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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論叢

外1 注力強 7] tI司是外1] 0] 外l 依據叫什 0] 干什祖國土開發事業金什èJ 7}A] 環境歌壇問題吾意

起許71 叫1] 0] 主張斗.最近叫i 深刻j許外l 提起司之主if三-環境污染問題告之苦址活潑詮論議去

展開刮去J;.2..1f五毛環境問題叫|關吐專門家量。]1..于研究量。l 環境污染度訓深刻性叫l 置重

吐斗吋朴實際污染司根本的原因除去外1 完全立斗A] 劫率的'ù對策吾吾 援示許只l 吾吾許2 敢

告實惰。1 斗.吽吽À1 1..午苦。1 深刻古~ A~ 7十三L 致全環境污染s!1根本的問題解決金為"ðlj Àì 主f

+斗音。1 現在生活司井之敢告環境叫1 關奄正確吐評價斗。101] 影響全吋屯令茲告主

芒國土開發專業011 叫吐環境影響評價并萱持首1 01 干什;有 0]: 堂去。]):句。l 州l 叫吐研究7}

禮堂古1 要請司全畔。14.

本研究全安持+司s!1生活環境金正確司評價堂牛9J~環境評價4 基準告設定詩之

音列主芒國土開發事業s!1環境外口l 夫:1~ 影響全評價堂牛到完全基準告設定許吋~l5咱環

境影響評價制度s!1確立全斜吐諸方案金研究許"Ì吱~環境評價吾活用吐國土利用計劃s!1

試案合作成許71 ♀J 吽吋外國s!1環境最響評價制度s!1貨態吾撿討分析許台吋立目的。1 ~ 

r:}2 苦牛~至1斗.

+;:q1..于斗斗1λ? 老 o}~ 朴A] 環境影響評價斗1 叫吐認識。1 斗。1~A] 美司。l 叫1 吐吐 研究7}

全無意于吋美國吶!持台。1 世] 1970年環境政策法(Environmental Policy Act)吋l吋五毛聯邦政

府s!1開發事業外1 叫世環境影響評價苦苦于2己尋規定古}2 ~斗。1 外1τ耳垂研究7} 括軍~"Õ"]進

行司法 0):有 1973年末η}A] 約 4， 000個斗環境影響報告書7} 作成是甘于~t::于. 主主墊日本刊 λ1

主最近環境白書吾發表詐咀λ?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s!1 導入全實施量裁金芳是~ "Õ"1 平有}"t}2

~4. 

第 2 節研究句:方法

本研究是研究s!1包括範圍持廣範科主觀存科研究外全無挂叫斗最近斗。F 撞頭是 ío]

寺J 017] 叫苦斗1 研究方法主甘才可難解詐司研究期間正長期間。1 所要司 71 叫丑吋ì 5個年

011 只是科研究告進行古千五早早計劃滸里i斗.吽斗斗第1次年度研究咀本研究全 堂.2..5!..進行

星 4個年研究.91基礎71-司全研究立Àì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s!1外國叫賣態叫1世研究科焦點

告安辛~4.

當乏主進行玉皇 4個年.91研究內容毛 78年外環境影響評價2月基準設定研究， 79年。1 環境影

響評價斗觀點什斗斗毆存國土開發事業斗國土利用計劃s!1分析檢討 80年吋1] ~環境影響評

價斗制度化吾剖吐先行條件研究要環境影響評價4 制度確立全副帝對策樹立， 81年吋1 全

環境影響評價去活用華園土利用計劃斗試案作成全許正尋計劃吽之生~4.

本研究生去環境影響評價告 7]-寸活潑司進行扑到之到全美國s!1環境影響評價方法斗制

度吾堂;可言1 分析檢討許奴主最近導入全推進科早到之一部件lλ:1 ~類似有T 性格s!1制度是

實施吽早到全點哼1] 11] 亭。1 日本科實態量分析詐試斗.

