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訴訟答辯書 
 

原  告：王鐘銘   

          陳福齊 

 

被告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訴之請求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一、 

(一)緣交通部公路總局（下稱「公路總局」）曾提出「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 

    路第一期工程建設計畫（淡水外環道至臺北市洲美快速道路）環境影響說 

    明書」，經被告審查認定不應開發，惟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條第 2項規 

    定，開發單位得另提替代方案重新送審。 

(二)參加人為開發淡水河北側道路，遂將原「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第一期 

    工程」（下稱「淡北快速道路」）改為「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下 

    稱「系爭道路」），於民國 94年間函詢被告是否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下稱 

    「環評」），經被告初步認定雖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及當時（96年 12月 28日 

    修正發布）「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5條規 

    定，尚難謂應實施環評（為何被告出部分為仍無庸實施環評），惟仍於 97 

    年 6月 20日以環署綜字第 0970045992號函請參加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 

    關規定辦理環評（下稱「97年 6Page1of52月 20日函」）。其後，再經被告 

    審酌認定參加人所提方案，乃先前被告認定不應開發之公路總局提案之替 

    代方案，仍受原案審查結論之拘束，故確認應於開發前作成環境影響說明 

    書送審。 

(三)參加人爰於 99年 2月間擬具「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說明 

    書（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替代方案）」（下稱「系爭開發案」） 

    經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送請被告審查。經被告環評審查委員會（下 

    稱「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於 99年 4月 15日初審認定「所提替代方案與 

    原審查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無牴觸」並應補充、修正，亦即並無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 14條第 3項規定之禁止事由；隨後，經被告 99年 7月 15日專案 

    小組第 2次初審會議、99年 10月 15日「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環 

    境影響說明書（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替代方案）」之「紅樹 



 

    林生態影響」及「計畫道路本身定位及其與相關交通計畫之關連性」專家 

    會議、100年 1月 18日上開專家會議延續會議、100年 4月 15日專案小組 

    第 3次審查會議，並於 100年 6月 22日召開環評委員會第 207次會議（下 

    稱「環評委員會第 207次會議」），決議系爭開發案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 

    被告遂於 100年 7月 8日以環署綜字第 1000057832號公告系爭開發案環評 

    審查結論（下稱「原處分」）。 

二、上開處分書於 100年 8月 11日送達，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受理訴願機 

    關行政院以院臺訴字第 1010122800號訴願決定駁回後，向  貴院提起行政 

    訴訟。 

   

理  由 

一、原告無當事人適格 

(一)原告非行政程序法程法第 23條、20條第 6款之程序上當事人 

   1.本署未曾准許原告王鐘銘參加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故其非屬行政程序法第   

     23條所定之程序上當事人。 

   2.原告陳福齊更未曾申請參加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亦與行政程序法第 23條 

     第 20條第 6款之要件不符，非為其他依本法規定參加行政程序之人。 

(二)原告非行政程序法第 23條、20條第 2款之處分相對人，無法依相對人理論

取得當事人適格 

(三)原告無法律上利害關係，無法依保護規範理論取得當事人適格 

1.按「（第 1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其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 3 項）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

1 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

訟。」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項定有明文。次按最高行政法院

75 年判字第 362 號判例之意旨，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人」而言，亦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者，若僅

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並不屬之。而「法律上利

害關係」之判斷，依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之意旨，｢法律規範保障目

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

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

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

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

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

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此即學理

上之保護規範理論，亦即倘系爭法規範之目的不僅在保護泛泛公益，尚兼



 

及保護特定人之特定利益，即屬保護規範，則受系爭規範保護之特定人就

其受系爭規範保護之特定利益(雙重特定性)於實體法上取得主觀公權利

之地位，於訴訟法上具有訴訟權能(當事人適格)。 

2.本件原告是否為具有法律上利益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尚非無疑。原告僅 

  泛稱 環評法第 8 條以下之規定為保護規範，並未指明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以下何條何項何款為保護規範，亦未詳為闡述何以其係受系爭規範保 

