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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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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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淨零排放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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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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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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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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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110 年於雲林成立，協助調和

當地近沿海漁民面臨離岸風帶開發所帶來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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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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進

行經費來源籌措。執行處盤點從 106 年成立後之工作內容及專長業

務，進行重點人力配置及專案化研究聚焦及調整。

本年度延續環境權法律扶助概念進行法律扶助法修法倡議與制

度推動，維持「環境法律扶助機構」進行個案協助，除針對環境爭

議個案提供環境權扶助，亦因應近幾年綠能爭議凸顯，加強受理綠

能爭議處理業務。並就上列個案分類進行更深入之探討及研究，進

行創新制度研議。

專注「淨零和氣候變遷」業務與政府及國內外團體合作，規劃

找出臺灣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路徑，並就氣候訴訟進行相關

倡議及律師培訓。

針對離岸風力與漁民權益及環境之調和，持續維持運作「漁民

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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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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源轉型：農地光電制度之推進

● 爭取專案設置綠能爭議處理中心

● 專案運作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

基礎研究

與

漁民法律權

益扶助

1. 海域空間規劃倡議

2. 編寫台灣版漁業聯絡計畫暨社區基金指引

3. 建立沿近岸漁業利害關係人資料庫（預計 50 人

名單）

永續海洋 1. 推動永續海洋海廢監測公民科學計畫，參加海

保署「海洋保育在地守護計畫」

1.1. 邀請刺網漁民（至少 10 位，以雲林為主、擴

及彰化、嘉義）擔任公民科學家，紀錄漁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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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撈起的海洋廢棄物。

1.2. 收集至少一整年度的資料後，可與學者合作發

表調查報告。

2. 西海岸永續漁業

2.1. 舉辦漁民培力工作坊，說明漁業資源、海洋廢

棄物、氣候變遷等議題的最新研究成果。（1 

場次）

2.2. 開發適用於小型漁業的漁獲申報 APP 原型（影

像辨識取代手抄資料），作為科學化管理的基

礎。

綠色轉型 1、 假日漁夫市集可行性評估
2、 離岸風場觀光效應實證研究

2、 預期效益

● 推廣社會影響評估概念至開發決策程序。

● 環境影響評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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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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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農地開放光電設置示範案例及相關制度研議。

● 鼓勵政府積極面對潛在的地方爭議，促進與社區共存的

再生能源發展。

● 離岸風力與漁民權益環境永續之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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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行「環權種子孵化器計畫」，鼓勵地方、社區、學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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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關注環境權及綠能。

2、 預期效益

● 提高社區民眾對於環境議題的參與權利意識，藉由自身

議題知悉如何主張權利。

● 培訓中部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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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綠色種子。

● 藉由「環權種子孵化器計畫」，捲動地方、社區、學校社

群認識環境權。由下而上面對不同聲音意見之方案。

四、 與國際接軌當代思潮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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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強「淨零和氣候變遷」業務，執行「臺灣淨零排放行

動」專案。

2、 預期效益

● 推動奧爾胡斯公約內國法化及環境權扶助制度。 

● 與國內外團體合作進行「台灣淨零排放行動」。 

● 氣候訴訟之倡議及律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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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年度預算概要 

1、 收支營運概況 

(1)本年度收入預算共編列 1,682萬元。

1、 委辦收入編列 250萬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2、 民間捐贈收入編列 1,16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70萬元，

增加 990萬元，約 582.35％，主要係 110年度開始接受民間

捐贈成立專案及受外國基金捐助所致。 

3、 政府補助收入編列 25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350萬元，減少

100萬元，約 28.57%，係配合工作計畫調整所致。 

4、 利息收入編列 22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萬元，增加 

7 萬元，約 46.67%，係參考 109 年利息收入決算數達 22 

萬元以上，故覈實估列。 

(2)本年度支出預算共編列 1,434 萬 4 千元。

1、 業務成本編列 736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5 萬元，增

加 611 萬 3 千元，約 489.04％，主要係本會新增業務及辦理 

民間捐助專案所致。 

2、 用人費用編列 577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35 萬 5 千 

元，增加 42 萬元，約 7.84％，主要係新增工作內容所致。 

3、 行政管理費用編列 120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2 萬 9 

千元，減少 23 萬元，約 18.71％，主要係因撙節本會經費 

支出所致。 

(3)綜上，本年度賸餘 247萬 6千元。

2、 現金流量概況 

(1)業務活動淨現金流入 221萬 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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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22 萬元。

