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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任科員

馬華玫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事項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節如、楊麗環、黃淑英、黃義交、賴士葆、劉建國、
黃偉哲及江義雄等 8 人提出質詢，均經內政部次長曾中明等相
關主管即席答復。）
二、繼續審查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單位預算案。

決議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報告及
詢答完畢，另擇期審查。
二、繼續審查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單位預算未審及保
留部分。審查結果：
（二）歲出部分
第 23 款
第1項
第1目

環境保護署主管
環境保護署原列62 億3,497 萬4,000 元，審查結果：
科技發展 5,126 萬 5,000 元，照列。

本目另有委員提案 2 案，保留，提報院會：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 1 目「科技發展」中綠色奈米科技推動
計畫編列 1,456 萬 3,000 元，用於評估綠色奈米技術應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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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的效益，並未說明該項經費對於哪一方
面的污染整治有實質改善效益。噪音管制及電磁波預警措施
建置編列 1,066 萬 4,000 元，卻多為量測規範與評估指標的
建立，與預算編列名目顯有不同。爰建請將「科技發展」凍
結 1/4，俟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檢討報
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2】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2.有鑑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 1 目「科技發展」中「環保創新
科技研發計畫」編列 799 萬 8,000 元，但於預算書並無詳細
說明用途及其預期成果，建請凍結 1/10，向立法院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4】
提案人：鄭汝芬
連署人：鄭麗文

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第3目

綜合計畫原列 40 億 5,426 萬 8,000 元，減列第 1
節「綜合企劃」1,260 萬元【環境保護教育與宣導
1,250 萬元（含舉辦全國性環境保護比賽等活動、
辦理遴選表揚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等業務費 125
萬元及透過媒體刊登及宣導等相關經費 125 萬
元）、「環境影響評估」10 萬元】、第 2 節「加強基
層環保建設」之「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2,000
萬元，共計減列 3,260 萬元，其餘保留，並提報院
會。
【7,8,10,11,12,13,14,15-1,20, 26,32,33】

本目另有委員提修正案 1 案，保留，提報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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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來，開發案件之環境影響評估行政爭訟不斷，無論是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之中科三期環評案，或地方政府，例如:台東
縣政府美麗灣開發案、台北縣政府新店安康一般事業廢棄物
掩埋場興建工程等，皆先後遭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環評結論，
判決理由多指稱環評審查實質或形式上具有瑕疵，顯現我國
現行環評機制之運作多有缺失，且似有欠缺環評應有之專業
之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作為環境影響評估之主管機關，原
應本於職權為環境保護把關，然而係爭案件中，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不僅未遵行法治國原則，遵行司法之終局判決，要求
開發行為停工，以保障環境之最佳利益，反以開發者之利益
為利益，容許開發行為繼續，爰刪減第3目「綜合計畫」第1
節「綜合企劃」中「環境影響評估」預算2,114萬9,000元之
1/4，計528萬7,000元。【9】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陳節如

劉建國

本目通過決議 8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 3 目「綜合計畫」第 1 節「綜合企劃」
項下之環境影響評估，相對於事後污染管制，係事前以科學、
客觀調查與分析等方式，針對於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產生影
響之程度及範圍，由主管機關基於專業所進行之風險分析及
評定。蓋環境破壞常常具有不可逆、不可回復、不可確定之
特性，損失於事後填補時常常難以估計，且可能引發難以回
復之環境損害，故若能於事前即就對於環境可能有重大影響
之行為或開發進行檢討評估，則較能達到環境保護之目的。
行政法院多以「未踐行公共參與」之理由撤銷原處分，顯示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在公共參與部分尚有不足。例如「台東美
麗灣開發案」「新店安康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興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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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七星農場部
分)開發計畫」等，皆顯示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多未進入二階環
境影響評估，在公共參與部分尚有不足之處。這次蘇花改環
境影響評估速度更創史上最快記錄，從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起算，僅 24 天即有條件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專家學者不斷要
求舉辦的聽證程序，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皆以環境影響評估法
並未規定，應回歸行政程序法由開發主管機關辦理，但環境
影響評估法並未排除行政程序法的適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不斷逃避踐行公共參與、落實事前審查的責任。國光石化開
發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會同經濟部確實依據行政程序法
辦理聽證程序，未完成辦理聽證程序前，爰凍結預算 200 萬
元整。【19】
提案人：陳節如
連署人：黃淑英

