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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決策中公民參與的省思： 
以中科三期開發爭議為例

* 
 

杜 文 苓** 

《摘要》 

本文以中科三期后里七星基地的環評爭議為例，探討公民參與環境決

策的角色與定位。2005 年底啟動的中科后里七星基地開發計畫，為國家

高科技半導體、光電產業拓展的旗艦計畫之一，行政院要求各部會盡力配

合，掃除投資障礙。但其後整個環評過程引發一連串關說爭議與環評委員

抗議行動，使此案備受社會矚目。從后里基地的環評專案小組審查到環評

大會，地方居民代表與相關之環保團體全程參與，其具備法律效益的環評

附帶條件中，要求開發單位應承諾加強與民眾的溝通，辦理公開說明會，

成立環保監督小組，以及執行民眾健康風險評估計畫等。透過文件檢閱、

深度訪談及參與觀察，本文檢視在增加環評制度性參與管道的同時，公民

參與的影響與貢獻。並進一步從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強調面對重大開

發設置爭議，必須了解既有科學評估的侷限性，開放性地掌握不同知識型

態的評估。而促進多元對話、釐清爭點的聽證審議程序，應積極納入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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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過程，以強化環境行政民主，促進環境影響評估的完整性與專業度。 

[關鍵詞]： 公民參與、環境影響評估、科技與社會、中部科學園區、高科

技 

 
 
 

壹、前言 

2005-2007 年的第六屆環評委員會，由於多位具環境運動背景的委員參與其

中，其對環評審議之見解與態度，嘗試在體制內建立資訊公開與公民參與制度的努

力，衝擊著環評過去五屆慣常的運作方式，也使環評在重大開發設置案中備受矚目

（杜文苓、彭渰雯，2008）。雖然多數具環運背景的委員在第七屆環評委員的遴選

中未被留任，2009 年 8 月公佈之第八屆環委聘任名單中更無環保團體推薦之人

選，但第六屆環評委員展現不同以往的作風，以及一些委員卸任後持續環評監督之

積極作為，迫使環保署在公民參與環評審查爭議中持續回應。 

2009 年 2 月，環保署公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規範當地居民、居民

代表、相關團體等旁聽環評相關會議之申請辦法與參與限制（詳見附件一）。此要

點在草案階段，即備受環保團體與媒體記者的質疑，1 修改後所公佈的要點，拿掉

了「涉及開發單位的營業或其他秘密資料，並經開發單位請求…得不予公開」之條

文，但其餘對於人數上限、發言時間與次數的限制、卻引發後續民眾參與環評之爭

議。環保署於 2009 年 4 月陸續頒布環境影響評估公聽會作業要點（根據環評法第

12 條），以及環境影響評估公開說明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3 項、第 8

條第 2 項），補充明定網站公佈、地點、通知對象、場地規畫等細節，強調資訊公

開與擴大民眾參與之立法施行原則。 

此外，為解決環評審查中日益增多之爭議，環保署在環評初審會議作業中，設

立了「專家會議」機制，請爭議各方包括人民團體、開發單位、地方政府等各推薦

                                                      
1  楊宗興（2008）。環署「不能說的秘密」演續集？「環評旁聽要點」死灰復燃！2008 年

7 月 30 日，取自：苦勞報導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4596。楊宗興（2008）。環

署擬限制環評旁聽發言 環團批：進一步退兩步！2008 年 12 月 4 日，取自：苦勞報導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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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代表一至二人參加，與原專案小組進行專業討論之機制。這個環保署稱為

「民眾參與、專家代理」機制，希望藉專家間專業對話，進行「價值與利益中立

的、客觀的查核與討論，釐清爭議事實，以兼顧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品質及效率」。
2 而此機制已在霄裡溪汙染問題、六輕健康風險、中科二林園區之放流水、西海岸

開發案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非游離輻射預警措施、台電整體溫室氣體減排計畫、

大林電廠擴建等重大爭議案件中採用。 

上述公民參與環評程序之行政作業要點的制定以及相關制度之推動，顯示環保

署無法忽略環評程序中公民參與的角色。然而上述機制推動與實施過程卻仍爭議不

斷，立意良善之加強民眾參與以及建立客觀討論機制，則備受環保團體的挑戰與責

難，顯示環保署與民間團體在公民參與重大開發設置案中之制度設計想法上存在嚴

重落差。公民參與是環評審查過程中不可或缺的程序正義，然環境影響評估涉及科

學證據論辯與風險之判斷裁定，其資訊之產出與提供以及數據之驗證解讀迭有爭

議，專家主導科技決定論的意識型態（徐世榮、許紹峰，2001），常成為一道公民

跨越不過的參與門檻，如何增進民眾的實質參與，更是環評制度設計的一大挑戰。 

本文所討論之中科三期開發計畫，歷經多次環評專案小組與環評大會審理，地

方農民與環保團體不斷出席參與，並組織地方自救會持續抗議力量，環評最後雖然

有條件通過，但其附帶決議要求成立環境監督小組，進行健康風險評估，召開地方

說明會與聽證會議，開啟環評程序之外之制度性的公共參與管道。地方居民在環評

審議過程中提出不同之風險論辯，更隨著後續參與機會一路延燒到行政訴訟法院。

整個環境審議因而出現綿密的論證攻防，在重大開發案的設置衝突中，相當具有檢

視價值。透過中科三期開發爭議，本文審視公民參與重大開發設置計畫環評審議所

面臨的困境，討論公民參與在環評審查過程中的角色與貢獻，批判分析現行環評程

序中之民眾參與制度，了解促進參與之實踐與目前機制設計之落差，並進一步提出

具體的政策與研究建議，希冀提升公民環境議題之實質參與。 

                                                      
2  關於環保署對「專家會議」的說法，請見環保署針對一些重大開發計畫質疑專家會議功

能之回應。環保署綜合計劃處（2009）。不容環保團體抹黑環評審查中「專家會議」的

中立性功能，2009 年 6 月 8 日，取自：http://e-info.org.tw/node/43721。環保署綜合計劃

處（2009）。環保署專家會議討論台電公司整體溫室氣體減排計畫，國家減碳政策邁進

大步，2009 年 7 月 10 日，取自：http://share1.epa.gov.tw/enews/Newsdetail.asp?InputTime 
=09807102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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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公民參與是公共事務討論上的核心課題，其對治理的合法性，活動力、施政的

連續性，以及社會機構的發展等都相當重要（Barber, 1984; Forester, 1989; Johnson 

& Wilson, 2000）。不過，也有學者批評公民參與沒有效率且代價昂貴（Grant, 

1994），而利益團體以參與之名遂行為私利遊說之實，更可能降低決策品質 

（Irvin & Stansbury, 2004）。行政決策中對於公民參與的評價或有歧異，但在環境

事務討論中，由於牽涉到專業資訊判斷的事實基礎、科學不確定性與各方風險認知

不同等問題，完全倚賴菁英與專家的審慎思辨，並無法解決複雜的環境爭議。如何

促進有效之公民參與，成為環境民主行政之重要課題。以下檢視我國環評制度實施

以來之公民參與課題，並從科技與社會的批判論述出發，反思公民參與在我國環境

決策中的制度性限制，提供未來改進方向的檢討。 

一、我國環評制度中的公民參與 

我國自 1995 年開始施行的環境影響評估制度，法律上明定民眾參與的權利與

機制，其公民參與的定位與操作是許多研究論証的焦點。葉俊榮（1993）於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制度發展初期，即探討環評各階段作業之法定參與機制，認為環評缺乏

早期參與的行政程序設計，將造成相當的限制，進而建議從行政程序執行的整體視

野來適當定位民眾參與。葉俊榮對環評制度中公民參與頭小尾大的批評，也在後續

經驗研究中得到證實。一些有關環評制度功能的研究指出，整個行政程序將環評放

置在開發計畫核照或核可程序中的一個環節，使之成為環境守護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環境影響評估的範疇、環境資訊事實基礎的零碎不足，缺乏事後監督等，環境影

響評估並未能發揮真正應有的功能（陸國光、方偉達、沈立，2002）。 

現行環評審查程序有兩階段，第一階段的審查過程僅有公告與舉辦說明會等規

定；第二階段則規定開發單位陳列環境影響說明書、舉辦範疇界定會議以及公聽會

等。李建良（2004：56）認為，現行二階段程序的環評法架構，以「對環境有不良

影響之虞」作為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知篩選機制，而第二階段要求舉辦公開說明會、