(3)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0萬元。

(4)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 243 萬 6 千元，係期末現金 3,739 萬 7 千

元，較期初現金 3,496 萬 1 千元增加之數。

3、 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3,496 萬 9 千元，本年度賸餘 247 萬 6 千

元，故期末淨值為 3,744 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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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萬 3 千元，為民間捐助收入及其他收

入 262 萬 7 千元(其中 200 萬元係指定漁民權益暨環境永

續中心專款使用)、利息收入 22 萬 6千元，較預算數

775 萬元，減少 489 萬 7 千元，約 63.18%，主要係未爭

取到政府補助及委辦案所致。

2、 支出總額共計 692 萬 7 千元，為業務成本 23 萬 3 千元，

用人費用 548 萬 3 千元，行政及管理費用為 121 萬 1 千

元，較預算數 770 萬 9 千元，減少 78 萬 2千元，約

10.14%，主要係本會撙節支出所致。

3、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407 萬 4 千元，較預算數 4 

萬 1千元，減少 403 萬 3 千元，約 9,836.59%，主要係

收入未達預期所致。

(二) 成果概述：

1、 環境權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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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持續扶助之個案如附表一

2、 關注專案與制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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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續進行中之案件詳附表

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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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內容請詳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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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環境權扶助案件

1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台中市

彰化縣

11

編

號

案件 地區

新北市馬崗漁村聚落文資審議及訴訟案

2 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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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

3 新北市雙溪水庫計畫二階環評審議案

4 新北市淡海輕軌案

5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都市計畫及環評審議案

6 桃園航空城環評、都市計畫、土地徵收審議及訴訟案

7 桃園大園福海宮文化資產審議案

8 桃園市捷運綠線站體周邊土開都市計畫審議案

9 新竹竹北台灣知識旗艦園區都市計畫審議案（璞玉計

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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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新竹大享容器毗連用地擴廠環評審議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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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臺中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評審議

案

14 臺中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環評變更內容對照表訴訟

案

15 臺中中科后里園區環評土方變更環差分析審議案

16 彰化鹿港打鐵厝產業園區環評審議案

17 彰化二林精密機械園區環評審議案

18 雲林離岸風電開發案 雲林縣

19 高雄橋頭科學園區環評審議案 高雄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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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

21 花蓮卜蜂養雞場開發案 花蓮縣



附表二 重大環境議題專案

專案名稱 簡介

推動地面型光電設

置之環境社會檢核

制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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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環權會、地球公民基金會、中華鳥會、綠

盟、高雄鳥會、荒野台東分會與台灣環境規劃

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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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先行

區因程序倉促所未能處理的問題，環權會亦會

督促政府機關在接下來的程序當中進行檢討及

修正，同時也會持續推動非先行區的合理劃

設，並促使環社檢核能擴大適用到所有類型的

地面型光電。

法律扶助法修法增

修「特定領域法扶

機構」（Special

area of Legal

aid）制度。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於 96 年設立之初以「環境

法扶」的概念設立，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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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於 2020 年結合不同領域如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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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增加提升為專注於特定領域、族群或議題

的法扶基金，由政府提撥經費，參照英美國

家，成立具獨立性質的特定領域法扶機構經費

分配審議委員會，補助或獎例經費支持多元的

法扶組織進入我國的法律扶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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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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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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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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可望由我國

法院進行管轄。

本會及上述民間團體亦以越鋼案為本，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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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行動專案

（溫管法修法：提

出氣候變遷行動法

草案、臺版綠色政

綱、提出臺灣氣候

政策建言、協助籌

辦 927 青年抗暖大

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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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如何讓政府更積極就此有所

作為，透過推動台灣氣候變遷的治理的政策與

立法更顯得重要。同時由於我國的外交現實，

無法簽署包含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京都

議定書、巴黎協定等等，台灣僅能透過內國法

化，例如 2015 年立法的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法，才能有效拘束政府施政。

環權會於 2019 年啟動氣候變遷行動專案，和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合作於新國會開議前，邀請