黃仁杼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計處負責之環境影響評估業務，編列
2,114萬9,000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常
以場地或時間有限與之前會議已充分發言為由，限制民眾旁
聽之權利，雖以實況轉播補足此缺失，但轉播器材之影、音
清晰度不佳，不只無法讓民眾了解會場審查狀況，在重重警
力製造之對抗氣氛下，更容易激發民眾不滿情緒，產生衝突。
預算除已刪減10萬元外，賸餘部分另凍結1/5，待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改善會議空間，或影音設施、加強環評會議資訊公開
方式、擬訂環評委員利益迴避規範、將環評顧問公司提供資
料正確性納入顧問公司評鑑制度，並作專案報告之後，始得
動支。【20,21,22,23】
提案人：田秋堇
連署人：劉建國

黃仁杼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3 目「綜合計畫」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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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基層環保建設」分支計畫「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體性
環境保護」編列 7 億 7,610 萬元，主要用於河川流域污染整
治工作，執行方式多是透過補助方式交由地方政府去執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於地方政府挪用預算的情形，應提出有
效制止的方式，避免污染整治工作出現缺口。補助地方政府
汰換老舊垃圾清運機具編列 3 億 2,850 萬元，並未明確說明
各縣市分配比率，為避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將預算集中於補
助部份縣市，應提出說明。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編列 4
億 9,000 萬元，其中 2 億 1,975 萬元用於提升縣市城鄉環境
衛生，但很多縣市反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汰換老舊清
潔車的速度過慢，無法因應環境清潔的需求，應加強檢討。
爰將「加強基層環保建設」預算凍結 1/6，俟向立法院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始得動支。【27】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3目「綜合計畫」第2節「加
強基層環保建設」中「垃圾焚化灰渣再利用推動計畫」編列3
億5,300萬元。自垃圾焚化底碴再利用，其再利用量自92年
102,872公噸，至98年底已提升至504,947噸。雖廢棄物再利
用有利於環境永續，然而，底碴於再利用管理及流向管理上
存有疑義。目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底碴再利用訂有「一
般廢棄物－垃圾焚化廠焚化底碴再利用管理方式」，將底碴
分為三類型管理。然再利用已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轄範
圍，故僅能將其流向追蹤及申報責任加諸於再利用機構，是
否能落實第二、三類型底碴流向管理，避免應用於環境敏感
或相關水質保護區，仍有疑義。其次，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委託「98年度焚化灰碴再利用查核評鑑及管理專案工作計
畫」抽樣調查焚化廠底碴，並進行採樣分析，發現依據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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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P、美國加州廢棄物萃取試驗(WET)、歐盟管柱滲出試驗(TS
14405)、德國水溶出能力試驗(DIN38414-S4)、日本環境廳告
示46號(JLT46)溶出分析，顯示如採較先進國家之溶出量或環
境釋入量方式判定，抽樣廠之底碴之銅、硒等項目均超過國
外相關管制基準，顯見國內現行僅採用TCLP溶出方法及相關
法規管制項目標準，仍有再檢討改進。為避免底碴之再利用
反造成環境保護之災害，爰凍結本項計畫2,000萬元，待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針對底碴溶出方法與判斷標準，以及再利用之
管制方式進行檢討、改善，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29,38,43】
提案人：陳節如

黃淑英

黃仁杼

連署人：劉建國
5.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3目「綜合計畫」第2節「加
強基層環保建設」分支計畫「垃圾全分類零廢棄及廢棄物緊
急應變計畫」項下編列「推動廚餘多元再利用工作」預算1
億6,400萬元，其中包含補助各縣市政府興建廚餘堆肥廠，17
縣市共43座廚餘堆肥廠。98年43座廚餘堆肥廠之實際年處理
量，有31廠低於設計年處理量，占72.09%。不過，其中實際
年處理量未達50%者，竟有12座，並且部分廚餘廠處理量過
低，例如台中縣豐原市廚餘廠年設計處理量達成率僅
10.08%、花蓮縣秀林鄉達成率0.8%、屏東縣恆春鎮達成率
14.67%、崁頂鄉達成率7.5%。以縣市別來看，南投縣、屏東
縣、澎湖縣、金門縣全數廚餘廠都未達設計年處理量。審計
部9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堆肥廚餘處理設施
使用效能欠佳等事項於前年度已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導
改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亦回復將再督促縣市政府參與再利
用計畫，推動廚餘堆肥廠全量運轉。然而，比較97、98年度
總實際年處理量，97年為35,313.80噸，98年減少為33,4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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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顯然於督促各縣市政府堆肥廚餘廠運
作上，有所失職，爰凍結本計畫經費1/10，計1,640萬元。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改善方案，始得動支。【36,41】
提案人：黃淑英

