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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訴訟陳述意見狀 
 

原      告： 王鐘銘（年籍詳卷） 

             陳福齊（年籍詳卷） 

  

被      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年籍詳卷） 

 

代  表  人： 沈世宏（署長） 

 

訴訟代理人： 蔡明家律師 

江怡萱律師 

陳彥君律師 

             陳孟君律師 

             謝孟璇律師 

 

答辯聲明：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環境影響評估事件，被告對於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

104年 11月 2日判決結果不服，陳述意見如下： 

壹、當事人適格部分： 

關於原判決意旨（三）引用預防原則，並依判決意旨（四）引述環評

法第 8 條、第 11 條第 1 項、第 12 條、第 13 條即主管機關應舉行公

聽會之規定；判決意旨（五）依據新保護規範，併以判決意旨（六）

認定當地居民之範圍，復以判決意旨(七)引用司法院釋字第 426號、

第 465 號解釋及學者見解，認為環境權實為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第 15 條之財產權及生存權之「複合權」，受憲法第 22 條

保障；判決意旨(九) 引用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認為保護規範理

論非僅保護實體法上權益，且現代已逐漸重視「程序正義」，則被告

未經二階環評而作成有條件通過之審查結論，已影響原告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 8條以下具有之程序權利一節，固非無據。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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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判決提出「預防原則」作為判斷原告當事人適格之依據，然對

於風險之預測、風險抑制、預防之評估等具體內容，均未見原

判決說明何以本件原告在預防原則之下屬受風險影響之對象，

且本諸預防原則有定義不明確、輔助原則範圍未界定、未經比

例原則評估抑制相關產業發展等特性（王服清，論預防原則的

應用與問題，憲政時代第 39 卷 1 期，2013 年，頁 35 至 36），

倘予以過渡適用於現行法之規範中，是否形同架空行政訴訟法

對於公益訴訟仍需具備當事人適格之要件，即一旦屬環境訴訟，

起訴之原告均有當事人適格之不合理情形? 

二、環評法第 8條係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然本件爭議

係有關系爭開發案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合法性之問題，尚未

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合法性審查，則原判決以該規定

為系爭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合法性之論述，似有倒果為因之疑

慮。另環評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2 條之規定雖有對於開發單

位製作環境影響評估書及目的事業主關機關舉行公聽會之程式

要求，然本於法條文義，仍係以「當地居民」為參與程序之對

象，亦即，縱原判決認定本件有預防原則之適用，亦應以「當

地居民」為預防原則相關規範保護之對象，故於「當地居民」

範圍未經原判決提出認定之依據以前，無從僅以規定之本身認

定本件原告具有當事人適格。 

三、至原判決雖認定原告受保障之利益為「環境權」一節，然原告  

     於起訴報告時並未具體主張其受損害之權益為「環境權」，且於  

     補充書狀中係主張「休閒權」均無具體陳明「環境權」之概念， 

     則原判決據以認定原告受保護之利益為「環境權」等節，似有 

     認作主張之情而屬訴外裁判；退步言之，縱認原告有主張環境 

     權之意旨，然細繹司法院釋字第 426號1、司法院釋字第 465號 

     解釋2，其僅謂環境保護為｢政策目標」或｢客觀義務」，原判決 

                                                      
1司法院釋字第 426 號解釋文：｢主管機關徵收費用之後，應妥為管理運用，俾符合立法所欲實現

之環境保護政策目標，不得悖離徵收之目的，乃屬當然」，解釋理由：｢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二

項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係課國家以維護生活環境及自

然生態之義務，防制空氣污染為上述義務中重要項目之一」。司法院釋字第 465 號解釋則謂：｢……

同法第三十三條對於非法買賣前開公告之管制動物及製品者予以處罰，乃為保育瀕臨絕種及珍貴

稀有野生動物之必要，以達維護環境及生態之目標，……，與憲法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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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以此二號解釋及學者見解即認為環境權為人民所得主張之列 