各黨的立法委員表達其對於臺灣氣候治理的政

策藍圖，後續協助青年團體籌辦 2020 年 927 

青年抗暖大遊行，並提出台灣青年氣候政策建

言，，呼籲台灣社會為了下一代的環境，要求

政府提出更積極的氣候治理政策。

另外，本會與洪申翰立委、胡博硯老師、環保

與人權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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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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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於 2020 年底提出氣候變遷行動法立法

草案。

同時參與政府關於 2021-2025 年「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行動方案」公聽會，提出包含減碳政策

納入公正轉型原則，確保 2025 麥寮電廠除

役，保障尊嚴勞動；因應台商回流，要求新設

廠廠商提出使用 100%再生能源的用電路徑與

2050 淨零排放與減煤路徑等相關建言。

環權會將會和合作夥伴一同推動氣候變遷行動

法的立法倡議，要求政府提出台版綠色政綱，

讓臺灣邁向 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

六輕平台行動專案

(六輕空污公害訴訟 

關注小組、六輕公

民監測小組、社區

知情權暨環境資訊

立法催生小組、參

與股東會跨國聲援

中止台塑路易斯安

那設廠計畫)

2017 年環權會成立之初，與台權會、綠盟等

公民團體商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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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擔任秘書處，從立法

政策角度、相關部會責任、訴訟進行、公民參

與、環境監測之建置、六輕工安等等，形成對

六輕整體性、系統性追蹤、監測策略，再就各

團體之所長分配解決面向。

六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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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輕平台持續要求台灣政府於台塑六輕發生工

安意外時，必須發送細胞簡訊，告知雲林、彰

化、嘉義等地居民是何種工安意外與該如何應

變，以保障當地人民的社區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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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團站在一起，持續規劃法庭觀察，讓受害

者不孤單，堅持在爭取環境正義的道路上。

後續串聯台灣、美國、越南等各地台塑受害

者，於股東會發聲，要求台塑企業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做好污染防治，撤回美國路易斯安那

州設廠計畫，避免一而再的工安意外與環境污

染，侵害全球各地鄰近台塑廠區的居民的環境

權。

14



核四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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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言論自由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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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針對個案之環境能源議題公投題

目，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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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奧爾胡思公約

內國法化

環境權的概念發展，近年來逐漸由實體保障走

向程序保障，「人民如何有效的參與決策」成

為學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2001 年聯合國

歐洲委員會通過了《環境決策之資訊取得、公

民參與及司法救濟公約》，簡稱奧爾胡思公

約，奧爾胡思公約旨在保護與環境相關的權利

與人權，強調公眾決參與決策，形成對政府問

責的機制，推動責任型政府，以應對當今世界

的眾多挑戰，包括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銳

減、能源需求的增加、快速都市化，及空氣和

水的污染。

奧爾胡思公約最主要是規範「政府機關」與

「公眾」之間關於環境議題所涉及的資訊，政

府機關應該如何有系統地公開予大眾；進而，

人民參與政府決策程序的權利也應該受到保

護，且在政府機關違反前開規定時，能夠以法

律途徑解決此紛爭。本會於 2019 年受邀至比

利時參與歐盟奧爾胡斯工作坊，2020 年度持

續連結法學界、NGO 及公部門，倡議及遊說台

灣奧爾胡斯公約內國法化工作。

參與推動土徵條例

修法及國土空間審

議會議資訊公開及

民眾參與制度改善

本會持續協助土地徵收及都市計畫擬定相關法

令制度之修正，2020 年邀請台灣人權促進

會、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學會

等團體，共同主辦大埔事件七周年論壇，討論

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議題。也持續透過國會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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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遊說，持續推動都市計畫及土地徵收審議

的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之改善，以及廢除一律

區段徵收函釋等制度修正工作。

空污法修法小組

（持續關注臺灣空

污問題與臺中空污

自治條例）

環權會自 2017 年啟動空污法修法小組，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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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民間