   護之特定人？其何等法律上利益受系爭規範保護？是原告欠缺訴訟權能。 

3.而環評作業準則第 5條之 1規範意旨，乃是環境影響評估公共參與之一環， 

    藉由環評程序中引進民眾參與來增強最終行政決策之正當性，並提高民眾 

    對政府環境政策之瞭解與接受度，故即使參加人曾將開發行為之名稱、內 

    容及場所等資訊與以公開並舉辦說明會，亦僅能證明參加人在制度上賦予 

    一般民眾參與具體行政程序之機會，尚無法逕自得出原告具有本件之實體 

    法上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於訴訟法上具有訴訟權能。 

(四)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601號判決所提出之標準無法通案適用；縱

適用上開判決之標準，本件原告仍無當事人適格 

  1.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601號判決僅涉及個案開發行為，若作為通

案標準，則因未考量各種開發行為性質、對環境影響程度不同，倘於其他

開發案中一概適用此標準，而僅僅以距離評估是否屬「具利害關係之當地

居民」，實過於籠統而顯有不妥。細繹上開判決所涉個案之開發行為，乃因

大量開挖土石方而直接提高山洪暴發之可能，致須大幅加高磺溪堤防，原

告之生命、財產等實體法上權益均遭受具體、直接之威脅，自屬法律上利

害關係人；惟本件原告僅具狀陳述其因系爭開發行為受有無法利用土地之｢

利用關係」損害，僅屬經濟上利害關係，與上開司法院釋字與判例所指法

律上利害關係尚有未合。 

2.退步言之，本件系爭道路係屬線型開發行為，縱適用該判決揭示之標準，亦 

應以兩側 500公尺範圍內為認定地居民之範圍，原告主張其住所與系爭道路 

預定路線直線距離皆不超過 5公里，有提起本件訴訟之原告適格，尚有可議。 

(五)環境權非屬個人所得主張之主觀公權利 

    憲法中之列舉基本權利均具｢個人性」，但自然環境本質上並非專屬於個

人，環境權毋寧係｢集體權」之概念，從而縱使透過多個具個人主義性質之

列舉基本權、憲法第 22條概括基本權、基本國策條款綜合演繹，亦無從作

為具有｢集體權」性質之環境權之憲法上依據，故本件原告無法主張具有環

境權之實體法上主觀公權利 ，而享有訴訟上當事人適格。 

(六)程序權是否屬人民所得主張之主觀公權利尚非無疑；縱認屬之，至少應認

為參與環境決策之程序權必須與實體法上權利連動或相關，始足作為主觀

公權利 



 

  1.本件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結論合法(詳見下二、所述)；退步言之，縱認本

件環評估主管機於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實應依照環評法第 8 條第 1 項認

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而續行第二環評，卻依照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43條

第 2 款作成有條件通過之環評審查論，而有違法剝奪當地居民之程序參與

機會、違反｢憲法上正當程序原則」（司法院釋字第 689 、708、709、710

號解釋參照）之虞，但行政機關違法並不等同人民有救濟權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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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享有實體

法上主觀公權利與訴訟上當事人適格；惟我國釋憲實務所謂｢憲法上正當程

序原則」同於德奧等大陸法系國家，僅將之作為各個基本權所共同抽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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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正當法

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之｢主觀公權利」，則我國人民有無可主張

之程序參與之主觀公權利，似非無疑。 

  2.退萬步言之，縱使承認人民得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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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地居民而言，因環評法第 5條所列舉應實施

環評的開發行為，其中不乏屬於影響個人生命、身體、財產權益者，例如

工廠設立及工業區之開發、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蓄水、供水、防洪排

水工程之開發、核能之開發、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等

等，……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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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實質環評之認定，致其喪失參與環評程序

之機會，並因開發行為免受第二階段環評之結果，致其生存環境受到影響

進而損害及生命、身體、財產權益……環評法將開發行為所在地之當地居

民，列為程序進行的必要成員，賦予其對開發行為表示意見、界定評估範

疇、參與現場勘查與公聽會的程序權利，並課予開發單位處理當地民眾意

見之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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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件原告僅具狀陳述其因開發行為受

有｢利用關係」之損害，並無主張有生命、身體、財產等具體損害之虞，則

究竟｢利用關係」是何種實體法上利益或權利？本件原告是否可主張具有與

實體法上權利或利益有所連動之環境程序參與權？亦有可議。 

 

二、本件之有條件通過之審查結論合法 

(一)因環評本質上有限性、科學有限性及審查有限性，故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授與主管機關「有條件」審查通過之裁量權，藉由附加條件方式，連同



 