研究司進行各美國斗日本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判理解叫l 吐吐書籍斗判{9JJ法令全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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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古lc4比較分析會主主升。1 亭。1 項主吋臨存刊發刊是外國科環境影響報告書吾檢討詐

。4 研究吾捕完古l~ 1::于. 01 斗在各制度.9.1導入妥當性吾吾判斷吽71 叫司令èj 斗斗.9.1國土開發

節次斗國土利用計劃吾吾分析許早飯存司法令含檢討古干什導入叫1 吽毛問題點告抽出許

強斗.

<美國篇>

第二章環境影響評價司概要

第 1 節環境影響評價旦|概念

環境影響評價書(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用語老毛司環境影響報告書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斗混用許司利用司ztii吋立概念司明確詮區分合

事實詐;0:1 當:JL~急狀態也l 斗立概念芒吽在.9.1差異7} 到吽.即環境影響評價書(Envirol1-

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告提案是活動或金「乏主苟且」叫司司惹起持台影響(Impact)

.9.1究朗(Identification) 解說(lnterpretation) 豫i!!IJ (Prediction) 輯和方法(Mitigation)扑扑吾

包含墊環境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金文書化吐裂主主定義垂牛~斗. 01 文書告

(EIA) I乏主持l三J.9.1影響全機關內部叫什檢討古于全基礎告提棋斗全吋l 利用~吋環;境影響

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7} 作成司。1 外許王三吟。H斗吾決定許ff叫適合

吐情報告提供甘于才有可吐去。1 斗.

反面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是仕苛吐環境影響全 7}Ãl71 吟

主才l 論難。1 塾牛到全環境影響合并垂素地斗法老三且有主斗行為吋吋吐環境分析告

文書化吐之荒丘立定義惡牛到斗.美國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下

什持台聯邦政府全吐主持機關.9.1檢討斗決定過程吋吋 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去作成許:J!.. 01 吾利用許正尋吽:J!.. 01 報告書苦環境委員會(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有址主持揖出主尋要求許旦旦l斗. 環境影響分析過程外lλ1 .9.1環境

影響評價書(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斗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斗判關係吾考祭司且吐(闡 2一1)斗毛主斗.

第 2節環境影響許續到目的

堂斗1λf 環境影響評價.9.1概念全考察司芒B}斗去。1 環境影響評價書(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斗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持共計環境分析(Envi

ronmental Analysis)告文書化証-?>l. 01 1::于. oÞ1 叫11 Á1 .9.1環境分析。l 苛提案噩活動。l 斗吾發

生要活動外11 .9.1司惹起玉皇環境叫什吋 7}Ã1 社會經濟的特性斗生態物理的特性刊堪。1 甘

牛敢去云變化告研究古于全裂。1 ，*:J!.. 定義堂午~9-.

。1 斗毛主芒環境影響分析合科生全社毛主目的。l 提案是活動斗環境斗11 nì 科全結果吾~{司

斗之立曾主立吋吋機關.9J政策決定者，一般大眾，立èj :J!.. ~苛司主立全議會斗大統領丹丹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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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政 府 活

|環境影響空三!

) 無例一一一一一一一→|環境影響評價文書

有(Yes)

|環境幣當繁叫

l繭府州政府立1討，一般大來斗11 s~~ wrflil 

!最終環J函百|
(Final EIS) 

(圓 2-1)璟墳分析過程叫I^i到璟境影響評價書里}璟境影響報告書旦附關係

方}Ã1 環境外l 叫垂危險性合警告司于台前i 目的。1 ~ r:J-辛苦令玖斗.

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吾作成穹下台干咀司司 真正吐 目的主

計劃過程(Planning Process).9j一環乏主作成再告視。1 r:}.環境影響報告書(EIS)告

急目的毛變化并堪。1 斗7] 前叫11 <>l喧土地利用合他土地利用丘立用途轉換金

作成許

苛主主吉1λ?