「評估範疇界定」會議與當地民眾意見的彙整紀錄，才有真正公民參與程序之踐

行，也才是實質環評審查階段。一些經驗研究也指出，環評第一階段因無公開的法

律程序保障，民眾進行相關參與僅能被動告知，進而主動積極的去了解，不少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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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環評是在進入最後結論階段才被外界注意（李佳達，2009）。而具有實質參

與意義的環評第二階段，在現實運作中通過比例卻不高（許靜娟，2009：51-

52）。根據湯京平（2009 年 10 月）的統計，環評自實施以來每年大約有九成的環

評案可以在第一階段通過。 

朱斌妤、李素真（1998）針對 1995 與 1996 年進行二階環評的 30 個開發案

件，進行民眾參與的觀察分析，指出開發計畫定案後再進行的環評，僅能在形式上

滿足符合程序的需求，民眾意見已經無法影響開發案的進行，她們更進一步指出不

同利害關係人對環評公開說明會認知上的差異，其中，開發單位常把說明會當成工

程定案之技術說明會，而民眾將其視為討論賠償、回饋之說明會，過程中缺乏資訊

的透明公開，整個參與流程在會議紀錄做完後就告終結，並無達成實質意見交流的

目的，說明會扮演的溝通機制形同虛設。換言之，即使第二階段的民眾參與受到法

律的保障，3 但參與的實質意義與作用仍受到相當的質疑。一些研究即指出，環評

制度內的參與呈現一種單向溝通的弱度參與狀態，民眾意見能夠影響決策機會微乎

其微（曾家宏、張長義，1997；王鴻濬，2001；王迺宇，2006）。 

在環評第一階段缺乏參與程序的保障，實質環評運作又鮮少進入二階段審查，

加以一般環評公開說明會缺乏資訊完整透明揭露的情況下，上述研究點出環評過程

中的公民參與徒具形式，缺乏實質溝通的窘境。一些學者嘗試進一步分析解釋這種

公民參與所面臨的問題。湯京平（1999）指出環評制度呈現一種「去政治化」的決

策過程，強調客觀理性的分析預測，必須依賴專家「客觀地」評估技術面、經濟

面、社會面與政治面等各項因素，再對民眾進行告知、說服或施展公權力。但欲將

環境問題化約為技術問題，使整個決策過程「去政治化」的結果，卻反而製造更多

的抗爭，增加日後政策執行的困難。他之後進一步闡述，「政治決策放在專業官僚

層級」、「以獨立的專業委員會取得決策正當性」到「二階環評的設定防止政治干

預」等「去政治化」程序設計，某個程度保有了環評的公眾信賴，但遇到了政治現

實的發展，引發了激烈的爭議，2005 年當環保團體進入環評體系，檢測專家審議

細節，即打開了專業決策這個潘朵拉的盒子（湯京平，2009）。 

徐世榮、許紹峰（2001）認為，環評問題的背後實隱含著科技決定論的意識形

態，而這影響了公民參與在環評過程中的位置與機制上的設計。他們強調，環境影

響評估制度的設計只著重在環境影響的預測、分析與評定，奠基在相信客觀中立的

                                                      
3  詳見環評法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http://law.epa.gov.tw/zh-tw/laws/379692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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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可以解決政治利益衝突，科技的創新發展可以解決環境污染的問題，而這種科

技理性至上的制度結構，迫使民主參與、社會公平、與生態價值相對邊緣化。在這

種結構限制下，環評制度所提供的是民眾象徵性的參與管道，其行政程序設計的目

的是為了避免一般民眾的參與，而非促進實質的公共參與。他們檢視五輕、濱南與

銅鑼的環評報告書，發現民眾意見取得方式貧乏（透過問卷與說明會），且環評審

查強調經過科技認可，民眾即無置喙的餘地。不過，他們也指出，這樣的科技決定

論已受到相當的挑戰，其引用 Beck（1992）「風險社會」的概念，認為「可接受

風險」的決策應跨越自然、人文科學、日常與專家理性尋求共識。 

二、公民參與的反思：科技與社會的批判觀點 

湯京平（1999，2009）與徐世榮、許紹峰（2001）的研究，皆點出我國重大開

發計畫的環境影響評估並不重視地方民眾的意見，決策過程中運用去政治化的科技

理性分析，企圖邊緣化民眾參與的政治影響。前言中所提之環保署近日制訂修正之

行政作業要點，希望強化專家決策機制，也正呼應著上述之研究發現。這樣的環評

決策程序安排，代表了典型的科技理性決策模式。 

但這種科技理性決策模式，在現實運作上卻充滿限制與爭議，傳統科學性的

「風險評估」因忽視風險社會面與複雜性而飽受質疑（Wynne, 1987; Fischer, 

1995）。徐世榮（2009 年 10 月 29 日）援引風險社會的觀點，質疑科學的客觀宣

稱，表示科技中立以及科學為純粹追求事實不考慮任何立場的說法，早已被地方民

眾與環保運動者所挑戰。環評作為事前的風險評估，其方法有許多不同計算模式，

也會產出許多不一樣的「事實」，要應付這樣的課題，必須要跨越學科及團體來尋

取共識，也必須尊重在地住民的意見。但傳統科技決策的「菁英」觀點，卻往往無

視於制度設計的偏頗，導致環境爭議不斷（徐世榮，2009 年 11 月 18 日）。 

風險社會理論從科技與社會的批判性觀點出發，使我們得以看到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內容中強調領域分殊化與專業技術化的線性評估模式，無法掌握或解決複雜的

環境生態問題的窘態。但客觀、中立、理性的科技評估，數字管理的科技理性，在

「去政治化」的外衣下，卻仍飽受享有決策資源優勢者的青睞。林崇熙（2008）即

指出，以「理性」與「去政治化」來排除多元論述，是最為「政治化」的社會運

作。當科技發展成一般人無可置喙的黑箱運作，將有知識權力壟斷的風險，失去一

般民眾檢證與其他領域對話機會，使專業朝向集中化與自閉化，而企圖以單一領域

解決複雜的環境社會問題，也有獨斷化與專業偏狹化的問題，終使我們暴露在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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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之中。而這樣的環境風險評估運作模式，常常導致公眾對於科學的主導、支

配以及政策機制的不信任（Wynne, 2001）。 

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主張科技與社會是相互形塑與相互建構，認為普遍原

則與去社會脈絡化的科學實作所得到的知識，只能呈現完整事實的一部份。過去的

經驗顯示，更多的科學研究對於環境問題的解決，往往無法帶來任何確定性的保證

或及時化解衝突（Fischer, 2004），奠基在觀察經驗基礎的常民知識，對於風險的

判斷與認知，有時更具參考價值（Wynne, 1996）。Wynne（1987）研究英國北部

的輻射羊爭議案例指出，科學家著眼於標準化的科學實驗，低估牧羊人豐富的在地

知識，導致錯誤的風險評估，批評科學研究輕忽研究對象與環境差異的侷限。 

這樣的批判論點賦予公民參與環境評估程序中重要的意義與內涵，民眾的參與

不僅是民主程序的要求，也能檢視修正科技主義工具理性的盲點，具有實質的貢獻

（Barber & Bartlett, 2005）。許多學者因而強調，環境科技政策須建立在公共討論

的基礎上（Wynne, 2001；周桂田，2005）。Jasanoff（1990: 228）將科學在決策過

程區分為技術官僚統治模式（強調完好的科學來合理化決策）以及民主模式（強調

利害關係人的廣泛參與增進決策品質），她批判傳統僅與科學社群建立緊密連結的

技術官僚決策模式，認為民主與技術官僚決策模式的平衡才能使科學或政策的參與

者產生「建設性的對話」。 

因此，如何強化民眾在環境問題上的審議能力，使知情的公民可以在科技風險

決策判斷上扮演重要角色，成為許多研究關注的焦點（Barber & Bartlett, 2005: 

