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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令及案例說明



近年環評法規修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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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

106.12

107.04

•108.04

預告修正環評法

•認定標準

•環評法施行細則

強化現有法令執行及

優先調整改善行政作

業程序長程
〔回歸美國原型之環境

影響評估制度〕

開發行為環評作業

準則

近年法規修正情形



• 開發行為環評作
業準則 106.12.8

• 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評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107.4.11

• 環評法施行細則
107.4.11

• 修正公告107.4.13

近年法規修正內容

✓ 簡化第一階段環評作業

✓ 強化第二階段環評功能

• 修正內容

✓ 影響程度較大者，落實要求實施環評

✓ 影響程度較小者，無須實施環評，回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法令管理

✓ 修正環評主管機關管轄權分工

✓ 刪除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開發許可

✓ 明確環評書件變更適用情形

✓ 位於台糖土地之工廠設立或園區興建或

擴建應實施環評
•4



環評法暫不研修之退場機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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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

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

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

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 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之開發行為，事後因未取

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或雖取得許可，但開發單

位因故不繼續實施開發行

為者

• 變更審查結論?

• 廢止審查結論?



環評法暫不研修之退場機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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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主管機關對開發後因

故停工案件，函請開發單

位再檢討原環評書件內容，

若開發場址周圍環境現況

已變異或目前環境現況有

評估或調查不足之處（即

當時未預測到或新增之環

境影響，例如空氣污染、

水污染、生態衝擊…等），

請預先妥善檢討，並考量

進行環境影響調查

• 行政處分?行政指導?

• 開發單位後續施工時
是否應主動提出環境
影響調查報告?



相關規定修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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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評書件審
查收費辦法

相關規定修正規劃
修正重點

✓ 目前環評書件審查收費費額無法

反映實際審查成本支出

✓ 行政院於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已

增加環評書件審查成本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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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相關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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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第3條之擴增產能（1/3）

工廠之設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附表一之工業類別，興建或增加生產線者。

二、附表一之工業類別，擴建或擴增產能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者：

…..

（十）擴增產能百分之十以上。但空氣污染、

水污染排放總量及廢棄物產生量未增加，

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送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者，不在此限。

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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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第3條之擴增產能（2/3）

附表一工業類別之工廠，同時具有非

屬附表一之工業類別時，前項工廠生

產產品之總量，依下列方式計算：

•非屬附表一工業類別所生產之產

品不納入計算。

•以附表一工業類別所生產之產品

作為非屬附表一工業類別之原料者，

該附表一工業類別所生產之產品應

納入計算。

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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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第3條之擴增產能（3/3）

案例1

屬附表一之既有工廠，原

產品種類A、B，申請變

更產品種類為A、B、C

屬附表一之既有工廠，原產品

種類A、B，申請變更增加其他

工廠之製程，新增產品種類C

，原產品種類A、B維持不變

案例2

案例3

屬附表一之既有工廠，原產品種類A，申請變更增加附表二

工廠之製程，以部分A產品為原料，新增產品種類B
附表一工廠 產品A 產品A(產量X1)

新增產品B
部分產品A(產量

X2)作為附表二工

廠製程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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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第3條之擴建（1/3）

工廠之設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附表一之工業類別，興建或增加生產線者。

二、附表一之工業類別，擴建或擴增產能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者：

三、附表二之工業類別，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四、其他工廠，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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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第3條之擴建（2/3）

既有工廠申請開發涉及不同工業類別（指附表一、附表二或其

他工廠之工業類別）時，應依下列方式認定：

•以申請內容涉及之工業類別分別認定。

•申請內容涉及無法區分使用之共用設施時，該共用設施之

申請開發面積應分別納入所涉及之工業類別予以認定。

•既有工廠之「興建」或「擴建」，以各工業類別單獨認定

之：

✓ 涉及新增工業類別，屬該工業類別之興建。

✓ 涉及擴增原許可工業類別之基地面積，屬該工業類別

之擴建（非以是否擴增工廠登記之基地面積認定）。

原許可工業類別之基地面積，以最近一次許可該工業

類別之基地面積認定。

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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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第3條之擴建（3/3）