版空污法修法草案，促使 2018 年空污法修正

納入民間團體所關心的訴求。後續持續關注中

央政府的空污治理政策，與台中市空污自治條

例的推動，並給予相關建言，除了讓社會大眾

更了解自身周遭環境空氣資訊，也促使政府積

極提出空氣治理政策，讓臺灣的空氣更好，保

障人民的環境權。

臺灣氣候訴訟行動

專案

有鑑於國際氣候訴訟蓬勃發展，相較於臺灣，

司法實務就氣候變遷的討論甚少，環權會期待

律師們能協助民眾提起氣候訴訟，讓司法權討

論政府現階段的氣候治理政策是否充分保障臺

灣人民的生存權與環境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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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此，環權會於 2020 年啟動臺灣氣候訴訟行

動專案，預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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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管制區水權

核發法律行動及制

度改善研究案

臺灣地層下陷問題由來已久，但地下水管制區

近年仍持續核准工業用水之地下水權，主管機

關的查核能量是否可以妥善管理工業用水之地

下水引用量，而不致使地下水管制區之劃設形

同具文，一直為民間團體所質疑。故由林聖崇

先生發起捐助經費並由本會與林聖崇先生及杜

文鉁先生合作檢討地下水管制區內工業用水之

水權狀核發及管制之有效性，以及評估針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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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狀核發及用水管理等事項提出法律行動之可

行性，提出地下水管制區水權核發法律行動及

制度改善之研究報告。

協助籌設漁民權益

暨環境永續中心

2020 年 6 月，雲林近海漁民作業時發生絞網

事件，雲林風場劃設與漁場重疊的問題浮上檯

面，7月下旬，雲林近海作業漁民聯繫環權會

希望能提供漁民協助，環權會基於落實及促成

環境權之保障等成立宗旨，邀集長期投入永續

海洋及海洋保育事務的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創辦人文魯彬律師等到雲林了解實際狀況，並

協助釐清爭點。

歷經爭點對焦，來回協商以及政府部門介入協

調等曲折過程，漁民及開發單位陸續達成和解

協議，希望共同促成漁業、漁民、環境生態以

及綠色能源多方共贏。

基於林三加董事長所倡議的多元法扶理念以及

文魯彬律師所倡議的成立永續海洋基金等概

念，有鑑於此案係起於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於

開發過程中未能告知主要利害相關漁民開發資

訊，致必要的公民參與決策程序闕如；最後，

在各方敦促下，開發業者允諾：願意基於落實

永續漁業、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赤道原則及海

洋生態復育，以三年為期逐年捐贈經費，成立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並由環權會擔任公

正第三方，協助雲林漁民籌設確保後續與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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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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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環境監測及社區培力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2020 上旬 1-6 月

1月-6 

月

東吳大學法律系《法律服務學習》

實習課程

01.22 「2020 氣候緊急關鍵年，NDC 氣候

治理 6元素缺一不可」座談會

02.22 藝術跨域公民科技-「大河小溪全

民齊督工：地圖平台建置計畫」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台灣生態學會及民

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03.14 2020 國際河流行動日—為河流分享 反對雙溪水庫自救

03.14 台中市國土計畫講座系列(二)-

〈氣候亂，國土計畫更亂〉

06.20 「環境訴訟第一次超前部署就上手

–案例分享」在職進修課程

2020 下旬 7-12 月

會

台灣生態學會及主

婦聯盟環境保護基

金會台中分會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環境法

委員會、臺中律師

公會、法律扶助基

金會及法律扶助基

金會彰化分會

7月-8 

月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法律服務

專題》實習課程

07.04 天涯海角電影院馬崗場：《回來安

平港》放映暨百年石屋導覽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國家電

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協辦單位：財團法

人環境權保障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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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 圈地再起-818 拆政府七週年座談 台灣人權促進會、

惜根台灣協會、台

灣蠻野心足生態協

會、環境法律人協

會及反迫遷連線

08.20 全球化下的跨境汙染與人權困境 環境法律人協會

08.24- 

08.27

土與農 2020 高中生人社環權夏季

工作坊（土 4.0）

東海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

09.27 【氣候改革 刻不容緩】青年抗暖

大遊行

發起單位：台灣青

年氣候聯盟、綠色

公民行動聯盟、地

球公民基金會、環

境權保障基金會、

環境法律人協會、

中央大學綠聚人

社、台灣健康空氣

行動聯盟、台灣少

年權益與福利促進

聯盟、台灣蠻野心

足生態協會、台灣

環境資訊協會、綠

主張綠電合作社

10 月-1 

月

第三屆環境訴訟律師培訓課程 環境法律人協會及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

協會

10.23 2020 東海 USR 環境聯合影展 東海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主辦，並與中

