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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起訴狀 

原告   台灣人權促進會 

      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 

     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農村陣線 

     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甲ＯＯ 

   乙ＯＯ 

   丙ＯＯ 

   丁ＯＯ 

   戊ＯＯ 

   己ＯＯ 

代表人   邱毓斌（台灣人權促進會） 

彭如玉（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 

徐世榮（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 

徐世榮（社團法人台灣農村陣線） 

詹順貴（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堃安律師 

   郭子熒律師 

   潘佳苡律師 

   張意鈞律師 

   胡家瑋律師 

 

被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代表人   魏國彦 

 

原告因環境影境影響評估法事件，提起行政訴訟： 

訴之聲明： 

一、本件擴建機場園區之開發行為於辦理環評之前，被告應命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及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停止實施 

開發行為；如  鈞院認為無逕命之必要，被告應轉請交通部命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及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停止實施開發行為。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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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行政院 98 年 12 月 2 日核定通過「愛臺 12 建設」總體計畫，以「活力經

濟、永續臺灣」的願景再創經濟新奇蹟，「桃園航空城」列為 12 項優先建設之

一。嗣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於 99 年 4 月公告實施，屬綱要性之指導計畫，須依

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申請開發許可，惟因某些因素 3 致使計

畫內容難以施行。另交通部依據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5 條規定，擬定「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報經行政院 100 年 4 月 11 日函示，本案係「愛

臺 12 建設」-桃園航空城之重要核心建設項目，原則同意。101 年 6 月 7 日行政

院第 3301 次會議通過「黃金十年國家願景」，「打造臺灣成為東亞海空樞紐」列

為 31 項施政主軸之一。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中心規劃的「桃園航空城」為建立海

空樞紐施政主軸之首要旗艦計畫。101 年 9 月 18 日行政院宣布「桃園航空城核

心計畫」正式啟動，於同年 10 月 2 日成立「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

案小組」，統籌協調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之規劃、開發及招商等相關事宜，以整

合跨部會資源，加速計畫推動，並於 102 年 3 月 27 日核定「桃園航空城機場園

區建設計畫」及「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建設計畫」為重大建設。 

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 條第 8 項、第 9 項規定：「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

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

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

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開發單位

民航局及桃園機場公司未依環評法第 5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等規定，就擴建機

場園區之開發行為（下稱系爭開發行為）先行辦理環評並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審查，即逕行實施，嚴重威脅當地居民及環境，其行為核與環評法第 22 條前段

規定有違。惟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回函（環署綜字第 1040026189 號及環署綜

字第 1040032971 號函參照），其認為其無要求開發單位提出或辦理環境影響說

明書之權限，且系爭開發行為尚無實際施工行為而無環評法第 22 條之適用，故

可認主管機關已疏於執行其職務。原告共提出三份公民告知書，分別於 103 年

11 月 6 日、104 年 2 月 11 日、104 年 3 月 31 日送達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惟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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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起訴時仍未依法執行職務，原告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 條第 8 項後段、

第 9 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當事人適格 

一、 前言－有關行政訴訟法第 9 條暨第 35 條之區別 

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 條第 8 項、第 9 項規定：「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

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

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

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觀其實質

之內涵，與行政訴訟法第 9 條高度相似，行政訴訟法第 9 條之規定為：「人民為

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

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而學說均稱此類訴訟為「公

益訴訟」，乃相對於傳統上對於訴權之要求為必須有權利受到侵害，而設計此類

單純為了「公益」即可起訴之起訴要件。 

另觀諸行政訴訟法第 35 條第 1 項，其規定為：「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

人，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社員，就一定之法律關

係，授與訴訟實施權者，得為公共利益提起訴訟。」學說上通常稱此為「團體

訴訟」，其文字上與同法第 9 條略有相似，其「公益」之字眼亦使人容易與上述

之「公益訴訟」產生混淆，其差別究竟為何？即應先予以釐清。 

查立法之歷程，公益社團法人為維護社員利益，因被授與訴訟實施權而提

起訴訟，並非真正為維護公益，條文中「得為公共利益」等字眼易生誤會。

2006 年 1 月司法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即擬將

行政訴訟法第 35 條刪除，另增訂第 11 條之 1：「以維護公益為目的之團體，於

其章程所訂目的範圍內，得為公共利益提起訴訟。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

限。」欲藉此修正使本條與第 9 條並列，成為分別由人民及公益團體提起維護

公益訴訟之類型。雖然司法院嗣後撤回提案，但已點出現行規定之不合理之處

（傅玲靜，環境影響評估法中公民訴訟之當事人，月旦法學教室第 70 期參



	 4	

照）。 

故綜上所述，「公益訴訟」應為行政訴訟法第 9 條暨與其相似之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 23 條第 8 項、第 9 項所規定，行政訴訟法第 35 條之規定則為「團體訴

訟」。此區分之實益則係，若係公益訴訟，則無「授與訴訟實施權」之要件；團

體訴訟則有。 

二、 課予義務之訴部分 

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 條第 8 項、第 9 項規定：「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