環說書原所擬採取預防或減輕措施，課予開發單位履行之義務，而予以審

查通過開發。 

(二)若環評委員會審查開發單位環說書等內容及審查過程之承諾等事項之結

果，認為開發行為已非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或不顯然對環境有重大影

響，為更確保開發行為對環境無影響，自得於環評審查結論附加條件。 

(三)更何況本件環評審查結論中，條件實質上並非完全屬具有法規範效力之負

擔， 有些僅屬訓示規定，甚至不具有法規範效力之記載。本件不得依審查

結論公告事項二之形式記載，就當然認為附加條件後才認定對環境無重大

影響之虞。 

(四)另外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條僅是定義或界定母法第 8 條「對環境

有重大影響 」，並未包括「之虞」。 

 

三、本件不該當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1款之「周圍相關計畫」 

(一)原告提出之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與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均非屬環境影 

    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1款所指之周遭相關計畫，該款所指之周遭相 

    關計畫應屬具有法律上拘束力之計畫 

1.環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所指之「周圍之相關計畫」應指各種開

發計畫，是以「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及「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均

非屬之，且上開二計畫並非全然禁止建設、利用，其中「國家重要濕地保

護計畫(100年~105年)核定本」的計畫目標中有提到「濕地保育及復育並

非限制資源的利用，而是應以明智利用（Wise Use）的觀念，也就是適時、

適地、適性的使用」、「在計畫的指導之下，科學化的管理與使用濕地自然

資源，並經過產業輔導轉型，使當地經濟、生態、環境與文化價值得以重

生」。 

2.上開二計畫性質上屬行政計畫，依內政部函釋(101 年 10 月 15 日內授營

綜字第 1010809946 號函、102 年 5 月 17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20805504 號

函)已表示該二計畫屬行政指導原則，並未直接實質限制相關權益及土地

開發許可行為，不具法律上強制力。 

3.另環境基本法第 18 條雖規定各級政府有積極保育濕地環境之任務，但公

行政擔負特定行政任務無法立即得出具有應為或不為特定作為之義務，而

同法第 29 條雖規定行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永續發

展相關業務之決策，惟單設有一定組織，亦無法得出具有作用法上法律上

拘束力。 

4.況依司法院釋字第 520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具有法律上拘束力者並非行 

政計畫本身，而係為實現該行政計畫所編列之法令預算案，是法律上不能 

因計畫於事實上編列預算或經立法院審議通過預算案之科目揭載有關計 



 

畫支出，即謂該行政計畫具有法律拘束力 。 

5.其中之岸開發環評作業要點已停止適用，縱適用亦無不合該要點第 6條第

4 款。「海岸開發環評作業要點」已經伊於 85 年 7 月 10 日以環署綜字第

31176號函停止適用，因伊認定系爭開發案為前計畫開發案之替代方案，

參加人乃檢具系爭道路環說書經由交通部轉送伊審查，是系爭開發案業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之核可，嗣後參加人擬變更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因非屬環說書內容變更，伊以 101年 10月 22日環署綜字第 1010080119

號函詢交通部是否同意，經交通部以 101 年 10 月 31 日交總字第

1010039974 號函覆同意變更且系爭道路亦屬公益設施，故即便適用「海

岸開發環評作業要點」，亦無不合該要點第 6條第 4款之規定。 

(二)亦無環評施細第 19條第 2款所指利益相衝突或違反之情形 

 1.況系爭道路僅係作為省道「臺 2」線之替代輔助道路，非屬公路法第 2 

  條第 2、3款所稱之主要道路，自未違反「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2.「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永續海岸整體方案」乃屬「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規定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僅需

提請主管機關同意，並非環評法第 19 條第一款「周圍之相關計畫」而需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3.規劃階段之初已進相關對策，如:一年四季生態調查，已超過「開發行為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規範之兩次調查。並針對不同路段擬定相應的生

態保育對策，設計生態除汙池等監督及應對策略(見上訴狀第 10 頁)。故

原告指摘「我方因認「國家重要濕地保護計畫」非屬「周圍之相關計畫」，

且系爭開發案環說書「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則否定

系爭道路位於濕地（見環說書本文第敏-1 頁），而根本未列入考量或提出

預防或減輕對策，即逕以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有條件通過系爭開發案，

根本未列入考量或提出預防或減輕對策」。顯然不符合實情。 

4. 系爭道路僅係作為省道「臺 2」線之替代輔助道路，起於新北市淡水鎮，

終於台北市北投區為公路法第 2 條第 4 款所稱之「市道」，非屬公路法第

2條第 2、3款所稱之主要道路，自未違反「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查，此方案目的係供海岸法立法完成前做為行政各部門之最高指導原則並