惹起要牛到老王影響全事前叫1 文書化許台呂定。17] 叫苦叫1] 0] ~J.目的吾吾達成穹下7] 割昔日 λ'l~

計劃過程.9j一環主立志l 作成垂牛致全夜。1 斗.

計劃過程毛一般的主豆子7}Ã] .9j毆階去必要主意H::-u} 即現在.9j土地利用.9j判別斗代

替可能吐用途.9j究明斗開發。1 斗之堂牛~?&斗.琨境影響報告書(EIS)音作成許台 論理

的'ù時點芒。1 司奄干7}Ã] .9j段階7} 完了是直後<>lJtl代替案叫l 叫吐決定。1 叫司只]7] 前

。1 斗之音牛剪裁吽. 0] 時點什 λ↑吐。1 亭。ìÃJ斗吐環境影響報告書(目前全計劃.9j 古l 1-j-.9j

子畏。l 垂牛~舍去。1 斗.

環攝影響報告書吾作成-6千七斗l 吐功!斗 目的金環填影響報告書(EIS)7} 決定過程.9.]子最

<>lJtl提案叫1(Decision-making Tool)乏主利用要牛到吽全點。1 斗.即環境影響報告書告

叫司聯關是主芒寺毛環境斗!科影響斗斗芒影響音五千甘司平之玖7] 叫苦。n 計劃過程

外11 Ãì 一聯斗活動全採擇古H:- 吋l 泣。1 付一般大眾斗!才! 考慮是牛9J-c情報7} 提供是牛

~幸去按自1 斗.

吋l 咀~~ .9j環境影響報告書(EIS)♀1 目的毛環境影響報告書(EIS) 7千環境管起.9j 手段(Envi-

ronmental Management Tool)外華午到斗七點。l 斗. 環境影響報告書完全。ì Jtl土地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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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l 聯關型自然瓷源斗社會的資源21 利用金質際主誘導古于全役割舍遂行詩之艾)， 9-. 環境

影響報告書刊斗吽吐豆豆有三21 叫 7}姐，建設斗運用吋11 21 "8ì]惹起嘻牛致全環境影響毛主

程和λ.1 :7'1 ~全方法色。1 "1吐誘導機能全保障司于老三是。1 -c于.

第 3 節環境影響評價旦l 發祥動機型治革

美國外11^1.!三三L咀 71 在夸~環境吋11 t11吐考慮主=- 7121 等閑視埠。1 去k 9，l-c干. 之Pj1-于最近叫l

環境。1 斗之去要素7于國家發展科速度斗方向吋1 重要全役割舍吽才l 竭誠三L吋。1 "1 吐結果

人類外存續古于全 τ11 全環境外11 p.1奄依存度7} *吽全點吾吾認識科之環境吋l 司董關心斗價

值71- 變化許71 始作詩張吽.

環境21 質(Environmental Quality)ol 吐召見毛再生會牛敢告資源。1 斗告點外l持台吋斗

立關心金量。下去i 斗. 01 èJ詐4 人間。1 長期的主主生存昔牛致全住居可能幸地球主持維

持吽71 剖司持台人聞名之音21 活動全檢討古}..ï!..調整苦于71 斗。1 互致斗.

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告。1 ;;'1 吐過程21 論理的世最初斗毆

階斗之苦令~至1完全訓。1~ 環境影響評價7千人間主主詐吽舌正常的'il財貨吾交易詐全

市場外1λq~ 說明是牛敢告活動外1 斗司斗斗斗fE 結果吾之音判決定過程外lì Æ司生覺音機

會告提俱司于71 叫苦。1 斗之是牛~至Q -c}.

美國外吋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外始作是按毛主毛環境外

關聯是法規斗礎石。1斗之苦牛敢告環境政策法(Environmental Policy Act)ol 1970年 1

月 1 日實施司吐持平持。1 斗.