     舉基本權，似嫌速斷，何況憲法上之列舉基本權均具｢個人性」， 

     則得納入憲法第 22條列舉基本權保障範疇者亦應如是，凡此均 

     與自然環境本質上毋寧係｢集體權」之概念相觸；退萬步言之， 

     縱認環境權受憲法第 22條之保障而為人民所得主張之主觀公 

     權利，環境權之內涵亦不適合作為實體權利存在，毋寧作為以｢ 

     程序參與」為本位之權利，蓋環境生態複雜多變，加以人類經 

     濟與科技之發展進程常伴生對於環境資源不同之取用需求，從 

     而環境權之實體內涵必然高度不確定，實踐上亦關涉國家之財 

     政與給付能力，則人民如何主張環境權之實體內容並作為得以 

     請求給付之主觀公權利、國家有無能力履行等等均非無疑，故 

     僅能認為人民所得主張之環境權係與實體權利有所連動之｢適 

     度參與環境決策之程序權」。 

四、又姑不論原告有無主張環境權，原告於補充書狀主張之「類似於 

     健康權的休閒權」，僅泛言「一般民眾之生活壓力龐大，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趨於疏離…適當的休閒與健全的人格發展將產生一 

     定的連結關係。也就是說，休閒場所被剝奪破壞，除了居民對 

     該地的情感上連結將受有打擊之外，因此失去休閒場所導致壓 

     力無所排遣等…免費遊樂休憩場所…」，並未指明休閒權之憲法 

     或法律上依據何在，則休閒權係受何種保護規範保護之法律上 

     利益令人費解。果係如此，僅能認為休閒排解壓力係屬感情上 

     利益，免費遊憩場所屬經濟上利益，而均與法律上利益無涉， 

     原判決對此並未表示理由，而逕以休閒權作為裁判依據，似有 

     未洽。 

五、另判決意旨(九)謂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69號解釋，保護規範理論 

     並無限於只保護實體法上權益而排除程序法上權益之意旨，且 

     現代已逐漸重視「程序正義」之觀點，固有見的；惟行政機關       

     違法或違憲未必表示人民有主觀救濟權能，必須所違反者係保     

     護規範，權利或利益受損之特定人始就其受保護之特定利益享 

                                                                                                                                                        
2司法院釋字第 465 號解釋文：｢同法第三十三條對於非法買賣前開公告之管制動物及製品者予以

處罰，乃為保育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之必要與維護環境及生態之目標，與憲法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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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實體法上主觀公權利、訴訟上當事人適格，從而縱認被告未 

