迫在眉睫。 

本會於 2019年啟動氣候變遷行動專案，2021

年持續和環保、人權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環境規劃協會、台

灣青年氣候聯盟、環境正義基金會）與各黨立

委，推動氣候法修法《氣候變遷行動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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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淨零排放路徑，包含減碳政策納入公正轉

型原則，確保 2025年麥寮電廠除役，保障尊嚴

勞動，並協助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籌辦 2021 年青

年抗暖大遊行。 

本會成功促使新設科學園區（竹科寶山二期-臺

積電擴廠；高雄橋頭科學園區），承諾提出使

用 100%再生能源的用電路徑、2050淨零排放與

減煤路徑與使用 100%再生水路徑。 

3 高雄市氣

候變遷自

治條例立

法討論 

地方治理是氣候治理中很重要議題，環權會認

為特別是在調適政策，如何處理颱風、缺水、

高溫、海平面上升等極端氣候所帶來的影響，

更需要採取以社區為本、因地制宜的思考。目

前地方政府缺乏專職人員、統籌者與資源處理

地方氣候治理，而且重減量輕調適。 

本會認為透過地方政府推動氣候變遷自治條例

的修法與氣候治理政策，有助於強化人民面

對，氣候風險的韌性，2021年與綠色和平合

作，參與推動高雄市氣候變遷自治條例的修

法，並持續關注臺灣各縣市政府的氣候治理。 

4 新竹科學

園區（寶

山用地）

第 2 期擴

建計畫環

評審議案

（寶山二

期） 

為配合台積電二奈米製程建廠，竹科管理局提

出寶山二期擴建案，於 2020年底啟動環境影響

評估程序。由於二奈米製程極度精密與耗能，

本案提出之需電、需水、溫室氣體、空汙、廢

水、廢棄物增量皆相當可觀，各項增量幾乎可

抵過過往竹科四十年發展累積之量體，將對大

新竹地區環境乘載力造成嚴重衝擊。 

本會於寶山二期案提出之始，即密切督促竹科

及台積電，務必積極提出節電、節水及百分百

使用再生能源之減緩措施，並協助我們要喝乾

淨水行動聯盟等新竹地區環境團體，與竹科及

台積電會談及召開記者會，提出本案將使大新

竹地區環境超載，應立即啟動大新竹地區其他

耗能、耗水產業轉型及限制不必要開發案之發

展。 

2021 年成功促使竹科與台積電於本次環評承諾

100%再生水與再生能源使用路徑，是環評史上

重要的一步，期待能成為典範，做為各科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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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產業園區環評的標準。 

5 高雄橋頭

科學園區

環評審議

案 

本會長期關注科學園區對當地居民與環境的影

響，自 2020年與地球公民基金會、持續協助當

地有機農民、環保、生態、人權團體參與環評

等相關程序，並與立法委員、高雄市議員召開

記者會，籲請中央正視中崎有機農業專區的農

業及生態價值，保護有機專區，並以科學園區

政策環評所宣示的「循環經濟」原則來重新設

計橋科，審慎規劃招商條件，成為生態型科學

園區，創造農業與科技的雙贏。 

2021 年，本會與地球公民、當地有機農民與台

灣有機農業促進基金會籌備處成功促使橋科保

障有機農民耕作用地，承諾成立「草鴞保育推

動小組」，進行地殼變動監測，並提出半導體

使用 100%再生能源路徑、2050淨零排放路徑與

園區半導體產業使用 100%再生水路徑。 

6 高雄楠梓

產業園區

環評案 

2015 年年底，中油履行過去承諾關閉位於後勁

的中油高雄廠（五輕）。2021 年高雄市政府提

出「楠梓產業園區」開發案，期待引入台積電

於五輕舊址設置新的半導體廠房。 

本會與地球公民基金會、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

共同關注本案發展，要求高雄市政府 

1. 兌現過去承諾設立後勁生態公園，並納

入後勁居民需求與建議，以能兼顧生活

品質與科學園區發展的「產業共生」模

式進行規劃設計。 

2. 應以科學園區政策環評為基準規劃新廠

區，並納入循環經濟、淨零園區概念，

來處理用水、用電、毒化物管理、廢棄

物、空污與交通等重大議題，將在地的

生態與人文考量融入楠梓產業園區的設

計之中，以朝向「生態型工業區」目標

發展。 

3. 針對中油高雄廠舊址的土地利用，高雄

市政府應提出整體規劃方案，在納入生

態公園規劃的同時，也讓後勁居民了解

未來土地的利用與污染整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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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綠能爭議處理各項專案活動 

 