華民國律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台中律

師公會共同合辦，

放映電影《前進》

及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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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毒家報導》系列講座臺中場：看

不見的毒幕

環境法律人協會、

大肚山改善空污協

會及東海大學社會

責任計畫合辦

12.26 筏子溪淨溪-環境守護響應行動 荒野保護協會主

辦，並結合中華民

國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台中律師公

會共同響應共同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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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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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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萬 6 千元，為民間捐助收入 170 萬 7 千

元、漁民中心專款專用 400 萬元及利息收入 2萬 9千元，較預

算數 785 萬元，減少 211 萬 4 千元，約 26.93%，主要係因專款

專用收入所致。

2、 支出總額共計 470 萬 7 千元，為業務成本 191 萬 8 千元(專款專

用部分為 160 萬 5 千元)，用人費用 215 萬 7 千元，行政及管理

費用為 63萬 2千(專款專用部分為 7萬 1千元)，較預算數 783 

萬 4 千元減少 312 萬 7 千元，約 39.92%，主要係各項業務將於

下半年度推動。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餘絀 102 萬 9 千元，較預計數 1萬 6千元增

加 101 萬 3 千元，約 6,331.25%，主要係專款專用業務於下半

年度使用。

(二)、成果概述

1、環境權扶助業務

110 年持續協助環境權扶助案件如下：

(1)、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案

(2)、 新北市馬崗漁村聚落文資審議

(3)、 新竹台灣知識旗艦園區(璞玉)都市計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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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桃園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環境影響評估

(6)、 新北市淡海輕軌藍海線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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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彰化二林精密機械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9)、 彰化鹿港打鐵厝產業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10)、 台中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環評變更內容對照表

(11)、 卡大地布部落知本太陽光電教育及示範專區開發計畫

(12)、 高雄橋頭科學工業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13)、 新竹寶山二期科學工業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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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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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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台塑河靜鋼鐵公害訴訟案

(4)、 氣候變遷專案(溫管法修法、氣候訴訟倡議)

(5)、 毒性化學物質專案(社區知情權)

(6)、 六輕平台

(7)、 核四公投訴訟案

(8)、 地面型光電設置之環境社會檢核制度推動

(9)、 奧爾胡斯公約內國法化研究

3、培力工作

(1)、 東北角青年營-行踏北隅

(2)、 氣候訴訟律師培訓工作坊

(3)、 氣候訴訟法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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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 111 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年度 110年度 差異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收入

捐贈收入 11,600 68.97% 1,700 21.66% 9,900 582.35%
利息收入 220 1.31% 150 1.91% 70 46.67%
股利收入 0 0 0 0.00% 0
業務收入 0 0.00% 0 0.00% 0
政府補助收入 2,500 14.86% 3,500 44.59% (1,000) -28.57%
委辦收入 2,500 14.86% 2,500 31.85%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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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0 100.00% 7,850 100.00% 8,970 114.27%
支出 0
業務支出 7,363 51.33% 1,250 15.96% 6,113 489.04%
行政管理支出 6,981 48.67% 6,584 84.04% 397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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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4 100.00% 7,834 100.00% 6,510 83.10%
本期餘絀 2,476 14.72% 16 0.20% 2,460 15,375.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0 0 0 0
本期稅後餘絀 2,476 14.72% 16 1.28% 2,460 15,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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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 111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年 110年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餘絀 2,476 16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收入 (220) (150)

股利收入

實物捐贈收入

利息費用

呆帳費用

折舊費用 1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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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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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 (12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入投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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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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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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150

收取之股利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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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6 2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4,961 34,93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7,397 3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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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年度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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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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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9 4,953

未受限期末淨值 7,445 4,969

淨值其他項目

期末淨值總額 37,445 3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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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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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 業務收入 16,600 7,700

2,626     捐贈補助收入 14,100 5,200

0 政府補助收入 2,500 3,500

國內外大型基金、團體或企業

指定專案項目之捐款或補助。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專案

2,626 民間捐贈收入    11,600    1,700 經費。

0 公民營機構委託收入     2,500    2,500

0 公民營機構委託收入     2,500 2,500 
環境法律扶助機構專案

1 其他收入 0 0

226 業務外收入 220 150

226 財務收入 220 150

226 利息收入 220 150

2,853 總    計    16,820    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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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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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 支出 14,344 7,834