     經二階環評而逕作成有條件通過審查結論已違反｢程序正義」，    

     惟因我國釋憲實務之｢憲法上正當法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 

     689、708、709、710號解釋參照）同於德奧等大陸法系國家， 

     僅將之作為各個基本權共同抽繹出之基本權客觀價值秩序，而 

     不同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五條係明文賦予人民得獨立主張正當法 

     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之主觀公權利3，則我國人民並 

     無可獨立主張之憲法上程序參與權，自不因行政機關違反程序 

     正義即具有訴訟上當事人適格。退步言之，縱承認人民得主張｢ 

     參與環境決策之程序權」，亦｢非」指任何人均可｢泛泛」主張參 

     與任何環境決策之權利，而應限於系爭環境決策與其實體法上 

     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所連動、影響者始得主張，此亦有 

     實務上諸多判決可稽，亦即｢開發行為所在地之居民即會因第一 

     階段環評所作出之對環境無重大影響之虞免進入二階環評之認 

     定，致其喪失參與環評程序之機會，並因開發行為免受二階環 

     評之結果，致其生存環境受到影響進而損害及生命、身體、財 

     產權益……足見環評法兼有透過程序權利之賦予，以保障當地 

     居民權益之用意」(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停字第 7號行 

     政裁定、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120號判決參照)；惟本 

     件原告起訴時僅主張其因開發行為受有｢利用關係」之損害，究 

     竟｢利用關係」是何種法律上利益似非無疑；且原告雖於補充      

     書狀主張｢類似健康權之休閒權」，但並未指明休閒權係受何種 

     保護規範保護之主觀公權利，已如上述，至於原判決意旨承認  

     之｢環境權」並非原告所主張者，縱認原告有主張之意旨，環境 

     權是否個人所得主張之主觀公權仍容有疑義，亦已敘述如前；  

     則本件原告究竟｢可否」主張與｢何種」實體法上利益連動之環 
                                                      
3 Amendment V (1791)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s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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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程序參與權，令人費解。 

 

貳、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1款周遭相關計畫之部分 

關於原判決認定上開規定之「周遭相關計畫」並不以有法規範效力者

為限等語，固非無據，然查： 

一、原判決雖認定被告錯引本案繫屬當時並未施行之環評法施行細則

第 19條第 1項之附表二作為論述周遭相關計畫是否需有法規範

效力等節。惟依據上開規定於 104 年 7 月 3 日之修正意旨明白

揭示「三、明定不屬附表二所列項目或未達附表二所列規模，

但開發行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時，仍可經由委員會審查認

定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爰修正第一項第二款」等語，

可見於修法之前即本件訴訟繫屬以後，上開規定於適用上已有

對於「周遭相關計畫」範圍如何界定之爭議，並且制訂者於修

正後明白表示係以附表二作為周遭相關計畫之判斷標準，故本

諸立法解釋，自應認周遭相關計畫在解釋上限於具有法規範效

力者屬之，始符合立法者規範之意旨。 

二、原判決另以本於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至 8 款所規定之情節並非

均具有法規範效力者，以之為體系解釋之理由；然本諸相同之

體系解釋，修正前之「周遭相關計畫」概念，亦應本於體系解

釋認為需符合修正後附表所示具有法規範效力之開發行為，否

則亦屬判決理由矛盾。 

三、關於判決主文與理由矛盾的部分，原判決主文「撤銷原環評結論， 

     進行二階環評」，則判決理由中關於替代方案可行性之部分似有 

     判決主文與理由矛盾之虞(因其法律效果為「不應開發」)；但 

     因此部分並非原、被告 A組兩大爭議點之論述範圍，茲不贅述。 

 

參、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款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

相容部分 

 關於原判決認定系爭道路為省道，而符合上開規定之「有顯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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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衝突」，固非無據，然查： 

一、原判決認為淡北快速道路為主要道路，並以此認為系爭道路為省

道。惟公路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5 條第 2 項僅說明在市區道路與

公路使用同一路線時，管轄權之歸屬，縱然原判決認為兩者並不

互斥，惟兩者亦不相同，故原判決在論證公路法第二條之「主要

道路」時，引用之定義為市區道路條例中主要道路之定義，似有

未洽。 

二、退步言之，即使原判決主要道路之論證無不妥之處，依公路法第

二條第三款，省道指「聯絡二縣（市）以上、省際交通及重要政

治、經濟中心之主要道路。」除須符合主要道路之要件外，尚需

符合連絡兩縣市以上、省際交通及重要政治經濟中心之要件。淡

北快速道路全長僅 4.7 公里，與省道之數十甚至數百公里相比，

聯絡省際交通之功能薄弱，何況自台北縣於民國 99年 12月 25日

升格為新北市後，其與台北市間即沒有所謂「省際交通」之存在。

又系爭道路連接新北市淡水區與台北市北投區，此兩區均非市政

府或市議會之所在地，亦非經濟中心，故即使原判決認為淡北快

速道路為主要道路，亦不能只以此為理由，即認為淡北快速道路

為省道。 

 

    謹 狀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具狀人        行政院環保署 

              代表人        沈世宏（署長） 

                            訴訟代理人   陳彥君律師 

                                          蔡明家律師 

                                          江怡萱律師 

                                          陳孟君律師 

                                          謝孟璇律師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