非全盤禁止海岸地區各項計畫。系爭開發行為並非「公路法」所界定之「省

道」、「國道」。自無牴觸「永續海岸整體方案」之規定。且既然本道路為

「市道」，而非省道或國道，即不受公路總局「限制海岸公路開發」之分

項實施計畫之限制。且既為「市道」則其是否為市區道路條例三十二條授

權訂定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二條所規定之主要道路或次要

道路並無意義。退步言之，即使該計畫道路被交通部函釋認為乃所謂「省

道等級」之道路，在「永續海岸整體方案」之優先實施項目及執行準則中，



 

雖規定「最接近海岸第一條道路向海之臺灣本島陸域地區，不再建設國道

及省道，且中央不補助經費建設縣道、鄉道。」惟亦有說明「上述地區若

因政策需要，經報奉行政院核定後，即可以興建」，而非全然禁止興建。 

5.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9年 6月 9日院台建字第 0990034700號函文已揭 

示該濕地保育計畫與國家重大建設之推動兼籌並顧等語，可見濕地保育計 

畫並無禁止或限制國家重大計畫於保育濕地範圍內推動之可能。況系爭道

路僅係由參加人即新北市政府提出作為抒解淡水河北側交通壅塞之地方

性建設方案，其影響程度顯不足與經行政院列管之國家重大建設等量齊

觀，則上開函文既已揭示對環境影響程度重大之國家重大政策亦應與濕地

保育計畫兼籌並顧，本諸「舉重以明輕」之法理，影響程度較輕微之系爭

道路自難認與上開濕地保育計畫有利益衝突或違反之虞，故縱系爭道路位

置與淡水河北側濕地相同，其實際影響程度之疑慮仍應視個案而定，未能

僅因上述濕地保育計畫遽認任何同區域之道路計畫均屬有利益衝突或違

反之情形。 

（三）環評委員會認為本件不該當環評施細第 19條第 2款、環評作業準則第 19

條之 1第 5款，就此部分應屬委員會之判斷餘地事項 

1.按司法院釋字第 319號解釋翁岳生、楊日然、吳庚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司

法院釋字第 462、553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475 號判決、

99年度判字第 30號判決之意旨，對於諸如環評結論此類具專業判斷的行

政處分，行政機關具有判斷餘地，司法機關尊重，僅可審查行政機關所為

之判斷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對於法律概念之解釋有

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上位規範、法律概念與事實之涵攝有無明顯錯

誤；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價值判準、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

而違反不當連結禁止、 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

等、公益原則、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之權限、決策過程是否違反法定之

正當程序。 

2.系爭道路並未侵入「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且與淡水河紅樹林自然

保留區間尚有寬度約 4公尺之草溝及新設自行車道為緩衝，不致直接破壞

自然保留區內之紅樹林生長範圍，難謂有「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

狀態」之行為。至於是否該當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2 款規

定之「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情形，實應尊重環評

委員會之專業判斷。 

（四）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之 1 第 5 款 規定之規範對象間，應

存有「水文上下游影響之關係，原告稱未留有緩衝區之紅樹林生態保留區

是否即該當「下游影響區」不無疑義。且訴外人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下

稱世曦工程公司）曾函詢臺北市政府農業發展局，該局亦函覆系爭開發案



 

均非位於野生動物保護法公告之獵捕區、垂釣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或其重

要棲息環境，亦非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79條自然保留區及國有保安林地。另

依淡水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舊 PT5 樁位與鐵圍籬垂直距離 6 公

分，新 PT5樁位與鐵圍籬垂直距離 21公分，新 PT5樁位與現況道路之垂直

間距 19.95公尺。而系爭道路與紅樹林間，有 1.6公尺寬之草溝、3公尺寬

之自行車道、0.5公尺寬之路肩，顯見系爭道路主體與紅樹林之邊界至少有

5.1公尺距離，有足夠緩衝帶，是系爭道路並未行經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

區，自無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4條第 1項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

原有自然狀態之規定。 

（五）系爭道路之開發案，非屬前「淡北快速道路」之替代方案，除位經相同

路廊外，其餘道路特性、環境影響特性均有顯著差異，開發單位亦不相同。

縱認系爭開發案為「淡北快速道路」之替代方案，系爭開發案亦與主管機

關原審查認定「淡北快速道路」不應開發之理由未相牴觸。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 108 條規定檢附原

卷乙宗，敬請  鑒核，依法駁回原告之訴。 

 

證物：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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