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

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

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就其要

件，檢討如下： 

（一）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 

1. 按環評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7 條第 1 項，「下列開發

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二、道

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開發行為依

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評

估說明書。」及「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

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

管機關審查。」 

2. 次按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6 條，「本法第五條所稱不良影響，指開發行

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

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公

害現象者。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三、破壞自然景觀或

生態環境者。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五、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者。」 

3. 再按《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

「認定標準」）第 4 條第 1 項第 12 款及第 9 條第 2 款，「園區之開

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十二、位於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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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機場之開發，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二、興建機場跑道、跑道

延長五百公尺以上或跑道中心線遷移。」 

4. 又依環評法第 22 條，「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依第十

三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

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故開發行為非經環

評主管機關依環評法第 7 條或第 13 條之規定作成審查通過之決定

前，開發單位不得實施該開發行為。而就開發行為之定義，參照同

法第 4 條第 1 款，係指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 

5. 經查，本件「機場專用區」及「第二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之擴

建，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 年 7 月 29 日第 832 次會議所審

定，刻正辦理區段徵收作業（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12 月 1 日營署都

字第 1032921572 號函參照）。依系爭審定版都市計畫書所載，桃園

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包括機場園區擴建範圍（擴充第三跑

道用地、機場擴充用地、自由貿易港專用區及周邊地區）、以及海軍

基地及周邊地區，面積計約 1,481 公頃。」其徵收之總經費更高達

新台幣 1,035 億元；且僅僅是第三跑道之興建乙節，即已造成 1.4 萬

人之搬遷人口，搬遷面積亦多達 110 公頃，禁限建面積更是新增

4,900 公頃之環境衝擊，此亦有系爭審定版都市計畫書可為憑據。 

6. 系爭開發行為既已開始辦理區段徵收程序，則系爭開發行為對當地

環境因子即將形成顯著不利之影響，而應認至少屬於此開發行為之

「規劃」或「進行」階段，故系爭擴建機場園區之開發行為，業由

開發單位民航局及桃園機場公司所實施，洵堪認定。惟本件開發單

位民航局及桃園機場公司迄今未就系爭開發行為辦理環評，自遑論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環評法第 7 條之規定作成審查通過之認可。

從而，開發單位民航局及桃園機場公司未依環評法第 5 條、第 6 條

及第 7 條等規定，就系爭開發行為先行辦理環評並送行政院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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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署審查，即逕行實施，嚴重威脅當地居民及環境，其行為核與環

評法第 22 條前段規定有違。 

（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其法定義務 

1. 按環評法第 22 條，「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依第十三

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

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故若開發單位有違法

未做環境影響評估即實施開發行為之情事，主管機關及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即應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

並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 

2. 惟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回函（環署綜字第 1040026189 號及環署綜

字第 1040032971 號函參照），其認為其無要求開發單位提出或辦理

環境影響說明書之權限，且系爭開發行為尚無實際施工行為而無環

評法第 22 條之適用，故可認主管機關已疏於執行其職務。 

（三）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 

 於本件中，書面告知有三份公民告知書可稽，其中有部分為當地居民、    

部分為公益團體。 

1. 人民部分 

(1) 就「受害人民」可否提起本件訴訟，依被告之主張，公益訴訟應

排除因開發案對當地環境有重大不利影響而受害之人民。此觀諸

比較法及學說見解，固非無據。惟立法論之建言仍與解釋論有

間，現行法之文意十分明確，「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在符

合要件下均可提起訴訟，故可推知立法者應係為了使人民之救濟

途徑更加多元，所為之特別規定。 

(2) 同理，行政訴訟法第 9 條固有「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

事項」之文字，惟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 條第 8 項、第 9 項應為

特別規定，就此部分「受害人民」顯係立法者於特別法所欲為之

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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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件中，原告當地居民皆居住於桃園航空城計劃中，且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範圍，故其應具備訴訟權能即當事人適格。 

2. 公益團體部分 

(1) 台灣人權促進會 

a. 按台灣人權促進會已完成法人登記，其章程第 3 條，該會以

保障及促進人權並推動人權國際化為宗旨。 

b. 查本件中就桃園航空城計劃之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與否，將影

響當地居民之環境權、健康權暨程序參與權。 

c. 故該會提起訴訟符合其章程宗旨，其應具備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 23 條第 8 項之公益團體適格。 

(2) 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 

a. 按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已完成法人登記，其章程第 3 條，該

會以團結各級學校教育人員，保障教育勞動者權益、改善學

校教育環境、提昇學校教育品質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為宗

旨。 

b. 查本件中，桃園航空城計劃中涉及多所學校之位址，其是否

原地保留尚在未定之數，是否遷移、新設亦有待評估，故其

對於教育產業之衝擊亦不可忽視。又就教育品質而言，桃園

航空城於程序上過於匆促而忽視民眾意見、實體上過於傾斜

於財團、建商之利益，凡此均有害於教育之真諦，蓋若政策

之規劃、執行無法落實正義，則無從期待學子能深切體會正

義之意涵。末就社會公平正義而言，桃園航空城計劃所牽涉

者極廣，相關區域之各領域、行業皆受其影響，其是否符合

公平正義之要求宜廣泛接受各領域之專業意見檢驗。 

c. 故該工會提起訴訟符合其章程宗旨，其應具備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 23 條第 8 項之公益團體適格。 