編號 名稱 工作簡介與內容 

1 推動地面型

光電設置之

環境社會檢

核制度 

為達成廢核減煤的目標，政府致力於推動能

源轉型，惟常因選址不當，造成諸多生態、

農漁民經濟、原住民權益等侵害爭議，影響

綠能形象，不利再生能源的發展。 

因此本會與地球公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環境規劃協會等團體共同積極推動環境與社

會檢核制度，引導廠商到適合的區位設置光

電，減輕光電的不良影響，並同時節省業者

不必要的程序成本，共創多贏。本會更著力

於環社檢核制度的法制化工作、光電的資訊

公開、利害關係人的程序參與等面向，以利

制度長久健全的發展。 

目前環社檢核的先行區皆已劃設完畢，非先

行區議題辨識的結果也陸續公告，並研擬因

應對策手冊，環權會持續督促主管機關制定

環社檢核辦法，以完備法制，並就因應對策

之內容及方向，提供具體建議，例如要求主

管機關在不違反私法自治之前提下，應盡量

保障養殖戶者之權益，避免不當的開發模

式，侵害漁民權益及影響綠能發展。 

2 綠能爭議誹

謗訴訟案 

為了趕上 2025 年能源配比（燃氣發電 5成、

燃煤 3成、再生能源 2 成），包括地面型太

陽能板、陸域風機、海上風機等各種型態的

再生能源的廠商接連進駐台灣各地，但因綠

能設置上民眾參與程序不完備，廠商未與利

害關係人做實質上的溝通，導致在地居民或

漁民成為綠能開發下的最大犧牲者。但是政

府卻不重視利害關係人的困境，同時放任資

本與地方利益結合，也導致廠商在地方推動

綠能的難處。 

鏡周刊以「假環保真勒索 檢警調全台掃蕩綠

能蟑螂」紙本雜誌及網路新聞彙整案例。該

篇新聞將原本受綠能開發影響最大的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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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漁民，扭曲變成加害者的腳色，鬧出

「張冠李戴」的錯事，部分受開發影響的漁

民遭周刊影射帶刀進入協調會並趁機行詐欺

取財之事，為了平衡因綠能發展被犧牲的利

害關係人基本權益，本會協助漁民提出告

訴，全案偵查中。 

3 知本卡大地

布部落知本

太陽光電教

育及示範專

區開發計畫 

Kanaluvan（臺東知本濕地）是東部最大的沒

口湖草澤溼地，也是卑南族卡大地布部落的

傳統領域，更是遊隼、環頸雉、小雲雀的棲

地。臺東縣政府在未與部落諮商下片面決定

在此設置光電專區。 

面對牽涉部落主權文化、濕地生態、綠電能

源等多元角度之光電開發案，環權會自 2017

年起持續協助卡大地布部落守護傳統領域及

發起法律行動，要求臺東縣政府及開發廠商

應尊重部落主權，終止知本光電開發案。 

2020 年，本會律師及法扶謝孟羽律師、林秉

嶔律師、湯文章律師（林育萱律師、羅惠馨

律師陸續投入），協助卡大地布部落及三大

家族拉罕提出「撤銷電業籌設許可」及「停

止執行」訴訟。 

行政法院一度停止籌設許可的效力，開啟契

機讓不同意見的族人對話修復部落分裂傷

痕，雖然「停止執行」的裁定遭最高行政法

院撤銷，但仍使經濟部意識到本件不當開發

案對部落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主動發函向

部落表示，在法院判決出爐前，不會進行施

工許可之審議。 

2021 年，臺東縣政府發布新聞稿表示，將終

止與廠商間之光電開發契約，喧鬧多年的知

本光電開發案，可望劃下句點，後續環權會

會持續和卡大地布部落、律師團、荒野保護

協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共同督促臺東縣政府

撤銷開發的同意函，及督促經濟部撤銷電業

籌設許可，直到本件不當開發案全案終結。 

4 協助籌設漁

民權益暨環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以下簡稱：漁環

中心，英文名稱：Taiwan Oce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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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永續中心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Law 

Center, TOES Law Center）是台灣第一個為

漁民及海洋事務而成立的環境永續法律中

心。 

漁環中心係由本會所設立，基於憲法、環境

基本法與其他環境法規所規定的環境保護與

環境權保障，參照 1998年聯合國歐洲經濟委

員會(UN/ECE)在丹麥奧爾胡斯所簽訂《有關

環境事務行政決定程序中之資訊請求權、民

眾參與以及司法請求權公約》（《奧爾胡斯

公約》，Aarhus Convention)的意旨，實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及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施行法相關規範，致力於推動海洋環境及在