鄭汝芬

連署人：黃仁杼

陳節如

侯彩鳳

廖國棟

鄭麗文

徐少萍

江玲君

6.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3目「綜合計畫」第2節「加
強基層環保建設」分支計畫「垃圾全分類零廢棄及廢棄物緊
急應變計畫」項下編列「推動巨大廢棄物多元再利用工作」
預算5,100萬元，其中補助各縣市政府興建再生家具修繕廠，
截至目前共補助17個縣市政府興建19座修繕廠。然而，19座
修繕廠中，有定期拍賣者，台中市97、98年以件數5,238、8,256
件，銷貨收入496萬1,000元與541萬元居冠，其他更縣市無論
件數或收入上均差距甚多，然究其補助金額似與修繕件數或
銷貨收入皆不成比例。其中包含台中縣在內之8座修繕廠97、
98年修繕件數不增反減。以台中縣為例，97年修繕件數尚有
144件，98年銳減為52件，而補助金額共計有2,405萬7,000
元，補助經費與其所達成的廢棄物再利用難稱具有效益。其
次，更有兩座修繕廠部分或全部停止運作，台南縣之修繕廠
已將廢家具修繕等與台南監獄合作，僅剩破碎廠運作中。而
高雄縣其中一座修繕廠更以不具規模且無木工修繕專業人員
而取消運作，平白浪費3,269萬元之補助款，亦可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之督導不力。為使經費補助發揮應有之效益，並達
成廢棄物再利用之目標，爰凍結本計畫之預算1/10，計510
萬元，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改善方案，並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37,39,42】
提案人：黃淑英

鄭汝芬

連署人：黃仁杼

陳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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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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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7.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3 目「綜合計畫」第 2 節
「加強基層環保建設」分支計畫「垃圾全分類零廢棄及廢棄
物緊急應變計畫」中「推動垃圾零廢棄工作」編列 3 億 2,050
萬元，但於預算書並無詳細說明其年度目標及預期成果，爰
凍結 1/10，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報告執行情形經同意後，始得動支。【40】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8.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加強基層環保建設」項下編
列「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計畫，本年度
共計10億3,420萬元。惟經查證，本計畫已執行14年，早期廣
設焚化廠之政策如今已不合時宜，許多焚化廠皆面臨垃圾量
不足之情形，非但造成營運方面的困難，也與當今追求垃圾
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等世界趨勢相違背。準此，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應重新檢討此項政策之必要性，如過去興建焚化廠
之政策方向已有修改為資源回收再利用之政策潮流，應立即
檢討停止編列該項預算。爰此，凍結本項預算1/10，待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提出完整改善計畫及政策說明，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44】
提案人：劉建國

黃仁杼

連署人：黃淑英

陳節如

本目另有委員提案 5 案，保留，提報院會：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3目「綜合計畫」第1節「綜合企劃」中
「環境影響評估」編列2,114萬9,000元，主要辦理召開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及專案小組初審會審查環境影響評估
個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現勘及相關事宜;及辦理重大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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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包括核能四廠、六輕相關計畫及中科三期后里基地等環
境影響評估監督等。我國環評與國外法殊異之處，在於在國
外之環境影響評估結果，僅提供行政機關作成最終決定或決
策之參考，而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開發許可之必要條件，由此可見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影響甚大。然，我國在處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往往忽
視民眾之意見表達，造成抗議事件頻傳，許多重大開發案因
而停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實有必要改善我國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之陋習，爰凍結上述預算1,000萬元，待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提出改善方案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報告後，始得動支。【17】
提案人：侯彩鳳

鄭麗文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廖國棟

鄭汝芬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3目「綜合計畫」第1節「綜
合企劃」項下「綜合策劃環境保護計畫」編列2,953萬元，其
中主要內容包括參與國際會議、推動國家永續發展等兩大
項，為使台灣與世界環保議題接軌，雖有派員出國考察之必
要，惟各項會議是否皆須派員參與，以及其參與之績效成果
等，皆有待更審慎的評估及考量，為節省公帑，特提案凍結
本項辦理或參與相關國際會議之經費共計1,500萬元，待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提出相關業務施政績效及實際需求報告，並近3
年參與之國際會議成果報告，經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支。【24】
提案人：劉建國

黃仁杼

連署人：黃淑英

陳節如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3 目「綜合計畫」第 1 節
「綜合企劃」分支計畫「環境保護教育與宣導」編列全年度
經費 7,228 萬 9,000 元，然查環境教育法 100 年 6 月施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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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基金編列預算 1 億 2,115 萬元，兩者業務內容頗多
重疊。再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環境保護教育與宣導
經費編列僅較 99 年度減少 409 萬 9,000 元，兩者合併考量，
此一業務經費似有暴增情況。爰先行凍結預算 1/5，俟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就兩項經費之支用情形做出釐清規劃，並向立
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25】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侯彩鳳