(3) 惜根台灣協會 

a. 按惜根台灣協會已完成法人登記，其章程第 2 條，其以環境

生態保護為宗旨，並以推動農地生產環境保護、提升農業及

維護農民權益為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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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查本件中，桃園航空城計劃之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與否，將涉

及該重大公共建設之前，是否對於其就環境之影響有所確實

衡量，其若未經環評即予以通過，將可能於實施區段徵收後

造成既成狀態而難以回復，環境生態保護之目的亦將無以達

成，故就此計劃是否應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對於該協會之

宗旨而言應具備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c. 故該協會提起訴訟符合其章程宗旨，其應具備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 23 條第 8 項之公益團體適格。 

(4) 環境法律人協會 

a. 按環境法律人協會已完成法人登記，其章程第 2 條明示，其

宗旨為結合關心環境保護法制及相關議題之法律人，就環境

公共利益相關事項，進行研討及採取法律行動，並與其他關

心環境之團體或個人，建立聯繫網絡及討論互動平台，以參

與社區及國家之環境改造及國際合作，確保符合世代公平正

義的自然生態、經濟及人文環境之永續平衡。 

b. 查本件中，桃園航空城是否應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乃就環

境公共議題高度相關之議題，並且就環境影響評估法之適

用，亦屬法律相關之爭議，故本件應與環境法律人協會之宗

旨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c. 故該協會提起訴訟符合其章程宗旨，其應具備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 23 條第 8 項之公益團體適格。 

(5) 台灣農村陣線 

a. 按台灣農村陣線已完成法人登記，其章程第 2 條揭示其宗旨

為由人民自發的角度，針對台灣農業、農村、農民、農地等

議題，推動相關之具體實踐，並致力於小農耕作、永續農業

與在地經濟之發展。 

b. 查本件中，計畫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中，農業區佔地 2,447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共 52.21%，其中特定農業區 1,485 公

頃，一般農業區 962 公頃；而計畫區之土地使用現況，農業

使用佔地 1,891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39.95％。惟系爭計畫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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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之農業專用區僅保留 16.87 公頃，故系爭計畫與農業之發

展有極為巨大之影響。 

c. 故該陣線提起訴訟符合其章程宗旨，其應具備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 23 條第 8 項之公益團體適格。 

（四）須主管機關接受告知逾 60 日以上，仍未依法執行職務： 

三份公民告知書分別於 103 年 11 月 6 日、104 年 2 月 11 日、104 年 3

月 31 日送達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惟迄至起訴時其僅回函內容如上所

述，故其仍未依法執行職務。 

 

乙、實體部分 

壹、本件桃園機場園區之開發行為應立即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理由如下： 

一、本件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4 條之「開發行為」： 

(一) 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的立法具有環境風險預防之意旨，此

機制之設立乃鑑於重大開發案對環境及當地居民之危害，具有持續性

及累積性的影響，是故對重大開發行為須預先經一定風險評估程序予

以把關。此立法意旨迭經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601 號、102

年度判字第 120 號、102 年度判字第 782 號等多起判決予以肯認。既

為環評法核心主旨之預防原則，如何於具體個案中體現，端視於具體

個案中對於開發案之行為階段是否對環評法所「欲保障之事項」確實

達成「事前評估」的效果。環評法第 1 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

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

法。」，同法第 4 條第 2 項：「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

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

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

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基本法第 2

條:「本法所稱環境，係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之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

人為影響之自然因素總稱，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陸地、礦

產、森林、野生生物、景觀及遊憩、社會經濟、文化、人文史蹟、自

然遺蹟及自然生態系統等。」自各法條規定顯示，環評法意在保障環

境，又所保障之環境顯非單指自然環境而言，尚包含一切關乎人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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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各項因子，如文化、經濟及生活等，涵蓋廣泛實立意良苦。 

桃園國際機場涉及「土地取得」及「建設開發」兩個軸向的開發，就

用地取得部分，需進行用地取得、土地重劃及地目變更等程序；建設

開發則為對機場園區進行空間規畫、資金取得及產業合作等。其間涉

及者包含自然環境如濕地、埤塘、農地開發；人文環境涉及公共設施

遷移、噪音振動及人口遷移等環境因素。依環評法對於環境之認定，

上述項目皆屬環評法風險預防所涵納之範圍，環境影響評估應針對上

述項目為適當評估。又既屬風險預防則應係指於實施具風險的行為

前，為先期的預防措施，是故，在涉及上述環境之開發前，應為事前

的環境影響評估。 

(二) 按環評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開發行為：指依第五條規定之

行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是故環評

法就開發行為所要求之環境影響評估程度，係包含「規劃階段」在內

之開發程序。 

(三) 次按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於 98 年 1 月 23 日公布施行，作為建設桃