。1 法。1 告吋17于7121 重要條項。1 致全吽立寺吽L于21 條項'il 102條 (2) (C)節外 λ1 環境影

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叫作成什叫証指針斗要件。1 明示司。1 ~.2.. 

9 01 條項外l 科司正毛聯邦政府oJ1 ^1 實施科全立法行為外l 叫叫什全立法提案時申請案叫1

報告書吾要意干旱尋司O-J ~..ï!..人間環境21 質。1 甘才墊影響全晉牛到老五毛主要聯邦政

府活動呼叫司吋五哈三λ1 報告書吾包含λl 卅五尋規定意}..ï!.. ~4. 

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1icy Act)ol 施行是以後美環境委員會(CounciI

on Environmental Qua1ity)全環境影響報告書司內容外叫世要件吾土明確司詩才叫司吽

吋井村指針金發表詐現斗.

立後黃國內♀1 各州外 λ~~ 聯邦政府刊 λ? 要求古}2 ~~要件全吾吾辛71 副司 ^1 全 各州斗

事情。l 適合許只l 當斗七點全認識古千五 替毛州政府井立昔t11立21 州環境法(State Environ

mental Policy Act)金制定科之指針(Guide1ines)告作成許現主去1ol} 7121 50%判州7} 州環境

法吾吾制定許9 實施科早到老實情。1 -c干.

第 4節環境影響許價~I 包括範團

環境(Environment)014完全概念合公告斗苦苦吋吽斗各各相異詐才1 利用司之 2liL于

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吾叫司對象主主許早到全環境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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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空氣，苦，植物，動物喜吐。}'-i "*千iÓJ至-"l周圍去全體的丘之主構成斗之~廿五毛自然

狀態斗物體L千人工的世物體外五千包含司老友。1 吽.口午斗λf 主毛交通體系，土地利用特

性，地域社會構造，經濟的安定性苦。1 五千環境科特性。1 5õJ::::乳。1 9-. 9-毛堂立言下咀環

境。l 昔環境影響分析含叫司考﹒慮塾牛~完全正毛生態物理的要素(Biophysical Factors)斗

社會車里濟的要素(Socioeconomic Factors)立構成斗。i~全裂。14.

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lmpact Statement)全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外叫到之內容全明示井之致全吋立穹 71 叫苦刊主芒環境影響報告書告最

少明示是內容含包括許之鼠。i 01=許吋立以後外環境委員會(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州11 ^1 指針 o 旦發表吐。4 莒 7}Ã] 點。1 包含司 oi 01=証斗.

環境政策法斗斗提示吽之女~::::內容名

CD 提案是行為-"l環境影響

~提案是行為持施行是吽咱不可避詐才l 堪。?當牛奴主去逆-"l環境影響

@提案是行為什叫奄代案

.~人間環境全局部的主主捏期的主立利用吉于全社斗長期的哇!生產佐維持要增大斗-"l

相互關係

@提案是行為7} 施行是斗吐立行為斗關聯壘。1 世回復堂牛載台資i原司利用

等。1 環境影響報告書刊包含5ÕJ互之手斗早到斗.

正吐環境委員會(Council on Envíronmental Qualíty)外吋提示奄環境影響報告書刊包含

λl 現外堂。'1 ~7}Ãl 事項毛斗令斗在斗.