11）。一些學者認為，審議民主的制度設計為開展多元環境論述，避免科技專業壟

斷提供契機，使理性、正義、生態永續可以融入決策的實質內涵與程序（陳俊宏，

1998；Fischer, 2003; Barber & Bartlett, 2005）。公民審議模式或有差異，但創造一

個可以促進共善公利的參與討論空間與制度設計，能協助釐清風險問題與社會價值

的排序，為其重要原則。 

而晚近發展出的許多「參與式」、「審議式」的科技評估，則強調透過科學、

一般公眾、與利害關係人的互動，打破科學與公眾審議的藩籬。Chilvers（2008）

的研究指出，審議過程中常民與專家應有高度、對稱、批判性的互動，以呈現科技

評估過程的多元觀點、不確定性與潛在假設。在英國有關空氣汙染與民眾參與式評

估的研究發現，民眾參與地方汙染地圖的建構，可以協助檢視傳統科技模型預測背

後未被檢驗的假設，例如，模型通常會平均化汽車汙染排放量，但事實上，貧窮區

域可能有較多平均值以下的車輛而造成汙染的熱區，模型預測因此可能低估一些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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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區域的汙染值。研究者因而強調，公民參與的效益不僅在增進環境治理決策的正

當性，更重要的是，積極的公民參與可以縮短知識與政策間的距離（Yearley & 

Cinderby, 2003; Yearley, 2006）。 

Jasanoff（2004）提出「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概念，認為科學知識鑲

嵌與被鑲嵌於社會的認同、機制、表現與論述中；換言之，人們認識世界的方法與

既有社會組織與控制方式息息相關，因而拒絕傳統線性、單因地刻畫科學、科技、

與社會的進步故事，強調廣納社會的參與以提升知識創造活動的重要性。Waterton

與 Wynne（2004）分析「歐洲環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 EEA）的

案例指出，歐盟環境知識的生產，是各種角力下協調折衝後的結果，而機構的設計

與認同緊隨著知識形塑需求的調整，面對環境的風險與不確定性，歐洲環境署了解

到他們科技政策的制定需要審議與批判的創新途徑，以取代傳統集權制式的許可路

徑。以化學物的風險評估為例，歐洲化學署藉由肯認既有科學對化學風險的無知，

與在決策中擴大預警模式的運用，重新界定專家知識與公民責任。這樣的制度設計

開展公眾在價值與需求使用上的論證，公民社會在公共價值討論上被賦予更大的角

色，緊密地參與科學知識生產的貢獻。 

上述的討論，提供我們對現今環評制度在公民參與角色限制上一個重要的反

省。誠如 Waterton 與 Wynne（2004）所提醒，機構的設計與認同需要隨著知識的

形塑與需求進行調整，歐盟正因反省到傳統科技決策的不足與侷限，了解公民社會

在環境決策中的知識生產貢獻，因而重新思考制度設計，賦與公民社會在相關議題

決策影響上更大的角色。換言之，公民參與制度面的設計，與行政機構對風險評估

策略模式以及民主價值實踐的想像相關。公民參與可以增進科學知識生產上的貢

獻，縮短知識與政策間的差距，突破傳統科技理性決策模型的爭議與限制，因此，

如何強化政策制度設計，以提升公民參與政策的能力與影響力，已是國際環境治理

的重要課題。 

相較之下，我國環評在科技理性模型下，輕忽在地經驗與多元知識的評估方

式，制度性地弱化公民參與的角色，呈現對公民在環評專業知識貢獻上的不信任。

過去我國環評過程中形式主義的公民參與，較少提供我們檢視其對科技理性模型的

挑戰。缺乏相關經驗研究，使得公民參與在科學知識上的貢獻以及制度設計上改善

的呼籲，停留在抽象理論層次的探討。而中科三期開發設置爭議，則因環評審議過

程所衍生各類大大小小的會議，提供我們在實證上進一步探究公民參與的角色與意

義，以及強化環評制度設計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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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資料收集與研究方法 

為探討中科三期開發爭議的社會脈絡，了解環評過程中公民參與的問題，本研

究採用個案分析法（Yin, 2002），從多重管道蒐集資料，包括：於 2006 年中科三

期環評審查期間，出席相關環評專案小組會議、環評大會、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查會議、地方說明會、以及立法院公聽會等，進行田野參與觀察與會議資料的蒐

集；出席與觀察紀錄 2007 年 5 月與 8 月在台中所舉辦的「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里

園區開發計畫案」聽證會；旁聽與紀錄同年底行政法院的開庭審查之過程；蒐集分

析中科三期設置爭議之相關剪報、媒體報導與各類研究報告資料，民間團體的文

宣、新聞稿及行動紀實，以及相關公部門公開之相關會議記錄；並輔以此爭議事件

中相關行動者深度訪談紀錄等。期能從多重的資料來源，發展出個案研究資料庫，

並組織資料，建立研究分析架構，使資料有機會相互補充、驗證，豐富個案樣貌的

呈現，以進一步解析重大開發案中公民參與環境審議之可能制度設計。 

在上述資料中，本研究尤其仰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里園區開發計畫」第二

次聽證會的會議逐字稿紀錄，以及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與七星基

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等公文書。聽證會的會議紀錄，協助釐清中科三期開

發案的重要爭點，其各方證詞的呈現，充分展現民間團體與相關公部門，包含中科

管理局、經濟部水利署、以及農田水利會代表等對此議題的說法與詮釋。而環評說

明書與環保署會議紀錄等公文書的蒐集與整理，則提供了解開發單位回應環評委員

與民間團體的說法。值得進一步說明的是，筆者參與多次與中科三期開發設置案相

關之地方說明會、環保署的環評會議以及後續環評監督會議，實地觀察地方民眾與

公部門在此爭議上的交鋒對話，田野的觀察筆記彌補了分析官方正式會議紀錄常遇

到的紀錄不整完的問題，也協助指認重要的行動者，進行後續的訪談計畫。 

本研究訪談公部門成員、地方居民、與環保團體代表（本文引述的訪談資料部

分，受訪者之身分別，請見附件二），釐清現行公民參與模式在個案中的呈現方

式。並藉由參與觀察以及田野研究中與各方行動者的互動，分析公民參與機會的增

加，對環評決策判斷事實基礎的影響。這些參與觀察紀錄的臨場感，成為不斷鞭策

筆者思考公民參與環評決策意涵的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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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科三期開發爭議 

2005 年 10 月 21 日，中科管理局將中科后里農場環境影響評估計劃書送環保

署（爾後簡稱后里環說書）審查，開啟了中科三期開發爭議的序幕。中科三期基地

涵蓋后里鄉都市計畫區南、北兩側，由台糖提供后里農場（134 公頃）與七星農場

（112 公頃）兩塊共 246 公頃的基地，在政府積極推動下迅速完成規劃。原先規劃

要共同開發的兩塊基地，因為七星農場計畫範圍內有一部份為軍事用地，為顧及開

發時效，中科管理局遂將原本開發計劃一分為二，進行環評審查與整地開發。 

后里環說書歷經三次專案小組審查，送交第 138 次環評大會審理，環評委員提

出開發單位並未說明調撥農業用水之影響與評估，且空氣污染總量、場址替代方

案、淨水場區域及水質維護等資料不足，在場 13 位委員表決結果，8 位贊成開發

單位應補足上述相關資料。此案退回專案小組審查後，李根政、文魯彬等具環保團

體背景的環評委員，要求專案會議中須邀請環保團體與地方居民列席表達意見。 

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於 2006 年 2 月 20 日召開，工商時報同天以「6000 億投

資卡在環評，政院跳腳」為題，直指環評委員新班底成了重大投資殺手，打亂開發

單位的投資計畫，影響廠商投資意願，並統計被環評判定為「不應開發」的比例由

以往的 10%，暴增至 24%。4 當天在地民眾與環保團體成員應邀列席，一些環評委

員根據地方農民提供資訊，深入審查工廠調撥農業用水與廢水排放對農業影響。開

發單位在補充資料中指稱一切合法，以放流水為例，科學園區的廢水管制比一般

「放流水標準」更為嚴格，而其排放溝渠（牛稠坑溝）非屬台中農田水利會所屬灌

溉渠道，所以應無農民灌溉情勢。但這些說法被與會之地方居民以及環保團體強烈

質疑，認為在地取用水現況並未被真實呈現，一些環評委員也對於揮發性化學物質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排放、廢水排放點、法規管制程度等存有許多

疑慮。5 后里農場的環評就在爭議中進入環評大會決議，並於 2006 年 3 月 8 日第

                                                      
4  王莫昀、呂雪彗、崔慈悌（2006 年 2 月 20 日）。6000 億投資卡在環評，政院跳腳。工

商時報，A2 版。 
5  有關后里農場第四專案小組會議相關資料，請參見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