廖國棟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3 目「綜合計畫」第 2 節
「加強基層環保建設」項下「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體性環境
保護」編列 7 億 7,610 萬元，有鑑於舊濁水溪的污染主要為
畜牧業的污染，所以只要養豬廢水的污染能夠降低，舊濁水
溪的污染就可以改善，而且舊濁水溪已經列為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第 2 期重點整治河川，但彰化縣的養豬頭數為台灣第三
大，高達 85 萬 7,934 頭，卻未納入「養豬業源頭減量（豬廁
所）試驗評估計畫」
，建請將「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體性環境
保護」所編列 7 億 7,610 萬元，凍結 1/6，向立法院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30】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5.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3 目「綜合計畫」第 2 節
「加強基層環保建設」之「垃圾全分類零廢棄及廢棄物緊急
應變計畫」項下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
案編列 10 億 3,420 萬元。由於焚化爐是世紀之毒－戴奧辛之
最大元凶，且歷年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大力推動
資源回收已見成效，垃圾自然減量，且焚化爐之廢熱可再利
用，賣給台電，又是一筆豐厚收入。為有效減除戴奧辛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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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應參酌世界先進國家之相關機制，訂定實際可行之計畫，
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刻正最重要事項之一。為免預算浪費，
建議凍結 3 億元，並要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邀集產官學團一
同研議「戴奧辛減除計畫」並訂定年度計畫期程，俟該項計
畫完成，報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議修正後，
始得動支。【35】
提案人：田秋堇
連署人：黃淑英
第4目

黃仁杼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 3,144 萬 4,000 元，照列。

本目通過決議 1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4 目「空氣品質保護及噪
音管制」編列 3,144 萬 4,000 元，自從政府開放 550CC 機車
通行快速道路，民眾經常反應重型機車高速呼嘯而過的高分
貝噪音已對民眾生活造成困擾，卻不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進
行積極管制取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加強對重型機動車輛
噪音的管制。爰將「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預算凍結
200 萬元，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檢討報告，並向立法院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49】

第5目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水質保護 2 億 2,302 萬 9,000 元，照列。

本目通過決議 3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5 目「水質保護」項下「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法規檢討及預防」中「辦理全國區域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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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監測井觀測站功能評估及維護」編列 1,200 萬元，但對於
中部地區超抽地下水的情形卻未見遏止效用，顯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的地下水管理機制仍有失當。辦理各地區河川整治
工作編列 4,900 萬元，整治河川卻獨漏濁水溪，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應從上游整治濁水溪，減少污染與揚塵問題。爰將「水
質保護」凍結 500 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52】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3目「綜合計畫」第2節「加
強基層環保建設」項下之「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體性環境保
護」及第5目「水質保護」項下「湖泊水庫及河川污染防治」
兩計畫，其中前項計畫雖為獎補助費，但實際上卻與後項計
畫內容有重疊之處，其經費編列上亦有重複編列之疑慮，為
避免浪費公帑，爰凍結「水質保護－湖泊水庫及河川污染防
治」項下預算1,000萬元，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98年及99年獎補助項目、金額及
補助單位清單後，始得動支。【54】
提案人：劉建國

黃仁杼

連署人：黃淑英

陳節如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在事業廢水的放流水標準
上，未能因應我國產業發展。於高科技事業廢水，今年於「光
電材料、元件製造業」雖重新修訂放流水標準，然占我國產
業甚為重要之半導體業至今除了共通的管制項目之外，亦僅
針對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等項目有管制標準，並不符合該
產業廢水之樣態。再者，多年來頗被質疑有污染之虞的石化
業，亦缺乏對應之放流水管制標準，亟待重新檢討。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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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月爆發之台塑仁武廠污染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高雄
縣環境保護局雖已要求台塑公司進行放流水自主管理計畫，
並已召開4次會議·然台塑所提出之「自主管理承諾值」，屢
遭審查委員質疑太過於寬鬆。並且，台塑亦拒絕承諾值列為
管制值，並自詡「自主管理已經是台塑比其他廠商更進步的
作法，不該用來懲罰台塑」。顯見單一廠商之自主管理，如
僅是承諾，難以作為管制之強制要求，則約束力有限。為使
事業廢水之管制符合我國產業發展之現況，避免污染事件發
生，並促使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儘速檢討相關放流水之標準，
爰凍結第5目「水質保護」預算之1/10，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針對高科技業及石化業之放流水標準草案，送立法院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經同意後，始得動支。【55,56】
提案人：黃淑英