園國際機場之法源依據，該條例第 4 條規定: 「主管機關為國際機場

園區（以下簡稱園區）之開發、營運及管理，設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機場公司）」第 5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應

擬訂園區綱要計畫，報行政院核定……。」第 9 條:「主管機關得依第

五條第一項園區綱要計畫，商請中央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擬訂園區特定

區計畫……。」第 5 條第 2 項：「機場公司應依前項園區綱要計畫及第

九條園區特定區計畫，擬訂園區實施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定，……。

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自行訂定園區實施計畫，交機場公司執行。」第

6 條：「機場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園區綱要計畫、第九條之園區特定區計

畫及前條第二項之園區實施計畫，擬訂園區重大建設計畫，應報主管

機關核定……。」 

是依上開規定所載，就其文義配合各計劃之功能做綜合思考，訂定園

區綱要計畫係就開發國際機場為機場配置、分期擴建藍圖及預估投資

金額等初步之建置構想，屬於對國際機場園區建設之「可行性評估階

段」。園區綱要計畫核定通過後，將就機場園區整體作實質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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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建設發展部分，則進一步由國營機場公司專責擬定園區實施計

畫，並送主管機關核定；涉及用地取得部分，由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擬

定園區特定區計畫，此階段屬「綜合規畫階段」。 後，在「建設計

畫階段」，針對前述規劃，做成執行開發所須之園區重大建設計畫及

區段徵收計畫。 

(四) 再查環評法第 6 條第 1 項:「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施行細則第 8 條:「本法

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劃，指可行性研究、先期作業、準備申請許可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有關規劃之階段行為。前項認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又就有關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何為規畫之階段行為，環保署環署綜字第七○三一一號函:「環境影

響評估法規對於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對象、時機及程序已

有明確規定。……」環保署認定上述環評法及其施行細則已明確規

定，目前並無另行認定規畫階段行為。 

綜上所述，可行性評估階段雖為初步對機場園區開發可行性與否的判

斷，然而環評法已認定為屬開發行為之一部，則遑論嗣後之綜合規畫

及建設計畫階段為對機場園區如何開發的規劃，盡屬環評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開發行為範圍內。執此反觀目前桃園航空城之發展進

度，針對園區建設軸向，行政院已於 102 年核定「桃園航空城機場園

區建設計畫」、「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建設計畫」為「重大建設計

畫」，開發已進入建設計畫階段。土地取得軸向則經內政部於 103 年通

過之「新訂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中審定以交通部及桃園

市政府為開發主體，就需用土地採區段徵收方式進行土地取得作業，

更於 104 年進行徵收必要性聽證程序，顯示亦至少進行至「綜合規畫

階段」。綜上可知，桃園國際機場園區開發實已屬於開發行為之規畫

階段，如符合環評法應進行環評之條件，則應立即提出環說書進行環

評程序。 

二、本件國際機場園區開發行為（包含機場專用區及自由貿易港區），依法應立

即辦理個案環評，且應整體一併辦理不得分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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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屬「應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 

1. 按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簡稱環評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一、……。二、道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

開發。……前項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

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

本法公布施行後一年內定之，送立法院備查。」；第 6 條第 1 項

「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

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7 條第 1 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

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分別著有明文。 

2. 另按前開環評法第 5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簡稱環評認定標準）第 4 條第 1

項第 12 款「園區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十二、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道路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二、道（公）路興建或延伸工

程、高速公路或快速道（公）路之延伸工程或連絡道路、交流道

之興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九）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都市土地或非都

市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下化工程長度合計一公里以上。」；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機場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二、興建機場跑道、跑道延長五百公尺以上或跑

道中心線遷移。」；第 31 條第 1 項第 23 款「設置石油管理法所定

之石油、石油製品貯存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十一）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或其貯存槽總貯存容量或累積貯存容量一萬五千公秉

以上。（十二）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或其貯存槽總貯存容量或累積貯存容量三萬公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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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明文。 

(1) 本件開發行為為「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所規劃，符

合環評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機場之開發」殆無疑義。再

按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3 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機場專用區：指主管機關劃定提供航空運輸服務所需之

機場範圍。二、國際機場園區：指機場專用區及其區內或毗

鄰之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其中「機場專

用區」包含「第三跑道」之興建，符合上開認定標準第 9 條

第 1 項第 2 款興建機場跑道。按內政部「擬定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書（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2 次會議審定版）」第 1-5 頁載明「計畫範圍包括行政院核