地-后里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p.附 29。（本文所引用之環評審查會議記

錄和各書面資料，皆可於環保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查詢並下載，參閱網址：

http://ivy5.epa.gov.tw/eia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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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次環評大會中有條件通過。6  

后里農場環評通過的附帶決議中，除了要求用水回收率的達成、揮發性化學物

質排放量的管制等，還有辦理「飲用水與空氣污染健康效應暴露評估」（第 5

條），於各村里針對鄰近交通影響、農民灌溉用水可能移撥取用、區內廠商可能使

用及排放之化學物質辦理公開說明會（第 6 條），以及公開興建與營運期間的各項

環境檢測資訊（第 7 條），並於最後附帶決議中述明，為強化監督本案，請環保署

邀請環評委員、專家學者、社區代表成立監督小組執行。7  

后里農場環評附帶條件開啟了更多公民參與表達意見的管道，在完成中央的環

境影響評估程序與區域計劃委員會議審查程序後，根據附帶決議，中科管理局陸續

舉辦了各村里的公開說明會、8 健康風險評估說明會、9 以及依照行政程序法第 55

條召開的兩次聽證會，10 並成立地方環保監督小組；行政院環保署也成立環評監

督小組，定期對中科后里農場開發案監督審查。11 上述會議成為爾後開發團隊、

地方居民與環保團體風險溝通重要的交鋒場域。 

中科后里農場的環評過程，提高了各界人士對中科七星農場環評審查的矚目，

                                                      
6  初審會議中有四項建議，分別是有條件通過、進入二階環評、專案小組續審、以及認定

不應開發。最後在場 14 位環評委員表決結果，9 票贊成有條件通過。 
7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39 次會議紀錄。環署綜字第 0950018459

號 
8  環保署綜字第 0950019388 號，2006 年 3 月 10 日公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

（后里基地-后里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第 6 條：「開發單位

應承諾於開發前，於各村里針對鄰近交通影響、農民灌溉用水可能移撥取用、區內廠商

可能使用及排放化學物質辦理公開說明會。」已於 2006 年 3、4 月間於后里基地鄰近個

村辦理完成。 
9  公告來源同上，審查結論第 5 條：「開發單位於營運前應提『飲用水與空氣污染健康效

應暴露評估』，其中必須包含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意外災害模擬與因應及針對區內污染正

常及緊急排放狀況下，對淨水廠之影響提出風險評估及應變措施，送本署另案審查。」

此報告經 2008 年 6 月 9 日環評大會第 167 次決議，重組專案小組再審。 
10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里園區開發計畫」第一次聽證會紀錄，網頁連結 http://210.69. 

83.6/files/7d864944-65e3-458d-b126-44487cf64aee.pdf。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里園區開發計畫」第二次聽證會紀錄，網頁連結 http://www.ctsp. 

gov.tw/chinese/01news/11online_view.aspx?v=2&fr=17&no=34&sn=513。 
11 全名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后里農場）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論執行監督小組」由環評委員代表、專家學者及村長代表共 13 人組成，監督開

發單位對環評決議事項的執行。於 2006 年 10 月 13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止，共召開過 7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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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專案小組審查時，即爆發當時行政院副院長打電話給環評委員「關切」一

事，12 一些環評委員因而聯名公開駁訴，13 七星專案小組會議也引來更多環保團

體、地方民眾、與立法委員的關心。14  

七星農場與后里農場距離不到 5 公里，環評過程中所提出的質問與后里環評相

距不遠，主要仍是農業用水調度、廢水排放點對農業影響、廢水標準訂定與 VOC

污染等相關問題。其間開發單位檢送的資料一再受到環評委員的質疑，包括廠商化

學物質使用資料無法完整提供、開發單位推估模擬數據的真實度等。歷經三個月五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並無釐清爭議，15 最後於 2006 年 6 月 30 日的第 142 次環評

大會，在官派環評委員的全力支持下有條件通過，16 引發在場部分環評委員憤而

辭職，場外后里居民高喊「環評無恥」抗議。17  

與后里農場環評附帶決議一樣，七星農場環評通過的附帶條件要求開發單位須

辦理公開說明會，18 須對園區用水回收率、用水量、空氣污染排放的揮發性化學

物質（VOC）排放量等項目作出具體承諾，進行健康風險評估；此外，更要求每

一年要明列環境會計，就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進行記錄，以釐清一旦發生污染時的

責任歸屬，業者並須設立環境保險基金回饋居民，開發單位並需邀請地方民眾成立

環保監督小組。這些附帶條件，設立了許多制度性的公共參與管道，在台灣科學園

                                                      
12 溫貴香（2006 年 3 月 27 日）。關說中科投資案環評？蔡英文澄清，中央社，2010 年 7

月 24 日，取自：http://210.69.89.224.ezproxy.lib.nccu.edu.tw:8090/search/hypage.cgi?hyqstr 
=aihnnkifdebglfliageejhffqggjfjhgdjjipcqjijhgpfgjkghjchsgdjdiggrkfirhggnirgfjdjicikdjmhfjjihdp
gcfddcggfddfgcfkefhbhddcgefkdifgioghkjjkgrkcihdppdrjlnnbmhkgnmqpkjrlnlomnopkmcsenipn
。林政忠（2006 年 3 月 29 日）。小龍女入凡間 體驗政治嗆辣。經濟日報，A4 版。 

13 2006 年 3 月底 9 位民間環評委員連署，針對中科七星農場環評一事，譴責政府高層的政

治干預，相關聲明可參閱：http://en.wildatheart.org.tw/archives/eia_review_commissioners_ 
joint_statement.html#more。 

14 旁聽名單可參閱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說明書，p.附 27-489、附 27-430、附 28-407、附 29-155、附 30-58、附 30-59。 
15 專案小組會議分別在（2006 年 3 月 23 日）、（2006 年 4 月 12 日）、（2006 年 4 月 25

日）、（2006 年 6 月 2）、（2006 年 6 月 19 日）。 
16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 條，環評會設置 21 位委員，其中 7 位為政府代

表，14 位為專家學者，由主任委員就具有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之學者

專家中聘兼。 
17 朱淑娟（2006 年 7 月 1 日）。10:8 官方謢盤 環評過關 中科環委辭職─痛批環署刻意逢

迎政院。聯合報，C3 版。 
18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42 次會議紀錄。環署綜字第 09500552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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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其他重大公共建設中首開先例。 

七星環評通過之後，關心此議題之環評委員、后里鄉民、立法委員、民間團

體，持續啟動一連串後續的關注行動，包括在區域計畫審查委員會的發言把關、19 

召開立法院公聽會、20 成立地方自救會、21 以及積極參與中科的地方說明會與監

督小組之運作，並針對環評決議公告及核發開發許可兩項行政處分提起訴願等，22 

希望牽制七星農場開發（陳素姍，2007）。代表開發單位的中科管理局與地方團體

代表，在環評後續會議中，持續針對中科用水排擠效應、廢水排放與農田污染問

題、以及毒物釋放的健康影響等議題爭鋒相對。中科運用現有法律規定與科學技術

所呈現的評估模式與舉證基礎，屢屢受到在地民眾以生活經驗、風險資訊不明為舉

證基礎的挑戰，雙方在風險認知與處理上並無太多的交集。2008 年 1 月 31 日，台

北高等行政法院以環評審查不徹底，可能損及居民健康，判決撤銷中科七星環評審

查結論，成為台灣第一件被撤銷結論的環評案。23 不過，中科以環保署持續上訴

為由，表示判決並未定案，依舊積極整地動工。2010 年 1 月，最高行政法院駁回

環保署上訴，中科三期七星基地環評撤銷判決定讞，24 但環保署表示無法要求廠

商停工，並刊登廣告宣稱行政法院的判決「無效用」、「無意義」、「破壞現行環

評體制」，25 引起輿論譁然，相關爭議持續延燒。 

民眾參與在中科三期開發營運過程中，因為環評附帶決議，而具有法律效

力，爲日後公民參與環境議題立下制度上的模範。而一連串的環境會議與監督小組

的設立，也打破了以往於污染事後參與監督的慣例，嘗試在園區運作初期即納入各

                                                      
19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於 2006 年 7 月 6 日、7 月 27 日（第 186 次）、與 8 月 17 日（第

188 次）三度審查此案，最後於 8 月 31 日（第 189 次），在官派委員護航下投票多數通

過此案。 
20 立法院永續發展促進會於 2006 年 9 月 6 日召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問題」公聽會，有上