地經濟永續發展，協助漁民取得完整的環境

資訊知情權、公民參與權以及法律近用權，

推動漁民的綠色經濟振興與在地發展，倡議

海洋永續、生態保育及環境權保障，面向海

洋，為打造永續國家而努力。 

中心願景與使命： 

一、發展海洋國土永續規劃 

二、促進綠色能源轉型治理 

三、推動永續漁業經濟振興 

四、開展海洋環境永續倡議 

五、推廣漁民法律普及近用 

5 雲林離岸風

場開發案 

雲林近岸海域是傳統的優良漁場，是台灣白

鯧、午魚的主要產地，也是烏魚子的故鄉。

此地的漁民世代倚賴漁業維生，而主要港口

所在的雲林台子村，也因著近沿海漁業而繁

盛。但達德能源集團預計於雲林外海設置 80 

部風機，衝擊近海捕撈漁業的既有漁場與漁

汛。而真正受重大影響、從事近海捕撈漁業

的漁民，在事前卻無法有效地參與討論或協

商。 

 

多位雲林漁民於去（2020）年 6月間捕魚

時，因風場設置浮標並未妥為周知，亦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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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並與漁民協商施工期間的捕撈作業，致使

漁民漁網因浮標之障礙或工作船施工而絞

損。漁⺠日常作業無端蒙受風電施工干擾，

於孤立無援的情形下，只得至海上表達訴

求。經環權會及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協助

漁民召開記者會，引起主管機關經濟部及能

源局重視，敦促開發商與漁民團體對話與協

商。 

後續由本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陪同雲

林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與廠商多次協商，

初步達成合作意向與共識，共同維護雲林海

洋的永續發展。本會並協助雲林漁民籌設漁

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Taiwan Ocea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Law Center, 

TOES Law Center），確保後續與廠商之協議

可以落實，以及持續推動維護在地傳統漁

場、保障漁民生計與法律權益、促進永續漁

業、健全離岸風電開發規則、促進漁民法律

近用，打造社區法律中心等工作，並且持續

關注如何避免後續開發對在地漁業社群的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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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青年與社區培力 

  

編

號 

時間 主題 內容 

 上旬 

1 01.13 《覆巢》紀錄

片放映座談會 

社子島自救會主辦，並與台灣牛角坡

自然人文協會、沐香農場、福安里辦

公室共同協辦 

2 01.23 環境訴訟律師

培訓課程-環

境直擊小旅行 

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

態協會共同主辦，社子島自救會協辦 

3 01.28-

01.29 

依海而生-青

年培訓工作坊 

與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共同主辦 

4 01.28-

01.30 

行踏北隅-東

北角青年營 

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共同主辦 

5 01.30 氣候訴訟律師

培訓工作坊 

與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共同主

辦 

6 02.06 漁民法律權益

宣導 

與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主辦，雲

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協辦 

7 02.23 六輕空污公害

訴訟第二案法

庭觀察募集 

與六輕平台共同主辦 

8 03.16 《離岸》紀錄

片放映與映後

座談 

與成功大學王毓正老師共同主辦 

9 04.10 文化資產保存

法修法研討會 

與東吳大學公法研究中心、臺北律師

公會環境法委員會、臺灣文化法學

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共同主

辦，時代力量陳椒華立法委員辦公

室、民進黨吳思瑤立法委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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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林奕華立法委員辦公室、民眾

黨高虹安立法委員辦公室協辦 

10 04.12 「一起讀判

決」工作坊 

與政治大學杜文苓教授研究團隊共同

主辦 

11 04.13 六輕空污公害

訴訟分享 

與成功大學王毓正老師共同主辦 

12 04.14 三接與藻礁保

育、能源轉型

關係〈對焦會

議〉 

與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主婦聯

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分會、台灣親

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台灣環境保護聯

盟、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好民文化行

動協會、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市公

民監督公僕聯盟、荒野保護協會、媽

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環境法律人協會共同主辦 

13 04.16 六輕空污公害

訴訟第二案法

庭觀察募集 

與六輕平台共同主辦 

14 04.23 氣候訴訟法學

論壇 

與綠色和平共同主辦，台中律師公

會、台北律師公會國際法委員會、台

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環境法律人協

會協辦 

15 05.25 專題演講：氣

候訴訟之簡介

及全球氣候訴

訟類型趨勢與

國內外案例介

紹 

與成功大學王毓正老師共同主辦 

16 06.03 線上淨零沙龍 

-氣候訴訟、

重工業轉型路

徑 

與台灣環境規劃協會共同主辦 

 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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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7.04 跟著環權出去