要叫提案是行為吋1] til 墊 λ? 堂， 0] 行為-"l目的，立~2 乏主苟且♀J 周圍環境叫1 叫哇 λ↑含

告司提案是行為斗土地利用計畫U，土地利用政策，影響圈內勻地域呼叫奄統制斗-"l關係

3月司提案是行為立'ù吐環境外叫吐影響

'yl叫擔當機關-"l權限以外-"l專項方}.A].:己包含吐提案型行為外叫世代案至

亡于授功環境外!叫司不可避詐月1 官l 文l 告惡影響斗!關証事項音，即不可避吐惡影響全要

約古}之 01 吋吐不可避社影響全緩和λl 是牛9J.~方法告明示

吽 f哭叫人間環境-"l局部的。l 之鈕期的'ù利用斗長期的世生產性科維持要增大斗-"l關係

哇苦功勞動力，材料善。于'-i "-)-自然資源斗文化資源合包含墊回復λi 型牛滋生去贅i原叫

利用

吋萄持判明是環境外1τ司董忠影響全相殺λ1 是牛支~r:午2..生覺再生去聯邦政策上-"l關心事

斗考慮事項

。1 甘斗主毛環境委員會7} 發表社指針毛環境法斗lλ? 要求古}..ï?. ~-c內容含吋寺昔斗l 古1-

平明白詩才1 平吐吐裂主主一部主f 環境法♀!條項斗同一吐月13己到丘之一部主全社司州立全

追加事項。] ~71 玉言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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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刊發表是環境委員會(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判指針斗斗三咕環境外

吋吐考慮全意思決定過程斗初期設階外i斗考慮峙。1 升挂斗之強調許早到全司1] 0]吾吾司

過去刊全環境影響評價外決定。] 0] 口] 0] 亭。17;] 之吐後立決定金合理化λl 司于7] 叫司利

用~9Þ] 叫苦。1 斗.

一般的主主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全 J已有建設事業刊吐要求

是斗之生覺斗2 :U告司。1 完全昔旻是生覺。1 吋環境影響評價廿五芒環境外1 影響全世1 型

牛到老聯邦政府Ej行為吋~已于要求司老呂定。1 斗.

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吾作成科全吋，]~聯邦政府EJ 環境政策

法斗付明示墊吽-)1 7于Ä] 條項。l 包含司o.j 0]: 許生于呂定。1 必須的。]q 環境影響評價書(Environ

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吾準備持台吋1 告。]è-]詮9--)1扑扑條項。1 必須的丘立包含莘

必要~~斗.立è-]1.于環境影響評價書是作成科生去吋l 善環境委員會(Counci1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叫什提示証什 ~7tÄ] 條項。1 環境影響報告書斗(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類似吐樣式主立表現司。1 型次全世苦吽之9).斗.

。1 斗苦0] 合于是去。1 令全環境影響評價書吾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

ent)9J樣式刊~宇咕追後刊環撞影響報告書持必要告司立過程。l 塾咀吋當吋苦牛

9). 7] 叫苦。] t朮

第三章環境影響到種類型分析克法

第 1 節遺境影響到種類

。1 咀主立有旦司環境影響全評價全叫全吋1]7tÄ] 9J主要要素外包含峙。1 。干哇4.

1) o.j喧行為或金三五立有立EJ 施行斗聯關是機關斗活動童，決定

~)環境科構成要素9J變化沖環境影響全反映司于全視。]7] ttJl是外l 環境司 分類吋l 吽

毛環境構成要素(Environmental Attrihutes)吾決定

，~ì 環境影響判決定

2島發見是事項科報告

環境影響(Environmental Impact) 0] 吐環境科構成要素司變化斗 0] 吾吐EJ 相互關係斗之

定義辜牛到4. 環境影響評價書(EIA)斗環境影響報告書(目前哇環境金特徵Ä]♀之外電

行為外1 哼哼惹起要 ÄJ 主苦環境外l 叫噎潛在的變化苦究明詐7J 剖叫作成~~去呂定。J4. 環

境影響白l 苛環境科構成要素司變化斗之定義惡牛到7] 叫苦斗環境彰響全把握吽Z 測定

吽7] ♀1 司 λî~ 環境科構成要素♀l 把握。l 先行司。1 0]: 堂畏。]t:于.