百人出席。 
21 一些環保團體積極協助當地民眾認識科學園區開發可能引起的環境問題，居民於 2006 年

7 月 20 日針對中科議題組織化，成立了保護鄉土自救團體；爾後，為參加中科的地方環

境監督小組，於 12 月在台中縣政府正式立案，並更名為「后里鄉永續農業協會」。 
22 七星案雖於第 142 次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有條件通過，然在程序及實體上均有爭議，后

里鄉民代表六人於 2006 年 8 月 29 日檢具詳細相關附件，依法向行政院提起訴願，請求

訴願決定機關依法撤銷本案之審查結論。 
23 王尹軒、張國仁（2008 年 2 月 2 日）。法院撤銷中科七星基地環評 若環保署不再上

訴，后里七星基地將面臨停止開發。工商時報，B2 版。 
24 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度判字第 30 號 
25 環保署的半版廣告，範本可見（2010 年 2 月 10 日）自由時報，A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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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環保監測以及健康風險機制，奠基在防範未然的監督要求。爾後最高行政法院的

判決定讞，其判決陳述內容認為，開發行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進入二階環

評審查，才能保障公民參與實踐，防止行政裁量恣意濫權之流弊。26 這些特點，

使中科三期開發的公民參與經驗，深具指標性的意義。 

伍、環評爭議與民眾參與 

檢視中科三期開發爭議，公民團體與地方居民在環評過程中有高度參與，這樣

的經驗對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中如何置放公民參與程序，以促進環境實質面的審查，

有相當重要的參考價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科三期環評公民參與空間擴大的成

果，有其特殊之背景因素：參與社運網絡的環評委員在體制內倡議資訊公開，提案

邀請利害相關人與會，並於環評附帶決議中要求更多的風險溝通與環保監督機制，

在體制內增強公民參與的代表性，使後續環境影響得以仔細逐一檢視（杜文苓、彭

渰雯，2008；許靜娟，2009）。這也突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現行環評審查制度中

所提供公開說明會與環評專案小組審查列席等有限之公民參與管道，對於釐清環境

問題，促進風險溝通，成效不彰。事實上，中科三期環境問題的釐清，皆在環評有

條件通過後的後續會議論辯交鋒中形成。 

傳統環評審查過程中所提供的公民參與機會相當有限，而中科三期環評通過附

帶決議開啟的制度性參與空間，正好提供我們檢視重大開發設置案衝突中風險溝通

樣貌的機會，了解公民參與在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的可能貢獻與限制。 

一、環評過程中的參與阻礙：資訊提供不充分  說明會徒具形式 

本研究的田野調查資料顯示，在中科三期園區籌備規劃階段，地方民眾並不清

楚，為達成加速設廠進程的目的，中科管理局以徵收國有台糖土地為主，避開徵收

私有地的爭議。不過，開發案所涉及的道路徵收用地，農業資源使用可能受到排擠

等影響，均與當地務農為主並且世居已久的住民切身相關。一位關心此案的人士提

到，公部門並無積極告知民眾或宣傳環評審查前的說明會： 
                                                      
26 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度判字第 30 號，p17 提到「自第二階段開始才真正進入一個較縝

密、且踐行公共參與的程序」。中研院黃丞儀博士認為，此判決強調行政法上兩項重要

原則：「公共問責」和「民眾參與」。詳見黃丞儀（2010 年 3 月 2 日）。環評案樹立司

法新標竿。中國時報，A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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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一個民眾知道說是中科要去那邊開發，那他們當然說…在送

環評之前做過說明會，可是說明會的告知，那個小廣告他可能只是刊

登在…那種不太常見的…小報，…或是哪裡公佈欄貼多久。…而不是

用一個比較完整的、積極方式去告訴民眾這些事情，所以一開始送環

評之前的說明會，參加的人…可能就是跟說…開發土地利益有關係的

那些人。（EC1，p.4） 

而這樣的說明會中，公部門多忙於宣傳說明園區可以為地方帶來的經濟效益與

繁榮，對地方環境的影響多是輕描淡寫，一位居民談到他對說明會的觀察： 

說明會他是沒有說中科進來，他只是說他們來地方上所作的建設，他

們要怎麼建設，他們往後要怎麼污水處理，反正他們說的…幾乎百分

之百沒有污染啦…他說的都很好！可以促進地方的繁榮啊！然後可以

增加后里的就業機會啊，可以地方上土地升值啊類似的，反正可以把

后里打造成一個像黃金一樣了。（CF，p.6） 

環評有條件通過後，附帶決議要求舉辦地方說明會，但許多民眾表示，這麼多

場的會議，開發單位多是實問虛答，對於環境影響問題，總是已高過國家標準的規

格、符合放流水排放標準等制式回應，實在無法令人感受到溝通的誠意。一位環保

人士提到參與中科三期開發相關各類會議的經驗： 

嗯對…總共開了十三場的地方說明會，但是這十三場…所做的簡報都

一模一樣，就是他們每次講的、所播放的東西啊，民眾提出的問題

就…忽略…不回答，或者是…像環保團體去參與，他們提出的問題都

會比較有針對性，…比較切重問題，那他們的回答就是像在環評會一

樣，就是用這幾個…（EC1，p.4） 

以我自己的經驗，覺得每一次都大同小異，…（不管哪一種會議，） 

那個模式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就是人多人少，參與的人多人少而

已。（EC1，p.7） 

對於舉辦頻繁的地方說明會，一些民眾認為是一種宣傳的工具，告訴你政府將

在這地方做某些事，沒有什麼承諾或具體說明（CL）。有些人更將之理解成一種

運用公民參與背書的工具，只要有人參加說明會，就代表完成了一個參與過程，一

位地方人士直言說明會就像是： 



‧公共行政學報‧  第三十五期  民99年6月 

‧44‧ 

變成我們在幫他背書，這說明會可能是他們應當要辦的嘛！…上面規

定可能就是說你每一村都要去辦說明會，結果辦一辦，好像有一點就

是我們被他們利用了，我們都辦過了說明會。（CF，p.5） 

一些民眾進一步表示，公部門並無認真看待民眾的意見與建議，針對他們認為

關鍵的問題（如能否保證不會排擠農業用水、放流水排放影響等），從無具體肯定

的回應與承諾： 

其實我認為，對我們來講都沒什麼效果，…反正就是他們說我們聽，

我們說的他們不採納，其實有辦跟沒辦都一樣。（CF，p.5） 

說明會從第一場辦到聽證會，都是那套，沒有別套…（CL，p.4） 

針對民眾的抱怨，公部門也有相當的委屈，認為已將相關訊息公佈網頁提供公

眾瀏覽，也應各方要求辦了許多場過去都沒有辦過的各類會議。但這些說明會卻反

而擴大問題，阻礙了溝通。一位公部門（在此案屬開發單位）的成員提到： 

我不認為說我們辦的這幾場說明會，對我們行政機關來說是可以真正

去解決問題的。…我覺得只是把問題再擴大而已，因為事實上本來知

道的人不多，經過我們辦說明會知道的人更多了，再加上有一些負面

的資訊，我們所講的當然都是說我們希望能夠怎樣，但是就是有一些

團體他們會製造負面的資訊，然後我們講的民眾就聽不進去。

（PW，p.5） 

二、積極的公民參與—促進環評資料在地驗證 

地方民眾對於政府在說明會中的資料準備與資訊提供上多有不滿，如前述所提

過去研究發現，參與多具形式主義，達不到真正溝通的效果，但民眾在中科三期開

發設置爭議中，較過去有機會取得更豐富多元的資訊。如前所述，中科三期的設置

於第六屆環評委員會期審查，其中多位環評委員長期投身於環保運動，注重民眾在

地環境現況的觀察與了解。他們審閱中科后里園區環評時，發現高科技耗水需求量

大，且使用物質毒性不明等問題，透過制度內要求環評說明書的上網公開，中科三

期環評相關資料在環保團體專家學者群中得到瀏覽討論的機會，並藉由環保團體的

網絡與行動，與當地關心居民共同審閱討論，協助環評會議時的質問與建議（杜文

苓、彭渰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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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通過的附帶條件中，要求成立地方環保監督小組與進行健康風險評估，相