定之「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及 「桃園航空城附近

地區建設計畫」包括非都市土地約 4,210.71 公頃」其中機場

園區大部分屬於非都市土地，顯已超過前開認定標準第 4 條

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之 10 公頃。 

(2) 按「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第 8 章公共設施（頁

8-1），本園區計畫包含興建「新油庫區」，內容載明：「約需

再增建 4 萬公秉容量之油庫(5 座容量為 8,000 公秉之油槽)，

故油庫區約需 4 公頃之用地。」本件開發行為大部分位於非

都市土地，以 4 萬公秉之容量而言，符合前開環評認定標準

第 31 條第 1 項第 23 款第 12 目。另，同頁亦載明需興建「勤

務道路」，「初步估算勤務道路之新設，地下型式的隧道部分

總長約需 2.2 公里；新環場勤務道路總長約需 10 公里。」符

合前開環評認定標準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9 目隧道或地下

化工程長度合計一公里以上之規定。 

3. 綜上所述，本件符合環評法第 5 條及環評認定標準第 4、5、9、31

條，屬於「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已堪認定。按環評

法第 5 條第 2 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本案被告環保署）訂定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即立法機關賦

予行政機關就環評法第 5 條第 1 項「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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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原則性規定再訂定更細節性、技術性、

具體性之規定，且現今各式開發行為變化多端，以法規命令之方

式訂之，更具有與時俱進之彈性。因此，前開環評認定標準應為

主管機關考量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的各種開發行為類型、規

模、地點所為之細節性規定，如符合認定標準之任何一款目，即

屬於主管機關認定之「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此

由觀察前開認定標準所規定之開發行為「地點」，有國家公園、野

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重要濕地、台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水庫集水區等

等，均屬考量到對環境的影響「之虞」而為的規定甚明。基此，

如符合前開認定標準任何一款目，即足以認定應實施環評，而無

庸再行另外審查對環境有無不良影響之虞來決定是否實施環評，

此乃環評相關法令體系解釋之當然結果，否則相當具體化的認定

標準可能被「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此一抽象不確定性概念架

空。被告環保署曾於 84 年 12 月 4 日以「環保署環署綜字第 63199

號函」表示「本署已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訂定發布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集水區治理規劃之各項開發

行為若符合上開認定標準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亦持相同

之見解甚明，基此，本件明確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

為，要無再另行判斷是否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之必要。 

4. 退步言之，縱不採取上述之法律解釋方法，而欲另行判斷是否對

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本件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亦無疑義，理

由如下。按環評法第 5 條第 1 項所謂「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

者」，於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下稱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有所解釋：「本法第五條所稱不良影響，指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

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公害現象者。

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三、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

者。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者。」另外，環評法第 5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開發行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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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下簡稱環評作業準則）第 28 條「開發單位

應評估開發行為在施工與營運期間，對周遭環境之文化資產（含

水下文化資產）、文化景觀、人口分布、當地居民生活型態、土

地利用型式與限制、社會結構、相關公共設施包括公共給水、電

力、電信、瓦斯與排水或污水下水道設施之負荷、產業經濟結

構、教育結構等之影響；並對負面影響提出因應對策或另覓替代

方案。」本件開發行為刻正辦理區段徵收作業已如前述，從本件

開發計畫之內容以觀，顯見包括「規劃」之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

良影響之虞，經查： 

(1) 本件「機場園區擴建項目」預計徵收面積達 745 公頃（機場

專用區用 615 公頃、自由貿易港區用地 130 公頃），區段徵

收成本 595 億圓（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第 9-14

頁）。且僅是第三跑道興建部分將造成 1.4 萬人之搬遷人口，

搬遷面積亦多達 110 公頃，禁限建面積更是新增 4,900 公頃

（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第 13-27 頁），如此將造

成人口分布、居民生活型態、土地利用之大幅變更。 

(2) 本件開發行為鄰近經評定為「國家級海岸自然濕地」之桃園

市許厝港濕地（參考「98-100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評選作業─

研商許厝港濕地範圍及重點保護標的事宜」會議紀錄），該

濕地從沿海地區延伸到圳股頭、廣興堂等內陸濕地，提供水

鳥結構完整的「移動性遷徙」活動空間，乃國內重要水鳥棲

地及賞鳥景點。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第三跑道距離海邊僅 1.5

公里，相較於現有 0523 跑道距離海邊 4 公里近了許多，第

三跑道起用後飛機起降距離濕地更近，勢必會增加鳥擊事

件，威脅鳥類生存。機場擴建及周邊相關產業區的進駐勢必

也會對濕地生態造成衝擊，使其棲息地減少或陸化，干擾候

鳥、留鳥的遷徙活動，顯有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之虞。 

(3) 埤塘在桃園市分布密度甚高，成為特殊的地理景觀，具有儲

水灌溉、休閒、保存物種及基因多樣性等功能，且為歷史悠

久之設施，呈現客家族群先民開拓鄉土的軌跡及特有人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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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新聞稿桃園大圳及光復圳系統埤塘