生態物理的環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斗社會極濟的環境(Socìoeconomic Environ

ment)合五千包括許吋環境斗構成要素吾列舉司且吐一般的丘立 7個斗範疇立區卦詐件

的個叫構成要素主生覺甜苦牛7t 9).~完全吋 49個構成要素全斗告斗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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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氣(Air)

(1)擴散要因(Di宜usion F actor ) 

(2) 粉盛(Particulates)

(3) 。于等仕7h:三 (Sulfur Oxides) 

(4) 炭化水素(Hydrocarbons)

(5) 仕尋尋~~(Nitrogen Oxide) 

(6) 型社科吐~(Carbon Monoxide) 

(7)光化學酸化劑(Photochemical Oxidar:J.Ìs) 

(8) 有害毒素(Hazardous Toxicants) 

(9) 惡臭(Ordor)

B. 水質(\Vater)

(10) 安全水生產量(Aquifer Safe yield) 

(11) 流量變化(Flow Variations) 

(12) 石油(Oil)

(13) 放射龍(Radioactivity) \ 

(1的浮遊粒子(Suspended So1ids) 

(1日熱公害(Thermal Pollution) 

(16) 酸性斗堂外èJ性(Acid and Akali) 

(17)生化學的酸素要求量(BOD)

(18) 酸素梅解(Dissolved Oxygen) 

c1的固體溶解(Dissolved So1ids) 

(20) 營養物(Nutrients)

(21)毒性混合物(Toxic Compounds) 

(22) 7.l<.生生物 (Aquatic life) 

(23) 叫吾吾.9.l t:ll 苦苦 (Fecal coliform) 

C. 土地(Land)

(2的土壤安全性(Soil Stabi1ity) 

(2日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 

(包26的〉土地利用形態(ιLa叩nd Use Pa剖削t仇t怕e臼叮叩1"11

D. 生態素(Ecology)

(27) 大動物(Large animals) 

(28) 捕食鳥類(Predatory birds) 

(29) 牛E哥哥去(Small game) 

環境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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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魚類，貝類，昔λ.~ (Fish, Shell fish and Water fowl) 

(31) 作物(Field Crops) 

(32) 誠種危機$J種(Threatened Species) 

(33) 野生植物(Natural Land Vegetation) 

(34) 水生植物(Aquatic Plants) 

E. 音響(Sound)

(3的生理學的影響(Physi.ologi.cal e:ffects) 

(36) 心理的影響(Psychological e:ffects) 

(37)意思傳達劫果(Communication e:ffects) 

(38) 潰奏劫果(Performance e:ffects) 

(3的社會的行態劫果(Social behavior e:ffects) 

F. 人闊的側面(Human Aspects) 

(40) 生活樣式(Life styles) 

(41)心理的要求(Psychological needs) 

仇的生理的體系(Physiological systems) 

(43) 地域社會科要求(Community needs) 

G. 最重濟學(Economics)

(4的地域鱷濟安定性(Regional economic stability) 

(4日公共部門檢討(Pub1ic sector review) 

(4的一人當消費(Per capita consumption) 

H. 資輝、(Resources)

(47) 蟋料費廳(Fuel-Resources)

(48) 非燃料資源(Nonfuel resources) 

(4的美(Aesthetics)

9 

。1 昔斗在f~ 49個叫環境屬性(構成要素〕毛勿論完壁吐叫去二三7} O}L1 7] ttll 是什吋舟搞

完~.JZ.修正~升。干堂之定。1 立于.

環境影響各環境構成要素$J變化外11 $J司 斗斗叫 Ã]7] 叫苦斗環境影響$J把擅芒 E干企斗

苦~ jj]7}Ã] 投陪外1] $J司決定塾牛~斗，

安桶，環境構成要素(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óI] J:]j奄影響$J把握(Identi五cation)

吾刻，環境構成要素外l 叫詮影響$J測定(Measurement)

封神，環境叫1] t:有幸影響全反映λ] 7']7] 哨司環境構成要素外l 叫吐影響司集合(Aggreg-

ation) 

環境影響斗定義斗分類全吽吋 7}Ã]立多樣詩才會午到全司1] ~千古l 社會經濟的影響$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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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全♀{司 λ? 老 E于全吋il7}-^] 分類7} 適合會毛主。1 斗.