關例行會議的召開，使民眾得以持續獲得資訊，進行環境風險抗辯。另一方面，居

民在環保團體協助下，尋求立委支持，要求國科會依行政程序法，召開聽證會，釐

清相關問題。上述從環說書的上網公開到聽證會的召開，促進了資訊公開透明的制

度性建置，使居民有機會就其在地生活經驗，交叉驗證環評說明書中的相關數據說

詞，進一步要求開發單位進行資料的查證補充。 

例如，中科在地居民對農業用水需求周期以及灌溉取水渠徑的了解，都與開發

單位提出的資料數據有明顯差異。佔據整個大台中區域用水十分之一的中科三期開

發案，27 到底水從何來，對於當地生態產業有無影響，環評過程中開發單位的答

辯一直無法說服在地居民。尤其確保中科用水需求是中科三期環評通過的重要因素

之一，但供水的穩定建立在調撥農業用水與大安大甲溪聯合供應系統卻爭議不斷。
28 水利署代表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里園區開發計畫」第二次聽證會中表示，

如果透過淨水場與接管漏水率的降低，整個中部地區的供水應該足夠。29 但地方

農民代表卻指出枯水期時后里地區的農業用水供應已經不足，甚至需要抽地下水灌

溉農作物，中科的進駐不可能沒有影響。30 當公部門呈現各項統計資料顯示大安

溪之生態基流量每秒 2.7 噸，枯水期仍有一天 60 萬噸的河川基流量，足夠補充灌

溉用水；31 居民則拿出照片以及農作取水經驗，質疑官方水文數據不可靠。32 面

對數據騙人的質疑，中科代表回應所謂 2.7 噸基流量是爲生態保育而以模式預估規

劃出來的量，不是實際的數據，並進一步指出： 

評估是一種策略，是按現有資料及技術去評估，且環保署審查也已經

做成結論定稿，其中有許多需施作的措施，包括廠商要求製程回收

                                                      
27 中科三期每日用水量預計 13 萬 7 千噸。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后里農

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p.5-16；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

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p.5-15。 
28 根據郭鴻裕分析，主計畫「大安大甲溪聯合供應系統」的建置，本質上就是調撥農業用

水，因為這個供水系統將從上游將大安溪、大甲溪的水從公館圳、后里圳引入后里淨水

廠，長期而言，將造成中部這兩大溪流的地面水與地下水補助短少，不僅衝擊保育用

水，也等於間接與中下游農漁民爭水（邱花妹，2007）。 
29 中科管理局（2007：24）。 
30 中科管理局（2007：20、25）。 
31 中科管理局（2007：29）。 
32 中科管理局（2007：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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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其實是整個配套的措施，在環評裡面是這樣去面對問題（中科管

理局，2007：35）。 

環評沒有釐清的不只是中科三期的用水影響，毒物釋放以及廢水放流的評估也

同樣存有相當爭議。中科后里基地規劃總廢水排放量為 123,000 CMD（一天 12 萬

3 千噸），33 並計畫埋設專管將廢水引到大安溪的下游（灌溉取水口以下），避免

影響灌溉用水，專管還未埋設好之前，工廠的營運廢水將排放牛稠坑溝，再匯入大

甲溪中游排放。牛稠坑溝在官方紀錄中被列為區域排水，與大安溪一樣作為開發計

畫污染源的承受與稀釋水體。34  

針對排放到牛稠坑溝的廢水會不會影響農田灌溉，在地農民與開發單位從環評

審查起就存有南轅北轍的看法。開發單位再三強調牛稠坑溝是區域排水而非灌溉溝

渠，且只有兩公頃農田引用此渠灌溉，水質調查上也都顯示符合事業放流水標準。

農民則認為開發單位迴避了排放水是否影響農業灌溉的問題，認為引用牛稠坑溝灌

溉的有兩百多公頃農地，且符合放流水標準並不表示適合灌溉。這個在環評中沒有

答案的爭議，在後續的聽證會獲得釐清，在聽證答辯過程中，中科代表表示： 

環保署訂定放流水標準，是針對事業，事業的放流水標準都不能灌

溉，不是只有中科的不能灌溉。所有事業的放流水本來不適合用來灌

溉。…放流水標準跟灌溉水標準本來就是兩回事（中科管理局，

2007：73）。 

在地方代表呈現航照圖（中科管理局，2007：114-115），顯示大片農地取用

牛稠坑溝的水灌溉，相關問題終於釐清。的確有兩百多公頃農地引用牛稠坑溝灌

溉，只是這些農地不在水利會的灌溉區域內，但農民是合法向第三河川局承租、繳

交使用費，而在非灌區的農田，還是有用水的權利（中科管理局，2007：82）。 

雖然開發單位自環評一開始即強調，中科放流水的水質其實比相關環境基準還

要更低，並提出圖表與標準，表示放流檢測結果都低於基準值，但這些數據與標準

在後續公民參與會議中一一受到檢視，居民也有機會找尋專家與機構自行採樣，交

                                                      
33 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后里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

p.5-21；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

明書，p.5-19。 
34 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后里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

p.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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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檢驗開發單位提出的數據。例如，環說書中只針對放流水管制標準的化學需氧量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生物需氧量（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與懸浮固體（Suspended solids, SS）等提出數據，表示影響並不顯著，35 

但不同立場的專家對於是否明列化學物質、如何進行檢驗評估與取樣地點等，有不

同的說法。聽證會中，質疑一方提出自行檢測出但沒出現在開發單位提供的原物料

資料表的一些元素，包含 Sn、Sb、Se、Tl、In、Ge…等，36 開發單位則表示，

「環說書裡面本來就沒有要求提報可能會有那些元素，那是不同的管制。」（中科

管理局，2007：208）。此外，環說書中測量的廢水導電度只有 3 到 4ms/cm，與農

民採水樣顯示高達 8、9、10ms/cm，也有很大的差距。  

地方民眾運用環評後續制度性參與機會，積極提出在地觀察與測量的證據，呈

現與環說書評估相當不同的風險論辯，突顯環評審查所忽略的問題，但過程中更顯

示環評對地方環境經驗知識的漠視，以及開發單位與在地受影響之農民雙方在環境

科學檢測資源上的落差。因為後續的聽證與監督，地方居民與環保團體積極尋求一

些檢測單位之義務協助，運用各種可能的管道，蒐集整理相關資訊，而有機會強化

對抗性論述。其中，聽證程序對於釐清問題扮演關鍵的角色。 

三、聽證程序有助於強化環評的專業評估 

從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公民的在地經驗、地方的傳統智慧、科學的實驗推

估等，都是建構知識的一環。如何讓不同的知識形式，在政策討論場域中進行建設

性對話，須能在行政程序中提升公民參與的品質。而台灣行政程序法特別引進聽證

制度，37 希望保障公正、公開、民主程序之行政作為。38  

不過，其法自頒布以來，聽證制度在台灣並無被廣泛採用，發展上還不成熟。

一來具備了法律效益，反而使行政部門望之卻步，甚至規避，例如，第二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的公眾參與，原本規定以聽證會形式進行，但在聽證會程序法制規範

                                                      
35 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后里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

p.5-22；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

明書，p.5-19。 
36 中科管理局（2007：248）。 
37 取自：全國法規資料庫，行政程序法（2005 年 12 月 28 日修正）http://law.moj.gov.tw/ 

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Lcode=A0030055。 
38 行政程序法第 1 條：「為使行政行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行政之原

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行政效能，增進人民對行政之信賴，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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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行政部門則將條文改為以公聽會方式進行。39 其次，各行政機關對於聽證制

度是什麼還相當陌生，也很少邀請熟諳聽證程序專業人士的諮詢協助。40 於是，

台灣許多正式的聽證會議，都被當成公聽會的模式舉辦，常成為每人兩輪發言、一

輪三分鐘的各自表述局面，沒有釐清爭點、相互詰辯、探求異同的功能，而中科后

里園區開發計畫第一次聽證會原本設定的會議發言模式即屬此類。 

第一次聽證會在台中縣政府舉辦，41 有政府官員、環評委員、環保團體、在

地人士與立委共約 300 位人員參加，主題圍繞在中科的排放水與民眾健康風險的評

估，民眾的賠償機制，河川流量與枯水期、大安溪排放管對海岸與海水的影響等這

些一再被提出的問題。但在長達 6 小時的相互答辯過程中，會議程序飽受質疑。首

先，主持人（中科管理局局長）因被認為不中立，受到立委和環評委員批評；42 

其次，堅持統問統答方式（如上述公聽會模式），更與民眾與團體要求的交叉結辯

有所出入。經過現場參與者抗議，以及多數與會者質疑中科沒有足夠證據回應情況

下，主持人決議將當次會議改為聽證預備會議，43 請開發單位回去準備，爲下次

正式聽證會進行有效答辯。44  

陳彥宏（2007）比較聽證會與公聽會模式，指出兩者在適用範圍、程序嚴密

度、以及主持人權責上都有所不同。尤其在程序規定上，聽證係依行政程序法進

                                                      
39 環境影響評估法配合行政程序法（2001 年 1 月施行）修正，於 2003 年 1 月 8 日將「聽

證會」修訂為「公聽會」。此項修正在 2006 年國家永續發展會議引起批評，會議最後的

結論共識則希望再修正環評法第 12 條，將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辦理之公聽會，