劉建國

黃仁杼

連署人：陳節如
第6目

廢棄物管理原列 2 億 0,393 萬元，減列「一般廢棄
物管理及全分類零廢棄」之「辦理各種密封壓縮式
垃圾車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之招標文件製作等業
務費」100 萬元及「資源循環再利用」之「辦理廢
棄資源物填海造島之技術與可行性分析」經費 500
萬元，其餘均照列，共計減列 600 萬元，改列為 1
億 9,793 萬元。【58,68】

本目通過決議 5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6目「廢棄物管理」編列2
億0,393萬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提出「限制塑膠類托
盤及包裝盒使用」公告，限制量販店及超級市場每年需減量
減重5P（PET、PS、PVC、PE、PP）製造的托盤及包裝盒，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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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逐年公告減量率，政策虎頭蛇尾，廢棄物管理政策顯有
失當。事業廢棄物流向電子化追蹤系統與清運機具即時追蹤
系統管制都沒有落實，導致山谷荒野遭任意傾倒廢棄物的事
件仍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儘速檢討機制。爰將第6目「廢
棄物管理」預算凍結2,00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
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經同意後，始
得動支。【59】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 6 目「廢棄物管理」原列 2 億 0,393 萬
元，依據該署 96 年度至 98 年度歲出決算金額顯示，預算金
額超逾 5 成係支用在廢棄物管理，而攸關全球氣候變遷議題
之空氣品質保護經費每年卻均未達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編列辦理「垃圾全分類零廢棄及廢棄物緊急應
變計畫」（主要辦理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
補助民有民營焚化廠、垃圾資源回收廠之回饋及攤提建設
費、垃圾焚化灰碴再利用之補助、補助地方政府汰換老舊垃
圾清運機具等）之相關經費即高達 24 億 1,220 萬元，占同年
度歲出金額之 38.69％，由於資源排擠，致輕忽源頭減量、
節能減碳、綠色產業等國際環保趨勢，因而廢棄物管理經費
居高不下。爰凍結本項預算 1/10，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
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檢討資源配置之妥適性
後，始得動支。【60,61】
提案人：楊麗環

鄭麗文

江玲君

連署人：侯彩鳳

黃義交

廖國棟

鄭汝芬

洪秀柱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於第6目「廢棄物管理」項下
編列「一般廢棄物管理及全分類零廢棄」業務共計6,23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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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主要推動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及源頭管理、垃圾全
分類零廢棄政策等業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落實資源回
收、零廢棄政策，98年12月公告修正自99年3月1日起，生質
塑膠列為應回收廢棄物，依照第一季回收資料顯示，至99年6
月底止，回收總重量為47.5公噸，然而目前生質塑膠使用量
約為1,500公噸／年，若以一季使用量375公頌計算，回收率
僅12.67%，相較於其他塑膠容器之回收率達9成以上，顯成效
不彰。由於生質塑膠之外觀、性質與傳統塑膠相似，回收業
者與民眾不易辨識，往往造成該材質混入傳統塑膠之回收塑
料中，影響傳統塑膠之回收系統。因此，為使各類塑膠之回
收體系完備，減少廢棄量，故凍結「一般廢棄物管理及全分
類零廢棄」預算1/10，共計623萬4,000元，由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一級主管召開PLA回收改善方案之會議，通盤檢討PLA回
收機制，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同意後，
始得動支。【62】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陳節如

劉建國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 6 目「廢棄物管理」項下「一般廢棄物
管理及全分類零廢棄」編列「協助地方建置裝潢修繕廢棄物
收集體系、分類、貯存及再利用管道」預算 500 萬元，並無
詳細說明其預期委辦成果，凍結 1/10，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執行情形經同意
後，始得動支。【65】
提案人：鄭汝芬
連署人：鄭麗文

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5.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 6 目「廢棄物管理」項下「事業廢棄物
管理」編列「推動醫療廢棄物及新興傳染性疾病相關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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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管制工作」預算 300 萬元，有鑑於「環境荷爾蒙」毒
害最深的，首推戴奧辛，醫院焚化醫療廢棄物也會造成戴奧
辛，但「推動醫療廢棄物及新興傳染性疾病相關廢棄物輔導
及管制工作」僅編列 300 萬元，且並無詳細說明如何推動醫
療機構減少廢棄物汞污染及含氯塑膠醫療廢棄物源頭減量，
凍結預算 1/12，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執行情形經同意後，始得動支。【67】
提案人：鄭汝芬
連署人：鄭麗文

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本目另有委員提案 1 案，保留，提報院會：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6目「廢棄物管理」項下「資
源循環再利用」中編列1,500萬元，用於環保科技園區推動
計畫工作。惟此項經費編列與第3目「綜合計畫」第2節「加
強基層環保建設」中內容屬性雷同，且環保科技園區計畫長
期以來廠商進駐比率過低，土地使用率也不佳，顯然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在計畫推動上成效不彰，此計畫是否應繼續推行
或檢討轉型為其他計畫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立即拿出更
具體的改進方案，避免年年投入大量經費，卻不見執行成效
的提升，爰此，建議本項預算全數凍結，俟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具體檢討方案
經同意後，始得動支。【69】