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展示會

http://www.hakka.gov.tw/public/Data/5112314225771.doc），同時

屬於「文化」地景，甚至被行政院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評選為

「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詳見其官網

http://twh.boch.gov.tw/taiwan/index.aspx?lang=zh_tw）。「桃園埤

圳重要濕地」亦屬於國家重要濕地之一，為多種水生植物、

昆蟲棲地，甚至有珍貴稀有種台北赤蛙、保育類鳥類燕鴴、

紅尾伯勞等等，由桃園縣政府申請內政部營建數補助計畫

「桃園縣 100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保育行動計畫修正計畫書—

—發現「埤塘之美」再生「千塘之鄉」」亦可知其「濕地零

損失、棲地不萎縮、埤塘零污染」之計畫目標。且桃園市埤

塘之 大所有權人行政院農委會農田水利會亦表明「未來在

面對「水資源開發與調配運用」、「生態環境保育」、「觀

光休閒產業」之課題上，更需不斷藉由產官學界各方集思廣

益，共同努力，以達「埤塘」永續再造。」（見水利會官網

http://doie.coa.gov.tw/story/story-detail.asp?story_id=16） 

本件開發行為在第三跑道預定地部分將填平 3 座大型埤塘共

約 42 公頃（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第 13-2 頁、

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書第 3-8 頁），

若無另尋地點增設埤塘水域面積與以補足，將與埤塘零淨損

失原則有違，有破壞自然環境、生態環境、文化環境影響之

虞。 

(4) 第三跑道及自由貿易港區擴建區域內有后厝國小、沙崙國

小、竹圍國小、北區綜合展覽館、第二十公墓等公共建設

（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第 3-44 頁、新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第 3-52

頁），將面臨合併、遷移或廢除危機，有影響教育結構、社

會結構之虞。 

(5) 整體機場園區的興建過程的噪音及振動未經評估，且第三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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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完成後班機起降之噪音將使噪音防制區往北邊擴張，影響

既有居民之安寧及沿海溼地生物之生存，且防制區內將不能

新建住宅區、學校、醫院等生活設施亦影響居民之生活型態

（見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書第 6-8

頁、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

估說明書第 7-4 頁）。 

5. 進一步言之，本件甚至屬法定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評之開發行

為，查： 

按環評法第 8 條「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

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

項：……」及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本法第八條所稱對環境有

重大影響之虞，指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依本法第五條規定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且屬附表二所列開發行為，並經委員會審查認

定。二、開發行為不屬附表二所列項目或未達附表二所列規模，

但經委員會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認定下列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

虞者：（一）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

（二）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三）對保

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有顯著不利之影響。（四）

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

（五）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

式，有顯著不利之影響。（六）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不利

之影響。（七）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不利之影響。（八）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且同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附表二」第 6

點「興建機場跑道」著有明文。 

6. 綜上所述，系爭開發行為屬「應實施環評開發行為」，要無疑義。 

(二)政策環評與個案環評不同，縱已進行政策環評，仍應辦理個案環評： 

1. 內政部依據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與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

及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2 點之規定，

擬訂「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並依環

境影響評估第 26 條與其相關子法「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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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規定，實施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經環保署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31 次會議審議作成徵詢意見，修正該政策

評估說明書。 

2. 上述內政部所辦理者係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其法規依據係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6 條：「有影響環境之虞之政府政策，其環境影響評估之有關作

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行政院環保署據此所定之相關子

法為「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依作

業辦法第 3 條、第 4 條之規定，政策有影響環境之虞者，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依作業辦法第 6 條、第 7 條之規定，政策研提機

關自行評估並作成評估說明書後，應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得徵詢相關機關或團體意見，予以參酌修正。「新訂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屬於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4 款與環

保署根據作業辦法第 4 條擬訂之「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

項」中「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僅適用面積 10 公頃以上者）」

之土地使用政策，係「有影響環境之虞」之政策，因此須依法實

施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學者葉俊榮認為，政策環評之功能係定位為「儘早評估」(Early 

Assessment)與「整合評估」(Integrated Assessment)，強調政府應就

政策實施可能造成的影響，儘早評估且應打破個別計畫的侷限，

從整體影響的角度，強調整體、加總或累計的影響。亦即，於政

府制定政策之過程中導入環評概念，以期用宏觀、全面的視野評

估政策整體對於環境之影響，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 

3. 內政部雖已辦理政策環評，但本件桃園機場園區之開發行為仍應

依法辦理環評法第 4 條第 2 款針對開發行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原

告所要求辦理者係個案型環境影響評估 （ project EIA ），依環評

法第 5 條，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依同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8 條之規定，由開發單位作成

環境影響說明書，於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該說明書，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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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由其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一階段之審查

結論若認開發行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則續行第二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者；依環評法第 14 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之規

定，環評審查結論對開發行為有否決效力，可實質影響開發行為

可否進行。 

4. 個案環評之適用對象為單一開發行為，著重於合乎相關法令規

定、工法、技術或預防方式等，強調如何減低開發行為對環境的

衝擊，且個案環評須由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並做成審查

結論，其審查結論具實質法效力，可能是通過或有條件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應續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認定不應開發，