玩 

-馬崗篇 

主辦 

1 07.15 線上淨零沙龍 

-碳關稅 

與台灣環境規劃協會共同主辦 

2 07.22 線上環權沙龍 

-解讀限水危

機 

主辦 

3 08.24 離岸風電與漁

業調和共存系

列座談會 

-領海之外的

離岸風場 

與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共同主辦 

4 09.01 離岸風電漁業

調和共存系列

座談會 

-漁業社群與

沿岸社區知情

權 

與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共同主辦 

5 09.25 2021 青年抗暖

大遊行 

與多個民間團體共同主辦 

6 10.08 台南光電開發

與社區共生焦

點座談 

-台南光電發

展的現況盤點

與釐清 

與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地球公民基

金會、黑面琵鷺保育學會、台南市野

鳥協會、台南新芽協會、邱花妹老師

研究團隊、王曉雯老師研究團隊、台

灣環境規劃協會共同主辦 

7 10.16 能源轉型法學

研討會：走向

常規化制度，

漁電共生環社

檢核的下一

步？ 

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

態協會、台灣環境規劃協會、台北律

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漁民權益暨環

境永續中心、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

究中心、永信律師事務所、元貞聯合

法律事務所、環宇法律事務所、洪申

翰立委辦公室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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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21 離岸風電與漁

業調和共存系

列座談會 

-英國漁業聯

絡制度 

與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共同主辦 

9 10.30~ 

1 月 

反迫遷律師培

訓課程 

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

態協會共同主辦 

10 11.09 離岸風電與漁

業調和共存系

列座談會 

-海上養殖與

人工魚礁效果 

與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共同主辦 

11 11.19 六輕空污公害

訴訟第二案法

庭觀察募集 

與六輕平台共同主辦 

12 11.21 台南光電開發

與社區共生焦

點座談 

與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地球公民基

金會、黑面琵鷺保育學會、台南市野

鳥協會、台南新芽協會、台灣環境規

劃協會共同主辦 

13 12.03 中律環權沙

龍：機智氣候

法律生活系列 

-再生能源與

部落自決 

與台中律師公會、全國律師聯合會環

境法委員會共同主辦 

14 12.17 EGS、人權與

永續投資工作

坊 

台灣經濟研究院主辦、環權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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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漁民權益與環境永續中心各項專案活動 

編號 主題 內容 

1 海洋及離岸

風電治理倡

議 

1. 舉辦「離岸風電與漁業調和共存系列座談

會」 

2. 翻譯「漁業與離岸風力及再生能源聯絡組

織」(FLOWW)發布之指引 

離岸再生能源發展最佳實務指引：漁業聯

絡制度的建議(Best Practice Guidance 

for Offshore Renewables 

Developm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Fisheries Liaison) 

離岸再生能源發展最佳實務指引：漁業干

擾解決方案與社區基金的建議(Best 

Practice Guidance for Offshore 

Renewables Developm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Fisheries 

Disruption Settlements and Community 

Funds) 

3. 監督離岸風場開發 

擔任沃旭能源「大彰化東南暨西南離岸風

力發電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第二屆委

員」，第四次會議（7 月 29日） 

出席環境影響說明書公開會議：鍾美（3

月 16 日）、旭風一號（3 月 25日）、環

洋（9 月 10日）、北能（9 月 28 日）、

渢妙（10 月 4 日）、沃能一號（12月 14

日） 

出席施工前說明會：海龍（12 月 23 日） 

發起彰化風場航道行政救濟 

出席座談會：海洋保育法制立法建議與推

動策略座談會，東吳法學院（9 月 28

日） 

4. 風電電協金治理建議  

電業法第 65條規定，為促進電力發展營

運、提升發電、輸電與變電設施周邊地區

發展及居民福祉，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設

置電協金，以協助地方政府推動電業開發

與社區和諧發展事宜，108 年經濟部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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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協金辦法，但該辦法未涵蓋離岸風電，

為因應離岸風電之發展，經濟部遂於今年

(110 年)，預告修正電協金辦法，納入離

岸風電，值得肯定，但相關制度設計，仍

有不足。因此，漁環中心與蠻野心足生態

學會、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彰

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及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聯合提出書面建議，內容包含：電協金之