改成聽證會。 
40 依行政程序法第 57 條之規定，「聽證，由行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人，必要時

得由律師、相關專業人員或其他熟諳法令之人員在場協助之」。 
41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里園區開發計畫」聽證會會議記錄 2007 年 5 月 17 日。 
42 此批評援引行政程序法第 62 條，主持人應本中立公正之立場，主持聽證。聽證會主持人

具有控制流程與總結的權力，可就事實或法律問題，詢問當事人、其他到場人，或促其

提出證據）第 1 項），使各方針對爭點進行攻防。 
43 行政程序法第 58 條：行政機關為使聽證順利進行，認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行

預備聽證。預備聽證得為下列事項︰一、議定聽證程序之進行。二、釐清爭點。三、提

出有關文書及證據。四、變更聽證之期日、場所與主持人。預備聽證之進行，應作成紀

錄。 
44 共同主持人與環評委員建議「聽證會目的是為了傾聽公眾意見，釐清事實，但如果回答

的內容還是停留在之前公開說明的說法的層次，那麼建議將此次聽證會改為聽證預備

會。先收集居民的問題請開發單位回去準備，在下一次正式聽證會進行有效率的答

辯」。陳品潔（2007）。把聽證會當說明會 中科敷衍 民眾憂心，環境資訊電子報，

2007 年 5 月 22 日，取自：http://e-info.org.tw/node/2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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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之正式程序，包括進行前之日期通知、預告；45 進行中主持人之權限，當事人

之權利，與結束後聽證紀錄之內容等，均有明文規定。46 在效力上，行政機關在

行政處分時，應斟酌聽證結果，聽證紀錄在法規明定下有拘束行政機關之裁量權

限。47 相較之下，公聽會則為一便宜性規定，未受嚴格之程序保障；公聽會對行

政機關並無一定之法律拘束力。 

第一次聽證會的設計，沒有任何爭點攻防，有違聽證程序，引發爭議，因而促

成了第二次聽證會。2006 年 9 月 5 日舉行的第二次聽證會，參與人數約有 156

人，在環保團體要求推薦下，主持人除了國科會的黃文雄副主委外，還有熟悉聽證

程序的專家朱增宏（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會長）與李建良博士（台灣大學行政法學

者）（中科管理局，2007）。原定 4 小時的會議，最後進行超過了 9 個小時，整個

會議在程序及議題設定上有幾個特色：第一、由原先的統問統答改為交互詰辯方

式；第二、明確界定出所欲討論的五大議題；48 第三、針對五大主題爭點，相關

主管機關以及參與者提出各項評估報告與證據資料，在會議中相互攻防；第四、主

持人發揮職責掌握議程，邀請在場相關利害人發言，針對爭議點不斷探詢釐清，每

個議題最後整理出總結，載明雙方同意點以及差異處；第五、整個聽證之會議紀錄

以逐字稿方式呈現。 

第二次聽證會在中科與環保團體雙方的準備下，提出比以往更為充分的資訊，

並在主持人探詢爭點要求釐清的過程中，相關問題因而有更完整的呈現。例如，上

一小節提到用水供給以及廢水排放等在環評仍有爭議的問題，都在聽證會中一一釐

清確認。一位環保人士認為，參加中科三期許多場次的民眾參與會議，許多都聽到

標準作業程序的回答，但「唯一覺得他們比較說實話的，就是最後一次聽證會」

（EC1，p.5）。因為一問一答的程序設計，主持人遇到含糊不清或雙造說辭落差之

處持續追問，要求提出證據資料，使雙方必須針對爭點交集互動。在主持人的說服

下，與會者同意，問題的明確解決比按時結束會議更為重要。主持人朱增宏在第一

                                                      
45 行政程序法第 48-51 條。 
46 行政程序法第 54-66 條。 
47 行政程序法第 108 條「行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行政處分時，除依第 43 條之規定外，並應

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錄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前項行政處分

應以書面為之，並通知當事人。」 
48 包括（一）中科用水計畫。（二）初期放流水排入牛稠坑溝之影響。（三）大安溪長期

放流管對地下水質及沿海水質之影響。（四）健康風險評估議題。（五）其他 1. 聯外道

路路線。2. 施工管理。3. 空氣品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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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答辯進行幾回合時即拋出建議： 

如果在聽證裡面，每個限定只有兩分鐘，這個問題我們不可能因為只

是時間過了就算了，因為這些問題還是繼續存在呀。…我們只是把這

時間 run 完了，其實也沒有獲得答案，那這樣的聽證有什麼意思

呢？…剛剛農業用水的說法，你們覺得可以了嗎？你們可以同意那個

說法嗎？…既然是一個聽證程序，那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解決，一

個很明確的解決（中科管理局，2007：10-11）。 

此次聽證會不再限制發言時間與代表人數問題，而以釐清爭點為主，主持人亦

整理討論歸納總結，並徵求大家的理解、同意與修正。不同於說明會與環評審查

會，常在爭議無法釐清情況下草草結束，聽證程序要求訓練有素的主持人整理歸納

各方證詞論點，鼓勵交叉詰問釐清重要問題，使資訊得以豐富完整的呈現。例如，

有關健康風險議題，總結論釐清了許多在環評審議中各說各話的爭點： 

第一個是廠商究竟使用何種原物料，期中報告很多微量因素，可能中

科目前沒有辦法所掌握…關於整個環境風險、健康風險評估的背景值

部份，中科是說明在方法上、知識上都還有它的缺陷。…這一段因為

有 3、4 個污染源了，居民致癌率…高於其他縣市平均值…不過…因

為不是環評要求的內容，所以環評時也沒有提出。另外在選址的時

候，也沒有把現在場址附近的健康風險納入作評估…根據的數據，其

實並不清楚，原來數據的資料與測值、測數據的方法都沒有呈現出

來…（中科管理局，2007：226-228）。 

中科三期聽證經驗告訴我們，良好的聽證會議設計，可以促進建設性的對話並

釐清爭點，使地方經驗與觀察的知識有機會納入環境影響的整體評估，提昇環境影

響評估在社會與人文層面的考量。聽證程序也提供不同立場的專業社群一個溝通對

話的平台，可以從更多元的角度審慎評估複雜的環境問題，深化環境影響評估的專

業。這些正是目前自詡為客觀公正科學的環境影響評估最為缺乏的一環。 

可惜的是，這樣的聽證程序還未被主動箝入於環評審查過程中，中科三期聽證

會舉辦在環評過後，為因應立委與民間團體的政治壓力所召開。事實上，綜觀整個

中科三期開發設置過程的各項公民參與會議，行政機關皆為因應外界壓力而被動處

置，為配合廠商開發時程，環評於一階審查階段在官派委員全數動員進場投票下有

條件過關，使環評第二階段更縝密緊實公民參與程序的要求無法踐行。環評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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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項會議雖使風險抗辯越辯越明，卻都僅具參考價值，對開發設置計畫少有約束