而於環評程序上；政策環評之適用對象為政策、計畫、方案，著

重於意見收集以研擬 佳政策，由於係在制定政策之過程中進行

政策環評，其具原則性及永續性之上位屬性，須盡可能納入所有

因素考量，涵蓋範圍較廣，且政策環評由政策研提機關自行評

估，中央主管機關、相關機關或團體意見僅供參酌修正，無否決

效力。  

5. 綜上所述，政策評估與個案評估之法律規定、評估方式、功能、

效力各異，政策環評無法取代個案環評之作成，本件桃園機場園

區之開發行為仍應依環評法辦理環評。 

(三)本件開發行為應「立即」辦理環評作業，不得拖延至區段徵收作業完

成後： 

1. 環評法第 7 條第 1 項所謂「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於本

件情形應指：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5 條第 2 項「機場公司應

依前項園區綱要計畫及第九條園區特定區計畫，擬訂園區實施計

畫，報主管機關核定……」及第 6 條「機場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園

區綱要計畫、第九條之園區特定區計畫及前條第二項之園區實施

計畫，擬訂園區重大建設計畫，應報主管機關核定」，且同法第 3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則前開條文所稱之將園區實施計畫及

園區重大建設計畫報主管機關（交通部）核定，即為環評法所規

定之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以進行環評之時點。經查，本件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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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擬訂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早在民國 100 年 4

月 11 日經行政院核定在案，交通部復以「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

設計畫書」於 102 年 3 月 27 日經行政院以院臺交字第 1020017083

號函、都字第 1020001133 號函認定為重大建設。由此可知，本件

開發行為早已啟動且現正持續進行當中，已屆至法律規定應進行

環評之時點。 

2. 本件應於區段徵收作業完成「前」先行辦理環評： 

(1)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 年 7 月 29 日召開之第 832 次會議

決議通過「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案」，目前（104 年底）正辦理區段徵收之預備聽證及正式聽

證程序，足見「區段徵收」作業業已開始進行且持續進行

中。 

(2) 按環評法第 1 條揭櫫「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之立法

目的，及環評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

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

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

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

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已明確指出環評之「預防原

則」。另 高行政法院亦指出「環境影響評估，乃開發單位於

規劃開發行為時，「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予以

預測、分析；於預測開發行為對環境之影響所引用之各項環

境因子預測推估模式，並應敘明引用模式之適用條件、設定

或假設之重要參數以及應用於開發行為之精確性與適當性；

評估開發行為對環境之影響，其影響程度、範圍及對象可量

化者，復應於適當比例尺之圖件上標明其分布、數量或以數

據量化敘述……」；「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固係為一般國民福祉

所設之公益性法規，惟其係針就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包括生

活環境、衛生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

態等「可能影響（危害）之程度與範圍」，「事前」以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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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所為「危險預防

（防止）或危險管理」之措施，藉以達成環境保護與增進國

民生活安全保障之目的。」（ 高行政法院 104 判字 360 號判

決參照） 

(3) 本件開發行為為整體桃園市航空城之計畫案之一部，且為機

場園區之核心部分，與整體航空城計畫有牽一髮動全身之關

係，若本件之開發行為無法進行，則周邊附近地區之產業區

等將無獨立開發之可能。查本件開發行為採取「一次取得機

場園區擴建用地，再採分階段方式推動開發」（見臺灣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第 9-11 頁），將先進行我國歷史上 大規

模區段徵收取得用地，再分階段開發，則實際上各區塊開始

動工之時程不一，將持續數年甚至十幾年，影響層面可謂全

國數一數二。於區段徵收作業進行時，對於當地環境之前述

不利影響已發生，則本件自應於區段徵收程序完成前即行辦

理環評。否則，若徵收處分已做成，造成對環境不利影響之

既成事實，此時再辦理環評，顯與環評法之預防原則、風險

管理之制度目的不符。再者，徵收已耗費鉅額經費且面積甚

廣、搬遷人口甚多，此時豈有可能做成不通過環評之審查結

論？如此將使環評審查程序淪為徵收處分之背書，環評審查

委員會將淪為橡皮圖章，毫無實質審查之空間。 

(4) 再查內政部營建署營署都字第 1032921572 號函認為依都市計

畫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重大投資開發案件，涉及都市計畫

之擬定、變更，依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實施水土保持之

處理與維護者，得採平行作業方式辦理。」本案依該條採都

市計畫與環境影響評估平行作業方式辦理。內政部營建署之

此項見解固非無見，然本件開發行為目前已經進行至「區段

徵收作業」（已如前述，且此函亦明確載明），則都市計畫之

擬定、變更程序早已結束，仍尚未實施環評，已非都市計畫

法第 27 條之 2 所適用之範圍，無平行作業方式辦理之問題，

而係應立即進行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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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件開發行為包含「機場專用區」及「自由貿易港區」應合併辦理環