審議應設置專家委員會、應保障利害關係

人（漁民）參與電協金運用規劃之權利、

電協金運用規劃及審議應透明公開，及電

協金用途應明確用於漁業及海洋事務等。 

5. 離岸風電三階建議 

為推動能源轉型及離岸風電之發展，經濟

部積極辦理離岸風電三階區塊開發。漁環

中心為避免政府盲目開發，而忽略環境保

護與漁民權益，亦擔心開發範圍不足，影

響能源轉型之進程。因此，漁環中心於經

濟部推出區塊開發之具體內容前，向經濟

部提出政策及法律建議，內容包含： 

建議擴大離岸風場得設置之範圍至鄰接

區，增加風電之量能。 

建議離岸風場應退出《海岸管理法》所定

之近岸海域，以減輕風電對於環境及漁民

經濟之負面影響。 

建議編擬敏感區因應對策之指引，提供廠

商參考，以減緩風電與環境及社會之衝

突。 

落實離岸風電程序之公民參與 

2 漁民法扶 1. 允能環差 

允能公司於環評書中承諾，每年 11 月至

3 月為候鳥遷徙季節，不得施工，以維護

環境生態，但允能公司因疫情延宕工程，

申請毀棄環評承諾。漁環中心參與環差程

序提供書面意見，並於環差會議中表示，

該環評承諾，為環評得以通過之重大前提

要件，且為農委會林務局及特生中心多次

強調之重要生態保護措施，以避免施工對

25



於候鳥產生之不利影響，漁環中心並在會

議中說明，允能公司於環評書中的評估資

料不足、且對於漁民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卻

未提出減輕措施，已有未洽，實在不應該

再行通過環差。最後，環評委員會駁回允

能環差之申請。 

2. 打樁噪音－檢舉函 

允能公司於今年（110 年）3月間，持續

於夜間打樁施工，造成當地居民不勝其

擾，夜不能安眠。但，允能公司早於 107 

年 5 月通過之環說書中環評承諾明確表

示，「三、噪音與振動 (六)妥善規劃施

工時間,以避免夜間或清晨產生高噪音,並

加強施工管理。」，因此漁環中心協助居

民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區環境督察大

隊)提出檢舉。 

3. 詐欺、強制罪法律扶助 

因我國開發案件之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制

度不完善，受影響的漁民無從知悉並參與

允能風電開發。直至民國 109 年 6 月，漁

民正常出海下網捕魚而漁網遭絞毀時，始

知允能風電已正式通過環評並開始施工。

為維護漁場，雲林漁民遂展開一系列的陳

抗活動，向雲林縣政府、經濟部能源局及

允能公司陳情表示意見。在經濟部能源局

的持續協商下，允能公司承諾賠償漁民的

絞網損失及誤工費，但經濟部能源局仍然

認為，我國離岸風電的設置是能源轉型政

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且允能公司已經取

得籌設許可及施工許可，因此，經濟部能

源局建議雙方爭議透過漁業補償的方式處

理。幾經折衝討論後，在沒有完善的法律

支持下，漁民只能放棄陳情抗爭，接受雲

林風電將設置的既成事實，並接受漁業補

償。原以為爭議告一段落，漁民已回歸正

常生活並持續努力探求與風場共存的調適

之道，不料允能公司竟向偵查機關提起告

訴進行法律追殺，主要針對「漁業補

償」，並論及「絞網及誤工費」，該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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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原是雙方協商妥協後的成果，並無問

題，但允能公司竟利用政府機關進出港紀

錄及航跡資訊的不準確性，羅織漁民入

罪，試圖造成寒蟬效應，本件搜索更出動

上百名的警力，對於地方漁村及漁民形象

已造成嚴重的影響。 

為保障漁民權益，並協助漁民進行法律程

序，漁環中心協助號召律師團提供法律扶

助，相關律師費用、行政費用亦由漁環中

心負擔，期待司法程序能還給漁民一個公

道。 

4. 辦理漁民法律權益宣導說明會。（2/6、

2/22） 

5. 漁業執照陳情書 

漁業署為管制刺網對於生態造成的影響，

於民國 106年制定「劃設刺網漁業禁漁區

及輔導轉型措施」，但為兼顧生態保育及

漁民生計，相關管制及輔導措施，皆未採

取強制手段，而是採取漸進式的輔導轉型

模式。 

雲林漁民魏榮男、程志燦，長期使用刺網

作為其謀生之漁法，但於今年依法換照

時，原為「雜魚具」漁業，被改為「雜項

漁業」漁業，並遭刪除其漁具種類：網具

一組，且並無任何的補助措施。但該刪除

漁具之行政行為，並無任何法律依據。 

漁環中心協助漁民向雲林縣議員蔡孟真提

交陳情書。後來漁環中心陪同漁民前往雲

林縣政府，參與縣長張麗善針對本案所召

開的協調會並提供法律意見供縣府參考

（3/29）；最終，雲林縣政府依法核發得

使用網具的漁業證照給漁民，本案順利落

幕。 

6. 協助漁民針對影響權益的航道處分提出行

政救濟 

交通部航港局在今年（110 年）4月 26 日

公告航道處分 ，該公告於 6 個月後正式

實施，公告附件《彰化風場航道航行指

南》內容包含「漁船不得於彰化風場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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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北向巷道、南向巷道及分隔區進行漁業