第7目

提案人：劉建國

黃仁杼

連署人：黃淑英

陳節如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3 億1,044 萬5,000 元，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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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通過決議 2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7目「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
編列3億1,044萬5,000元。對於毒化物運送車輛的GPS監控不確
實，仍有發生運送車輛任意棄置傾倒毒化物之情形。生活用
品、飲食裡充斥著塑化劑、重金屬等危害健康的「環境荷爾
蒙」，提高人體致癌風險。歐盟、日本、美國相繼嚴格管制環
境荷爾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於環境荷爾蒙的管制卻異常牛
步化，不但對上游毒化物公告等環境荷爾蒙管制作為相當有
限，對各部會也幾乎未發揮督促作用，讓下游的消費產品無法
免於環境荷爾蒙的滲透，應儘速檢討。爰將「環境衛生及毒物
管理」凍結70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73】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廖國棟

江玲君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7目「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
項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編列1,131萬2,000元，我國
於化學品的管理上，主要仍以毒性化學物質為管制對象，然
面對日新月異之化學品於工業與民生化學品應用，侷限於毒
性化學物質之管制已難以因應保障國人健康、安全，以及免
於環境遭受污染。因此，近年來對於源頭管理之要求日益迫
切。歐盟近年來推動「歐盟新化學品政策」 (即歐盟REACH
法規)，確定其源頭管理的策略與創新作法，以為各國化學品
管理政策的發展方向。我國目前則於中科四期環境影響評估
結論上，要求開發單位承諾確保進駐廠商生產、輸入或使用
每年大於1公噸之物質，其原料供應商應取得歐洲化學總署
(ECHA)之廠商及物質註冊號碼，並應依歐盟REACH制度相關規
定，進行化學品管理。此管制僅拘束該園區之廠商，並未產
生普遍效果。為使源頭管制法制化，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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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修正之必要。為促使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化學品源頭管
理之重視，避免使人民與土地遭受侵害，爰凍結本項預算之
1/10，計113萬1,000元，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
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74】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陳節如
第8目

劉建國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 6,489 萬 4,000 元，照列。

本目通過決議 1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8目「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
之「推動環保標章及第二類環境保護產品計畫」編列3,854
萬6,000元，主要辦理環境保護產品驗證作業專案工作計畫，
申請案件初審，環保標章產品及其他相關資訊之蒐集及應用
等。查迄今共有5,729件產品通過環保標章審查，並有349件
廠品通過第二類環境保護產品審查，環保標章與第二類環境
保護產品，逐年增加。惟標章產品每年僅抽驗數10件，以96
年度至99年7月底為例，其抽驗次數為16次、15次、36次及39
次;抽驗件數亦僅為45件、21件、36件及68件，與通過環保標
章審查之產品5,704件相較，抽樣密度顯然偏低，且有通過環
保標章認證之產品經抽驗結果卻不合規定。綜上，環保標章
與第二類環境保護產品大幅增加，惟標章產品每年抽驗數僅
10件，抽樣密度顯然偏低;此外更有通過環保標章認證之產品
經抽驗結果卻不合規定，顯見審查過程並不嚴謹，為免公帑
持續浪費，預算凍結1,00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高抽
驗次數及審查改善計畫，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
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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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目

提案人：侯彩鳳

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廖國棟

環境監測資訊 2 億 0,590 萬 3,000 元，照列。

本目通過決議 1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年度預算第9目「環境監測資訊」中辦
理全國環境品質即時資訊服務平台編列1,640萬元，歷年預算
編列皆遠高於業界網站平台的製作費用，應進行預算調整。
辦理環境資源部全球資訊網規劃及建置專案工作計畫編列
305萬8,000元，辦理環境資源部公文、差勤、總務等管理系
統開發推廣編列130萬元，該兩項業務皆由現行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網站進行轉換即可，不應再行編列預算。爰將「環境監
測資訊」凍結4,00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79】
提案人：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徐少萍