案例1

屬附表一之既有工廠，於

工廠基地範圍內申請新增

附表二之工業類別

屬附表一之既有工廠，申請新

增附表二之工業類別，共用污

水廠

案例2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一

附表二

污水廠

以附表二之興建認定

以附表二之興建（附表二及污

水廠面積納入認定）及附表一

之擴建（污水廠面積納入認定）



認定標準第2條園區定義

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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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容

•園區定義：指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環保科技

園區、生物科技園區或其他供業者進駐從事生產、製造、技術

服務等相關業務之園區。

•108.5.21環署綜字第1080034670號函

•依認定標準第 2條第 8款「園區」定義，園區之認定與開發單

位為民間或政府、是否有公用污水處理設施或是否有設立園區

管理單位無涉，如符合「園區」定義之開發行為，包括都市計

畫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產業專用區等，即屬認定標準規範之

園區。



•中華民國107年4月13日後

申請設立於園區外之皮革工

業、石油化學中間原料工業、

塑膠、橡膠製造工業、人纖

工業、紡織染整工業、電鍍

及陽極處理工業為認定標準

第3條規定之附表一工廠。

• 園區之認定是否與開
發單位為民間或政府
、是否有公用污水處
理設施或、是否有設
立園區管理單位等有
關?



認定標準第42條第5款之露營區

•位於山坡地之露營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應實

施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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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14環署綜字第1070074806號函

•休閒農場內之露營區，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所規範之「露

營設施」之面積，是否符合認定標準第42條第5款規定判認應否實

施環評。

規定內容

函釋1

•108.3.27環署綜字第1080016330號函

•認定標準修正後新設之露營區，應依認定標準第42條第5款規定辦理。

惟於107年4月11日修正發布前已開發完成露營區，無須辦理環評。

函釋2



第1項第8款或第11款開發行為(再利用機構)，屬利用已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既有設施再利用，且未涉及新增土地開發

使用者，免實施環評。

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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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30環署綜字第1070042171號函

• 屬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8款或第11款開發行為，再利用機

構申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有機污泥、污泥混合物

或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若該設施係經任一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合法許可之既有設施，且未涉及新增土地開發使用者，適用

認定標準第28條第3項規定。

函釋

認定標準第28條第3項之適用



•廢棄物再利用開發行為，

再利用行為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先釐清該再利用行為

有無符合認定標準第28條

第3項規定，如符合該規定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無須再送本署判認，以簡

化行政程序並提高行政效

率

• 任一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合法許可之既有設
施是否包括各縣（市
）政府合法登記之既
設工廠之既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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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標準第28條第5項之適用

•第一項第六款或第八款開發行為，非屬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

可證之固定污染源，且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簡易排放許可或經工業區

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同意納管者，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辦理。

•107.9.14環署綜字第1070074806號函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不含堆肥方式再

利用者），如非屬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證之固定污染源，

且申請廢（污）水貯留許可，未排放廢水於地面水體者，得依第1項

第10款規定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惟如該事業先以排放於地

面水體以外之水污染防治措施申請，而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

申請變更排放廢水於地面水體，且符合應申請排放許可證之規定，

則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未實施之案件，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條第1項規定，原開發行為許可無效。

規定內容

函釋



•於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核）完

成之開發行為（計畫）內，其內

之各開發行為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產業類別符合原核定。

二、經開發行為（計畫）之開發

單位確認未超出原核定污染

總量。但任一污染物排放量

達該項污染物核定總量百分

之二十以上或粒狀污染物、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揮發

性有機物任一排放量達每年

一百公噸以上者，應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認定標準第49條規定

• 右列規定中，如已完
成環評審查開發行為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與其內開發行為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同
，應經哪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



旅館或觀光旅館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或開發基地邊界

與保護區、重要棲息環境邊界之直線距離五百公尺（臺灣本島以

外地區為二百公尺）以下。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或開發基地邊界與保護區、重要

棲息環境邊界之直線距離五百公尺（臺灣本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

尺）以下，屬位於已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都市土地可建築用地

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或開發基地邊界與濕地邊界之直線距離五百公尺

（臺灣本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尺）以下。但開發基地邊界與濕地

邊界之直線距離五百公尺（臺灣本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尺）以下，

屬位於已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都市土地可建築用地者，不在此

限。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

方公尺以下，經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九、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十、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頃。

十一、位於既設高爾夫球場。

認定標準第20條規定

• 以既有建物申請設立
旅館，應否辦理環評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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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http://www.ep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