行為」、「漁船應由東、西側緩衝區、彰

化外海近岸航行區通行，並儘量避免進入

南北向巷道及分隔區。」、「所有穿越及

航行彰化風場航道之船舶應向彰化 VTS 報

到」等規定，並定有 10-50 萬元罰鍰。 

近海漁民認為此處分嚴重影響其漁業作業

而向漁環中心反映，由中心專職律師協助

提出訴願以為救濟。 

7. 協助漁民維護名譽提出毀謗訴訟 

8. 試辦漁民法律諮詢服務。(12/6) 

3 永續海洋 1. 舉辦「海洋永續對話：永續漁業與白海豚

保育對談」（4 月 15 日），雲林縣近沿

海作業漁船協進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

會、媽祖魚保育聯盟、彰化縣環盟、臺灣

海洋大學、水產試驗所多方對談。 

2. 拜訪海保署海洋保育巡查員（東石工作

站） 

3. 參與漁業署「西海岸永續漁業推動平台」 

第一次會議（8 月 15 日），主題：維護

棲地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中華白海豚保

育措施、離岸風電開發、漁業轉型與生態

復育經費制度化。 

第二次會議（12月 29 日），主題：魚苗

放流及成效評估、離岸風電第三階段區塊

開發場址規劃、離岸風電開發工程對當地

海域環境影響調查情況。 

4. 參與由「公民監督六輕促進環境權行動平

台」所統籌的「虛擬毒物之旅」計畫，執

行雲林漁民視角的拍攝計畫，呈現六輕攔

截調大片出海口濕地填海造陸後，陸域濕

地生態的變化、海上與六輕共處的困擾與

漁源枯竭現象。 

4 媒體宣傳與

其他活動成

果 

1. 臉書官方粉專建置與更新 

2. 演講 

我們有不同的漁民，共享著同一片大

海」，捕風捉魚 Podcast，台灣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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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聯盟（5 月 19日） 

「離岸風場的空間共用--海上養殖的夢想

與現實」（6 月 23日）、「線上綜合座

談」（6 月 30 日），眼底城事週三聊城

事．線上演講 

「離岸風場開發下的沿岸漁業」，盤點雲

林地區環境議題線上會議，臺灣環境資訊

協會（9 月 15 日） 

「離岸風場產業與漁業社群的互動」，未

來地球臺北海洋行動座談會，中研院（11

月 17 日） 

「離岸風場對漁業的潛在影響」，科技社

會與文化課程演講，政大創新國際學院

（12 月 17 日） 

「再生能源開發業者 CSR標竿分析」，永

續投資工作坊—ESG、人權與永續投資，

台經院（12月 20日） 

3. 投書 

一張紙開放自行選址 他們能先劃設風場

再告知漁民嗎？蘋果新聞網（1 月 7 日） 

漁會真能代表漁民？ 離岸風電政策可借

鏡英國漁業聯絡制度，蘋果新聞網（1月

8 日）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針對「區塊開發

規劃機制草案」之主張， 離岸風電網路

版（3 月 25日） 

保障利害關係人知情權 離岸風電必要的

程序正義，環境資訊中心（9 月 8日） 

多層次的利害關係人議合 確保離岸風電

長遠發展，離岸風電雜誌第 10 期（10

月） 

4. 漁業社區與青年培力 

辦理兩天一夜「依海而生：2021寒假青年

培訓工作坊」。（1/28-1/29） 

協助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推動法

人登記、草擬計畫等業務。 

參與並協助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

辦理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協助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安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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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同學參訪雲林箔子寮

港接待行程，並協助導覽工作。 

推動漁村永續與漁民培力，以「永續海洋

漁港變身：台子村永續海鮮市集計畫」為

主題，參與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評選計畫，

通過初選及網路票選。 

參與財團法人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

2021 年度綠集合競賽，榮獲「美麗家園

獎」獎金 3萬元整。 

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開辦的「研

究作業人員安全實務訓練」並取得結業證

書。 

5. 漁環中心外界邀訪 

【我們有不同的漁民，共享著同一片大

海】吳斐竣 2021.5.19 台灣再生能源推

動聯盟 

【離岸風場的空間共用--海上養殖的夢想

與現實】吳斐竣 2021.6.23  眼底城事週

三聊城事．線上演講 

【依海為生：風能、漁業與環境永續】鍾

瀚樞 2021.5.25  

政治大學「技術文化與創新：綠能轉型」

課程吳斐竣 2021.6.30  眼底城事週三聊

城事．線上演講 

【離岸風場開發下的沿岸漁業】吳斐竣 

2021.9.15 盤點雲林地區環境議題線上會

議 

【離岸風場產業與漁業社群的互動】1116

吳斐竣 2021.11.17 未來地球臺北海洋行

動座談會 - 海洋環境與氣候變遷 

【離岸風場對漁業的潛在影響】吳斐竣 

2021.12.17 政大創新國際學院「科技社

會與文化」課程 

【再生能源開發業者 CSR標竿分析】吳斐

竣 2021.12.20 永續投資工作坊—ESG、

人權與永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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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本年度收入總額共計10,089,433元，為民間捐助收入及其他收入9,916,124