侯彩鳳

第 10 目

廖國棟

江玲君

區域環境管理 5 億 1,381 萬 7,000 元，照列。

本目通過決議 2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10 目「區域環境管理」編
列 5 億 1,381 萬 7,000 元，區域環境管理工作之一為監督環
評書件及審查結論之執行，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於違反環
境影響評估承諾案件以裁處罰鍰為主，最終常淪為就地合
法，如台塑六輕用水一案。經查本院於審查 96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針對環保署主管作成決議事項：
「針對過去重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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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環評卻違反環評報告書之承諾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 條徹查，依法辦理，並應對開發行
為之管理建立國際標準認證、驗證制度，以利進行追蹤管考。
另針對已進行或完成開發案之內容，其量體、名目與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不符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依照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 14 條辦理，並要求發照機關撤銷其執照。」
。因此，
凍結第 10 目「區域環境管理」項下「執行環保稽查督察管制
工作」經費 5,607 萬 1,000 元之 1/2，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依照上述立法院院決議，落實環境影響評估監督機制後，向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作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
得動支。【81-1】
提案人：田秋堇

劉建國

連署人：黃淑英

陳節如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第 10 目「區域環境管理」項
下「執行環保稽查督察管制工作」中「執行稽查督察管制工
作及假日夜間稽查督察所需國內旅費」編列 1,463 萬 5,000
元。稽查業務分北中南三大隊，各區之稽查範圍應可當日往
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也已編列稽查業務所需之油料預算，
預算有浮編之嫌，凍結本預算 1/4，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
支。【81-4】
提案人：田秋堇
連署人：劉建國
第 11 目

黃淑英

第一預備金 400 萬元，照列。

本項另通過決議 8 項：
1.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9 年 12 月底前，提出六輕煙道、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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熖燃燒塔全數連續自動監測規劃、對雲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補助情形及石化業空氣污染管理情形（包括廠內元件鬆脫、
老化、腐蝕導致化學原料逸散等問題）
，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48】
提案人：田秋堇

劉建國

連署人：陳節如

黃淑英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常舉辦各型教育宣導活動，並購置媒體
版面及時段進行宣傳，相關電子、平面媒體之露出相當頻繁。
經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預算「綜合企劃─環
境保護教育與宣導」項下編列全年度經費 7,228 萬 9,000
元。又，環境教育法 100 年 6 月施行後，環境教育基金編列
預算 1 億 2,115 萬元。兩者合計 1 億 9,343 萬 9,000 元。
然而花費接近 2 億元之鉅額宣導教育費用，究竟對於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執掌業務之執行成效有何影響，應有妥切對
應於各業務之具體及評估指標及數據。爰建請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就 100 年度預算中，由教育宣導預算支出所舉辦活動及
所購置廣告，做成完整列表併列自評，每半年送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瞭解。【85】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侯彩鳳

廖國棟

3.近年來新興產業、產品及製程引進大量且多樣之化學物質，
經由各種工業生產過程排放，然此類新興污染種類及性質，
對於健康及環境之影響，現行法規對尚無法有效掌握及規
範。為求確保環境安全、健康保障，爰建請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儘速向立法院提請審議「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
以明確建置完整之化學物質預防管理與監測機制，保障國民
健康。【86】
提案人：黃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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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侯彩鳳

廖國棟

4.我國地狹人稠，過去數十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所衍生之廢棄
物問題，已造成環境負荷並影響環境品質，目前國際間對於
物資之使用及廢棄物管理趨勢係以減少廢棄物之產生為優先
考量，其次再考量資源回收及妥善處置。查國內垃圾回收量
及垃圾回收率雖有大幅成長，惟垃圾產生量仍無法大幅減
少，顯示源頭管理及減量措施尚未落實，爰提案要求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應強化減少資源耗費、抑制源頭廢棄物產生相關
計畫之推展，以減少後端資源回收及一般垃圾處理之負荷。
【87】
提案人：侯彩鳳

鄭汝芬

鄭麗文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廖國棟

5.目前國際環保政策之趨勢，在於重視環境和經濟雙贏之基本
原則，亦即以環境成本極小化達成最大環境目標，並從中創
造產業綠色競爭力，擴大產業附加價值。又目前國際間對於
物資之使用及廢棄物管理趨勢，係朝向減少資源耗費、抑制
源頭廢棄物之產生，以減少後端資源回收及一般垃圾處理之
負荷。然，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6 年度至 98 年度歲出決
算金額顯示，廢棄物管理決算金額分別為:43 億 8,893 萬
9,000 元，47 億 l,219 萬 2,000 元、39 億 l,633 萬 6,000 元，
其占總環保經費亦分別高達 57.11%、57.77%及 51.13%;另水
質保護次之，96 年度至 98 年度該項經費決算金額分別為 9
億 2,146 萬 6,000 元、10 億 1,537 萬 5,000 元、10 億 4,444
萬元，其占總環保經費亦分別為:11.99%、12.45%及 13.64%;
兩者合計即約占 65%，而攸關全球氣候變遷議題之空氣品質
保護及與人民生活品質息息相關之噪音振動管制經費每年卻
均未達 1%。從上述可得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近年來歲出分配
情形觀之，環保經費偏重於廢棄物管理，由於資源排擠，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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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預算案之審查