評，不得區別辦理： 

1. 機場園區與自由貿易港區屬於同一開發行為： 

按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2 款：「二、國際機場園區：指機

場專用區及其區內或毗鄰之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

又系爭擴建機場園區之開發行為業經「台灣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

畫」規劃在案。由此可知國際機場園區開發，所指者係包含機場專

用區及自由貿易港區開發，兩區域屬於「同一開發」。惟查環保署

於 104 年 4 月 27 日發布之環署綜字 1040032971 號函覆，卻援引環

評法第 15 條：「同一場所，有二個以上之開發行為同時實施者，得

合併進行評估。」是環保署對「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

有明顯錯誤」。 

2. 縱為兩開發行為，亦應合併辦理環評： 

退萬步言，縱使 鈞院認為機場園區與自由貿易港區為不同開發行

為，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規定:「本法第十五條所稱同一場所，

指一定區域內，各開發場所環境背景因子類似，且其環境影響可合

併評估者。」環保署以開發主體、目的、內容及規劃進度不同作為

判斷理由，顯然論理不足，蓋開發行為必定會有先後期不同作為，

即使單視機場園區，亦包含目的及進度不同之開發內容，各內容既

然不一樣對環境影響理當有所不同，然而整體視之，皆屬對於國際

機場園區之開發。環評法施行細則所指之環境背景因子，應指開發

範圍內之自然之連續性及人文環境之關連性與否，與開發主體及開

發案之規畫內容無涉，若開發範圍內具有諸如農業產業、地理環境

或自然生態等因素彼此相關聯，則須合併予以評估，否則僅因開發

規劃內容相異即認定屬於無關聯性之開發行為，對於整體環境保護

顯然保護不足，難謂符合環評法之本旨。 

貳、本件於辦理上開環境影響評估且審查結論通過前，應停止開發行為。 

一、開發單位民航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桃機公司）未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 5 條、第 6 條、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就系爭開發行為辦理環評。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2 條後段之規定，於前開擴建機場園區之開發行為之環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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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作成前，請被告逕命開發單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 

(一)環評法第 22 條：「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依第十三條規

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

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

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就其要件檢討如下: 

1. 依環評法第 2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環

評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前段「主管機關之分工依附表一定之。」之

規定，所指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另，依國際機場園區

發展條例第 2 條「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第 6 條「機

場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園區綱要計畫、第九條之園區特定區計畫及

前條第二項之園區實施計畫，擬訂園區重大建設計畫，應報主管

機關核定；重大變更時，亦同。」之規定，所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交通部。  

2. 開發單位為民航局與桃機公司。交通部主管全國交通行政及交通

事業，，組織分工上航空運輸由民用航空局與桃園機場公司辦理

相關事務。桃機公司係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4 條「主管機

關為國際機場園區（以下簡稱園區）之開發、營運及管理，設國

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機場公司）；其設置另以

法律定之。」與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之規

定，於民國 99 年 11 月 1 日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桃園國際航空站

改制成立，主要負責國際機場專用區之規劃、建設及營運管理、

航空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園區內自由港區開發及營運，

及其他投資或轉投資航空運輸、自由港區事業；航空站及飛航服

務則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經營，負責我國民用航空事業之發展規

劃、建設及監理等工作。 亦即，開發單位民航局隸屬於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交通部，桃園機場公司則係由交通部民航局支航空站改

制而成，兩者皆為交通部部屬機關，開發單位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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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有隸屬關係。  

3. 觀察環評法第 22 條之意旨，係由主管機關「發動」命開發單位停

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程序，第 22 條前段規定「由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係依主管機關之轉請而執行環評法第 22 條之規定，為命開發單

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第 22 條後段則規定主管機關可

逕為命開發單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亦即環評法第 22

條之程序發動者是係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第 22 條前段

中僅扮演執行者角色。 

4. 本案中開發單位並非一般之民間私人公司，而係交通部部屬機

關，於開發單位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部屬機關的情形下，考量

開發單位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隸屬關係，並參酌環評法第 1 條

之意旨，由主管機關逕為命開發單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

分為 具效率方式，不僅迅速執行環評法第 22 條以達環境保護目

的，且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交通部仍將透過對其部屬機關之監

督知悉該命開發單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若循第 22 條

前段規定「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

發行為。」，是徒增程序並可能延宕開發行為之停止，基於行政效

率、提高行政效能及避免不必要之行政程序，並盡速達成環境保

護目的，無須由環保署轉請交通部，命開發單位(交通部部屬機

關)停止實施開發行為。應循環評法第 22 條後段規定，由環保署

逕命開發單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以期盡早停止開發行為，避免

對環境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 

5. 同時，依環評法第 1 條之意旨：「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

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命開發

單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將避免破壞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經濟

環境，以及避免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有不利影響，達到環評法

預防原則之功能。且原告已依環評法第 23 條以公民告知書要求被

告執行同法第 22 條之規定，但被告回函拒絕依法辦理，綜上所

述，符合環評法第 22 條後段之規定，有必要由主管機關逕命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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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停止實施開發行為。  

 

此 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2 6 日 

具狀人  台灣人權促進會 

      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 

     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農村陣線 

      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甲ＯＯ 

   乙ＯＯ 

   丙ＯＯ 

   丁ＯＯ 

   戊ＯＯ 

   己ＯＯ 

               代表人  邱毓斌（台灣人權促進會） 

彭如玉（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 

徐世榮（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

會） 

徐世榮（社團法人台灣農村陣

線） 

詹順貴（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

會） 

               撰狀人  廖堃安律師 

                 郭子熒律師 

                 潘佳苡律師 

                 張意鈞律師 

  胡家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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