元、利息收入173,309元。

  本年度支出總額共計12,011,004元，為業務成本4,542,203元，占總支出

37.82%、用人費用5,980,688元，占總支出49.80％、行政及管理費用為

1,088,385元，占總支出9.06%及銷售勞務支出399,728元，占總支出3.32%。

二、現金流量實況

  本年度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1,023,509元、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425,823元、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為0元，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1,449,332元。

三、淨值變動實況

 本年度未新增基金，基金累計總額為30,000,000元。淨值為27,410,915元。

四、資產負債實況

（一）資產部分：29,456,452元

1、流動資產2,213,830元

2、固定資產312,123元

3、其他資產265,499元

4、基金26,665,000元

（二）負債部分：2,045,537元

1、流動負債2,045,537元

（三）淨值部分：27,410,915元

1、淨值基金30,000,000元

2、累積餘絀-2,589,085元

五、備註

  109年度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6月22日環署綜字第1090046930號函許可

，就3,335,000元範圍內,動支捐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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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 要 表





項目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收入

  捐贈收入 9,502,722 94.18% 2,626,449 92.04% 6,876,273 261.81%

  利息收入 173,309 1.72% 225,829 7.91% (52,520) -23.26%

  股利收入 0

  業務收入 2,450 0.02% 1,301 0.05% 1,149 88.32%

  政府補助收入

  委辦收入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380,952 3.78% 0 0.00% 380,952

  作業組織收入

  其他收入 30,000 0.30% 0 0.00% 30,000

收入合計 10,089,433 100.00% 2,853,579 100.00% 7,235,854 253.57%

支出

  業務支出 4,542,203 45.02% 232,734 8.16% 4,309,469 1851.67%

  行政管理支出 6,348,968 62.93% 6,181,582 216.63% 167,386 2.71%

  捐助支出

  委辦支出

  銷售貨物或勞務成本 399,728 3.96% 0 0.00% 399,728

  作業組織支出

  其他支出 720,105 7.14% 513,177 17.98% 206,928 40.32%

支出合計 12,011,004 119.05% 6,927,493 242.77% 5,083,511 73.38%

本期餘絀 (1,921,571) -19.05% (4,073,914) -142.77% 2,152,343 52.83%

所得稅費用(利益) 0.00% 0.00% 0

本期稅後餘絀 (1,921,571) -19.05% (4,073,914) -142.77% 2,152,343 52.83%

主辦會計： 執行長： 董事長：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收支營運表

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110年度 109年度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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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10年度 109年度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餘絀 (1,921,571) (4,073,914)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收入

 股利收入

 實物捐贈收入

 利息費用

 呆帳費用

 折舊費用 13,741 3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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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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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9)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6,022) (4,418)

 存貨增加(減少)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3,494 19,129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56,096)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992,644 1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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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30) 14,55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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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509) (3,909,49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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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24)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175,499)

 收取之利息

 收取之股利

 其他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25,8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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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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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332) (3,909,49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552,404 7,461,89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103,072 3,552,404

主辦會計:  執行長： 董事長：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現金流量表(間接法)

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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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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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30,000,000

 永久受限期末淨值 30,000,000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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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571) (4,07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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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14) 3,406,400

 未受限期末淨值 (2,589,085) (667,514)

淨值其他項目

期末淨值總額 27,410,915 29,332,486

主辦會計： 執行長： 董事長：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淨值變動表

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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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2,103,072 7.14% 3,552,404 11.68%

 應收票據

 應收帳款 23,469 0.08%

 其他應收款 10,642 0.04% 4,620 0.02%

 本期所得稅資產

 存貨

 預付款項 20,551 0.07% 24,045 0.08%

 其他流動資產 56,096 0.19%

非流動資產

 基金 26,665,000 90.52% 26,665,000 87.68%

 投資

 投資性不動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12,123 1.06% 75,540 0.25%

 其他非流動資產 265,499 0.90% 90,000 0.30%

資產總計 29,456,452 100.00% 30,411,609 100.00%

 負債及淨值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應付票據

 應付帳款

 其他應付款 2,000,649 6.79% 1,008,005 3.31%

 本期所得稅負債

 預收款項

 負債準備－流動

 存入保證金－流動

 其他流動負債 44,888 0.15% 71,118 0.23%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負債準備－非流動