輕忽源頭減量、節能減碳、綠色產業等國際環保趨勢，因而
廢棄物管理經費居高不下，與目前國際環保政策之趨勢有相
當落差，爰要求應檢討資源配置之妥適性。【88】
提案人：侯彩鳳

鄭汝芬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鄭麗文

廖國棟

6.我國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規定，已公告列管 259 種毒性
化學物質，並以分類、分級方式管理毒性化學物質，對第一
至三類毒化物採限制、禁止用途措施並要求紀錄申報及災害
通報等，第四類毒化物亦要求運作前申報毒理資料、紀錄申
報及災害通報。惟新興產業於製程中會使用大量且多元之化
學物質，且因產業快速發展、產品週期短，大量新化學物質
可能已被大量引進及使用，或可能藉不同途徑釋放到環境
中，若要逐一進行評估或列入管制，遠不及其被引進、使用
之速度，且可能已對環境造成相當程度之影響。綜上，新興
產業發展迅速，隨著產業產品及製程之多樣化，由各種工業
排放至環境中之污染物質，其種類及性質亦有相當程度改
變，惟我國仍以公告毒性化學物質為限之管理框架，恐緩不
濟急;復以對產業及製程所使用化學物質進行源頭管理與管
制，已為國際趨勢。為因應科技發展及國際趨勢，爰要求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有必要配合各化學物質相關主管機關(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
衛生署等)建置完整之化學物質預防管理與監測機制，以達成
化學物質安全使用及保護國民健康並與國際發展趨勢接軌。
【89】
提案人：侯彩鳳

鄭汝芬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鄭麗文

廖國棟

7. 有鑒於目前焚化爐底碴醋酸溶出實驗，是預設在陸地環境中，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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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會有自然界的降雨沖刷，而設計這樣的檢驗方式。未來如底
碴將可能被用來填海，底碴將整個浸泡在海中，海水的酸鹼度
和其他金屬及化合物物質與雨水不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設
計符合海水環境的底碴檢驗方式。【91】
提案人：陳節如
連署人：黃淑英

黃仁杼

8.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研究計畫所委託之部分學者，本身承攬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相關計畫、又是企業有給職人員、或承攬
開發單位相關計畫、更有身兼環評委員者，有球員兼裁判又
兼球評之嫌，牽涉多重利益，其研究成果、審查結論，不只
難昭公信，更可能因多重利益衝突，作出不利國家永續發展
與環境保護之政策建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研究計畫委託
前，嚴格審查受委託者之利益迴避問題。【94-1】
提案人：田秋堇
連署人：劉建國
第2項

黃淑英

環境檢驗所2 億1,785 萬2,000 元，審查結果：

第1目

科技發展 977 萬 6,000 元，照列。

第2目

一般行政 1 億 4,851 萬 4,000 元，照列。

第3目

環境檢驗 5,911 萬 2,000 元，照列。

第4目

第一預備金 45 萬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1 項：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為提升環境檢測研發技術，每
年度預算於「科技發展」科目項下均編列環境檢測研究經費，
100年度本項研究預算共編列997萬6,000元，全屬委辦費。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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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預算案之審查

該所為全國最高環境檢測機關，100年度預算員額119人，其
中職員99人，檢驗業務分為5組，分別掌理檢測業務規劃管
理、空氣及物理檢測、無機檢測、有機檢測及超微量物質檢
測、生物檢定等方法開發、技術建立及樣品檢測。再者，環
境檢測能力於84年即獲得澳洲國家檢測協會(NATA)之檢測認
證，委外技術品質已達國際水準。爰此，要求環境檢驗所應
將研究計畫由全數委外，逐步調整為部分與學術單位共同合
作研究或自行辦理，經由實際參與而提升環境檢測之自我研
發能力。【93】

第3項

提案人：侯彩鳳

鄭汝芬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鄭麗文

廖國棟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8,712 萬4,000 元，審查結果：

第1目

一般行政 5,173 萬 1,000 元，照列。

第2目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 3,519 萬 3,000 元，照列。

第3目

第一預備金 20 萬元，照列。

二、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
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單位預算案，業已審查完竣，提報院
會處理，保留提案 9 案送院會二讀前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
推請召集委員鄭汝芬補充說明。
三、委員鄭汝芬、陳淑慧、鄭麗文、侯彩鳳、江玲君、楊麗環及徐
少萍等 7 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
另以書面答復本會委員及質詢委員。
四、委員質詢內容未及答復部分及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
料，亦請儘速另以書面答復本會委員及質詢委員。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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