作用，導致環評爭議持續擴大，也埋下日後環評結論遭到最高行政法院判決撤銷，

行政機關卻拒絕停工的爭議。 

陸、結語 

中科三期開發設置爭議，從環評審查過程到後續各相關會議中持續延燒，多項

爭議懸而未決，環評結論甚至遭到最高行政法院裁決撤銷定讞，然開發設置卻已然

成案，行政裁量與司法判決持續角力。現有環評程序中缺少良好的公民參與機制，

立意良善的說明會模式多成為開發政策的說明會，環境影響全面而審慎評估的資訊

在這類說明會中付之闕如，更遑論提供不同立場之利害關係人一個溝通對話的平

台。不過，此案例中地方公民的積極參與，提供了對抗性的在地資料數據與風險論

述，挑戰環評審查的闕漏，並與環保團體聯手，藉由環評開放更多制度內的參與空

間，持續風險抗辯，使環境影響問題可以較全面性的被關照。這個過程，顯示環評

內的公民參與程序，如能朝向促進聚焦對話的聽證審議模式設計，非但有助於爭點

釐清，強化環境民主的參與，也能修正目前環境影響評估中為人所詬病而引發爭議

的簡化、線性評估模式。 

中科三期案例顯示，環境影響評估審議缺乏對民眾生活經驗知識的傾聽與肯

認，其賴以所據的專業科學評估並無法通過審慎的在地檢視，致使環評的專業性與

功能性屢遭質疑。事實上，檢視歷年來高科技園區開發設置計畫，環評通過從來無

法是環境衝擊減少的保證。以 2000 年左右通過的華映、友達龍潭廠的環評為例，

其排放廢水於甲級水體霄裡溪中，造成河川生態與下游自來水飲用的重大衝擊，引

起居民抗爭以及環保署後續補救之各類會議。回顧此案當年環評審議過程，水污染

受害民眾以及相關主管機關，包含新竹縣政府、自來水公司第三區管理處、新竹農

田水利會、第二河川局等從未接獲相關徵詢，也沒有參與環評審查。49 缺乏利害

關係人實質參與的公共程序，間接抹煞納入各方「科學評估」與「在地經驗」等專

業意見的機會，實為目前環評制度中之重大缺失。 

                                                      
49 針對這些機關的回應，環保署表示，有邀請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與水資源局列

席，但表達意見與否是這些機關的權責。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第 462 集 還我清淨霄裡

溪 ， 2008 年 7 月 11 日， 取 自 ： http://www.pts.org.tw/php/html/island/list.php?pbeno=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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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前言中所提及之公民參與環評程序相關制度的推動，除了限縮公民參

與的客觀條件（發言時間與發表次數的限制）並無看到促進公民參與的實然作為：

包括程序上強化風險溝通的聽證審議設計，主動提供必要資源協助公民跨越科學專

業評估門檻的專家諮詢服務，以及尊重在地經驗知識納入現行評估機制的行政作

為。而欲以「民眾參與、專家代理」的專家會議取代民眾參與，顯示看輕常民意見

表述的行政思維，並無助於修正現行模擬評估的謬誤與缺失，當然也無法達到釐清

爭議之目的。 

科技與社會理論提醒我們，公民參與可以在科學知識的生產上以及縮短知識與

政策間的差距扮演建設性的角色。任何具有爭議性的環境議題，必須有充分透明的

資訊，同時開放性地掌握不同知識型態的評估，才能從較為全面的觀點，了解重大

開發案設置對當地的環境社會影響，促使政府做出正確的決策。而中科三期開發爭

議過程中的風險論辯，顯示良好的聽證程序設計，正可以促進不同立場的意見表達

與對話溝通。如能在環評審查過程中納入聽證審議程序，使對抗性的在地風險論述

有機會被納入環境評估之整體考量，非但能促進風險溝通，也將強化環境影響評估

的完整性與專業度。 

中科三期的開發設置爭議提供一個絕佳的本土案例，省思我國現行環評制度亟

待改進之處，2010 年最高行政法院針對此案的判決更提醒環評之行政裁量，須立

足於資訊充分之事實基礎，並保障實踐公民參與原則。環保行政機關如能在敗訴後

反躬自省，才有機會促進環評制度的根本性革新，減少重大開發設置案的衝突與爭

議，使環評制度成為我國邁向永續發展的最佳助力。可惜的是，行政機關至今為止

的回應，仍以為既定開發政策辯護為優先，不見對舊有科技決策模式的省思，使吾

人無法對我國環境決策品質的改善感到樂觀。 

本文最後強調，成熟的公民參與機制必須兼顧程序與實質，如何強化政策過程

中的公民參與，使公民緊密地參與影響決策判斷的知識生產，考驗著政府對傳統風

險評估策略模式突破的想像以及對民主價值實踐的決心，行政機關在此機制中的角

色界定與作為，有著無可迴避的責任。如何將民眾視為民主政治之實質主體，將公

民參與建立在一個具有法源基礎，以及國家資源支持的機制上，將是未來環評落實

民主行政與公共參與的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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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 

中華民國 98 年 2 月 17 日環署綜字第 0980013331 號 

一、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落實民眾參與環境影響評估案件審查作

業，並維護會場之秩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 當地居民、居民代表、相關團體，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旁聽本署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相關會議（包括初審會議、專家會議及委員會議，以下合稱本會議）。 

三、 向本署申請旁聽本會議者，應於本會議舉行前以書面、傳真、網路或電話，敘

明申請人姓名、聯絡電話、地址等資料。  

四、 本署得依申請人意見之代表性及申請送達本署之時間順序，發給旁聽證。但每

一開發案件，各團體或各村（里）居民以二人為限；旁聽之總人數以二十人為

原則，必要時本署得協調不同意見代表入場旁聽。 

五、 旁聽人員應於本署擇定之會場、旁聽室或其他地點旁聽；於會場旁聽者，並應

佩帶旁聽證。 

六、 旁聽人員同時登記發言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於本會議舉行前一日申請，以便安排座次及發言順序，逾期提出者，本

署得不受理。 

（二） 初審會議、專家會議或委員會議無法於第一次會議完成之開發案件，其

後舉行該開發案件之同項會議不再受理旁聽人員登記發言。但旁聽人員

仍得旁聽，如有意見應以書面表達意見。 

（三） 表達意見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開發案件表達意見之總

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原則。但於初審會議或專家會議，主席得視會議情

形調整發言時間。 

（四） 於專家會議之意見表達，應僅就特定範圍之議題為之；與討論議題無關

意見，本署得記明於會議紀錄另予處理，會議時不予處理或回應。 

七、 同時登記發言之旁聽人員，未及於會場表達意見者，得另提書面意見送達本

署，本署將彙整相關意見、開發單位說明資料及對其意見之其他處理方式，公

開於本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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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旁聽人員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 依會務人員引導簽名、入座。 

（二） 不得有鼓譟、喧鬧、破壞公物、妨礙或干擾本會議進行之行為。 

（三） 禁止攜帶標語、海報、各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或其他危險

物品。 

（四） 不得於會場攝影、錄影或錄音。但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員同意者，不

在此限。 

（五） 依會務人員安排之發言順序及時間於會場表達意見，並提供該意見之書

面資料。 

（六） 本會議進行決議前，旁聽之當地居民、居民代表、相關團體均應離開會

場。但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員同意者，不在此限。 

九、 旁聽人員違反第八點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有妨礙會議秩序或有其他不當行為

者，主席得終止其旁聽，命其離開會場；情節重大者，本署並得移送法辦。 

附件二：訪談資料 

訪談對象 代  碼 訪談日期 

政府官員 PW 2008.1.31 

CF 2007.12.3 
后里地區居民 

CL 2007.12.3 

環保團體 EC1 200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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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nvironmental Disputes over the 3rd 

stage of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Development 

 

Wen-Ling Tu*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analyzing the environmental disputes of the 3rd stage of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CTSP), discusses the rol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 The Environmental Imapct Assessment 
(EIA) review process for the 3rd stage of the CTSP, which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lagship plans for Taiwan high-tech development, started in the end 
of 2005.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plan, Taiwan’s Executive Yuan demanded 
that the CTSP’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case be approv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However, the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brought about the protest of some independent EIA Review Commissioners and 
public attention. Although the EIA review for the project finally got a condi-
tional approval, controversies remained as the pressure of policy reform to ad-
dress environmental concerns continued at both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In this 
case, the concerned local resident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demonstrated the 
very high degre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they attended all the related mee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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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s and voiced their concerns. The EIA conclusions were thus made in re-
sponse to those concerns and demand the developer to hold public meetings, 
for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roups, and conduct health risk assessment to 
enhance its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residents. Such requirements offered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xplore its 
contribution and potential influences in the EIA process. From the STS per-
spective, this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current 
limitation of scientific assessment and openly include public deliberation in the 
EIA review processes.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recommends that the EIA re-
view should actively adopt the hearing process in order to encourage public dia-
logues, bridge the knowledge and policy, as well as clarify the arguing points. 
Only with such procedural improvement, the quality of the EIA and environ-
mental democracy could be both enhanced.  

Keywo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TS, 
CTSP, high-tec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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