 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其他非流動負債

負債總計 2,045,537 6.94% 1,079,123 3.55%

淨值

永久受限淨資產 30,000,000 101.85% 30,000,000 98.65%

暫時受限淨資產

未受限淨資產 (2,589,085) -8.79% (667,514) -2.19%

淨值其他項目

淨值總額 27,410,915 93.06% 29,332,486 96.45%

負債及淨值總計 29,456,452 100.00% 30,411,609 100.00%

主辦會計： 執行長： 董事長：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110年12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0年12年31日

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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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 細 表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捐贈收入 1,700,000 9,502,722 7,802,722 458.98%

 利息收入 150,000 173,309 23,309 15.54%

 股利收入

 業務收入 2,450 2,450

 政府補助收入 3,500,000 0 -3,500,000 -100.00%

 委辦收入 2,500,000 0 -2,500,000 -100.00%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0 380,952 380,952

 作業組織收入

 其他收入 0 30,000 30,000

 總計 7,850,000 10,089,433 2,239,433 28.53%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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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成本與費用 7,834,000 12,011,004 4,177,004 53.32%

 業務成本
1,250,000 4,542,203 3,292,203 263.38%

係辦理漁民權益暨環境永

續中心業務所致。

 扶助律師酬金
100,000 110,000 10,000 10.00%

將依實際辦理情形調整預

算金額。

 專案計畫費
200,000 318,974 118,974 59.49%

將依實際辦理情形調整預

算金額。

 專案計畫費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

-
4,112,922 4,112,922 係年度新增業務。

 活動計畫費 950,000 307 -949,693 -99.97%
因疫情因素，減少活動所

致。
 用人費用 5,355,000 5,980,688 625,688 11.68% 詳用人支出彙計表。

 行政管理費用 1,229,000 1,088,385 -140,615 -11.44%

 房屋租金
600,000 619,895 19,895 3.32%

將依實際辦理情形調整預

算金額。

 旅費
240,000 66,540 -173,460 -72.28% 因疫情因素減少活動所致

 郵電費 42,000 28,227 -13,773 -32.79% 本會撙節經費所致。

 印刷及裝訂費 25,000 19,005 -5,995 -23.98% 本會撙節經費所致。

 水電費 42,000 18,380 -23,620 -56.24% 本會撙節經費所致。

 固定資產折舊
62,000 13,741 -48,259 -77.84%

因原有設備折舊年限已到所

致。

 其他費用
30,000 148,812 118,812 396.04%

本會將調整科目金額，並

撙節使用。

 辦公室用品
58,000 75,185 17,185 29.63%

本會將調整科目金額，並

撙節使用。

 其他專業服務費
130,000 98,600 -31,400 -24.15%

本會將調整科目金額，並

撙節使用。

 銷售支出 0 399,728 399,728

總計 7,834,000 12,011,004 4,177,004 53.32%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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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原始

捐助基金金

額占其總比

率

本年度期末

基金金額占

其總比率

政府捐助

   中央政府 30,000,000 30,000,000 0 30,000,000 100 100

   地方政府

   累積賸餘轉基金

   其他

合    計 30,000,000 30,000,000 0 30,000,000 100 100

創立時原始捐助基金金額 本年度期初基金金額 (1)

本年度基金

增(減)金額

(2)

本年度期末基

金金額

(3)=(1)+(2)

說明

捐助基金比率%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基金數額增減變動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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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 考 表



 



單位：人

職類(稱)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3)=(2)-(1)
說明

執行長 1 1 0

專職律師或資深研究員 2 3 1

專職人員 4 5 1

 

 

  

  合計 7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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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業務配置調整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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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職類(稱)

董事及監察人
       -           -

64,000
     -        -         -     -      -

64,000 55,000 55,000 (9,000)

執行長 660,000
          -     -

110,000 40,000 71,000 2,000 7,000 890,000 660,000 110,000 48,096 84,252 1,408 2,737 906,493 16,493

專職律師或資

深研究員
1,320,000

          -     -
220,000 84,000 140,000 4,000 14,000 1,782,000 1,220,000 263,334 95,808 183,176 4,227 8,208 1,774,753 (7,247)

專職人員 1,920,000
          -     -

320,000 110,000 237,000 8,000 24,000 2,619,000 2,061,655 46,564 390,250 244,916 480,328 7,045 13,684 3,244,442 625,442

 總計 3,900,000 0 64,000 650,000 234,000 448,000 14,000 45,000 5,355,000 3,941,655 46,564 55,000 763,584 388,820 747,756 12,680 24,629 5,980,688 (20371)

 津貼  獎金

 退休及、卹

償金及資遣

費

 分擔保險費  福利費

本年度預算數

 薪資  超時工作報酬

本年度決算數

 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其他 合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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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退休及、卹

償金及資遣

費

 分擔保險費  福利費  其他 合計(2)

比較增(減-)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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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

執行長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