233  業務成本 7,363 1,250 業務成本本年度預算數7,36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250千元，

增加6,113千元，主要係盤點本會業務後調整部分支出及新增辦

理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專案所致。

30 律師酬金 500 100 50(千元)*10=100(千元)

17 扶助案件必要費用 0

因增加綠能爭議處理案件，故調升律師酬金預算。其餘案件由專

職律師承辦。

0 。110年起併入專案計畫費。

186 專案計畫費  200  200 以20千元*10案計算。

審議費用、訴訟必要費用、個案專家會議費用、記者會、翻譯

費、居民社區培力課程。。

0 活動計畫費  1,300  950 環權種子孵化器暨環權律師行動計畫費用、環權沙龍、環權青年

0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 

中心專案

0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 

中心專案薪資費用

培訓及綠能爭議處理律師教育訓練。

2,330 0 專任及兼任顧問費用(含漁業聯絡人)、專業委託費用。

漁民訪談/座談會、促進漁業健全發展對話工作坊、漁民培力工

作坊、社區一家永續漁村、永續海洋海廢監測公民科學計畫等活

動費用等等。

辦公處所房租場地費用、水電、行政費用。

3,033 0 辦理中心專案人員薪資費3,033千元，細目參照用人支出彙計

表。

5,483  用人費用  5,775  5,355 用人費用本年度預算數5,77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5,355千元，

增加420千元，係增加工作項目及人力配置所致。細目參照用人

支出彙計表。

1,211  行政管理費用 1,206 1,229 行政管理費用本年度預算數1,20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229千

元，減少23千元，主要係就109年度決算調整撙節所致。

622 房屋租金 648 600 台北及台中辦公室租賃租金，54千元*12個月為648千元。

48 辦公室設備租金 0 0 110年起併入辦公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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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郵電費 36 42 包括電話費、郵資、網路月租費等估列3千*12個月為36千元。

24 印刷及裝訂費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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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水電費 24 42 水電費係依實際需求估列2千*12月為24千元。

34 固定資產折舊 10 62 固定資產折舊費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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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辦公室用品 63 58 辦公室設備(影印機及銷毀設備)租用計53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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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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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 總 計 14,344 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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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 111 年12月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37,475 99.54% 35,039 99.48%

現金及約當現金 37,397 99.33% 34,961 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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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 78 0.22%

其他流動資產 0 0.00% 0 0.00%

非流動資產 173 0.46% 18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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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0.22% 93 0.26%

其他非流動資產 90 0.24% 90 0.26%

資產總計 37,648 100.00% 35,222 100.00%

負債及淨值 37,648 35,222

流動負債 203 100.00% 253 100.00%

短期借款 0 0.00% 0 0.00%

應付票據 0 0.00% 0 0.00%

應付帳款 200 98.52% 250 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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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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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準備－非流動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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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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100.00% 253 100.00%

淨值 37,445 34,969

永久受限淨資產 30,000 80.12% 30,000 85.79%

暫時受限淨資產 0 0.00% 0 0.00%

未受限淨資產 7,445 19.88% 4,969 14.21%

淨值其他項目 0 0.00% 0 0.00%

淨值總額 37,445 100.00% 34,969 100.00%

負債及淨值總計 37,648 3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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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人

職   類（稱）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執行長 1

主任、專職律師及資深

研究員
3

專職人員 7

總    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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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津貼 獎金 退休及卹 分攤保險

單位：新臺幣千元

福利費 其他 總計

董事及監察     -    -      90     -     -     -    -    -     90

執行長     780    -     -     130      47      82      2    -  1,041

主任、專職 2,160    -     -     360     130     235      6      3  2,894

律師及資深

研究員

專職人員   3,528    -     -     588     212     434     14      7  4,783

總計   6,468    -      90   1,078     389     751     22     10  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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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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陳欽全 高職

台中市后里區農業

與環境保護協會理

事

支領出席費(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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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元以下/次)

108.09.01~111

.08.31

董事 謝英吉 碩士
律師 支領出席費(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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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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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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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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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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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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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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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元以下/次)。

65,000(月)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