(1)純富多響斗總影響(Net and gross impacts) 

純影響。1 吐乏主斗立自體01]λ↑吐惹起~H去影響世舍生覺吽E守主主主持主叫1] ~奄第 2 次的

影響~除外λl 是哉。1 平糖、影響。1 吐主主立功立自體~影響岳吐o}斗斗三王三司旦司建設。]1.午

運營吋1] ~司惹起惡牛敢告影響71}-^] 包含λl 是影響全意味苛斗.

(2) 直接影響斗間接影響(Direct & indirect impacts) 

間接影響。1 昔經濟社會活動司變化是樣相斗五毛聯關是投資朴;<]包合會.即第2次的

影響全包含吐影響。1 平直接影響。l 吐第1次的影響址含意味墊吽.

(3) 集中影響斗分散影響(Concentrated and dispersed impacts) 

地域的範園是等各地域人口斗側面斗持影響。1 集中司。i~吾吾Jð♀全集中影響。1 斗之吽

五分散互有升到全苟千七分散影響。1 斗吐吽.

(4) 影響斗重要性~程度(Degree of importance of impacts) 

影響~比較全影響斗持續期閱(Duration)，規模(Scale)，社會的重要性外1] ~司董牛~

至1 斗.

影響~持續期間外1] ~司 -^i -:: CD 郎峙的 @l年(寄 5年，~ 20年@永久立區分司苦牛

~至1平競模外1] s1 -õTI -^i 全

@對象地域@瞬近地域@地方(市每令郭) ~'地域(水系) @州@全國@全世界的

土豆分額百甘苦牛鼓?&~吋

社會的重要性呼叫司持台@生存~~健康斗安全@物質的寺♀@心理的苦♀主區

分叫苦牛草至1斗.

第 2 節環境影響到分析方法製測定指標

環境影響評價書(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斗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去作成詩才叫屯一環境影響叫測定斗評價吾剖哇方法金吋吋 71斗持開

發司。12l」主E升。1 喧方法舍利用弩之去世叉]~主立在主叫1] trl- 4 決定sl 件。干堂去 0] 吽.

。1 告外咀方法名利用者.91特殊吐要求斗三立1;ii三判類型叫11 u干44毛方法且斗是吐

有用"Õ}7] 叫苦。]4.

(1)分析方法斗選擇基準

遍切吐環境影響評價嗅測定方法告選擇許7] ♀jB'R 持台斗金斗是毛主要有1 ;事項吾吾吾考

慮斗什決定司。F 吐4.

在〉用途(Use)一一環境影響分析。1 主主決定金斗1 2; 7] 剖詮報告書(Decision Document)告

作成許7] 剖吐丑。1 吟立嘻只.] ~主丘吐瓷料歪扭1j.~許 7] 斜吐呂立。] t.-j: CInformation Document) 

外|吽4 方法。1 相異司也斗.決定金叫iò1 7] ♀1 吐報告書E午1註主要。l令~ 判斷斗計量化，

代案苦斗直接的比較外l 重點。1 干什吟詩全反面，資料提供全 副吐呂定。1 斗咀發生可能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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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1 吋哇廣範圈奄諒合的咀分析斗之意義.9.J解析叫l 焦點。j -g!-亭。i~ 伴有rt1-.

@代案(A1ternatives)一一代案。I 根本的丘立差異7~ 致王三吽增加分.9.J差異址敢正二吽斗

斗斗分析方法。1 相異司也斗.代案。1 根本的'ù差異7~ ~吽咕環境.9.J 類型。1 1.f規模面叫l

λf 差異7干到 7] 叫苦斗1 絕對的'ù基準叫11 111 亭。1 環攬91 程度外測定5] 0-] 0]: 古千七反面增加ι

分.9.J差異喧 334LfE 環境金直接比較許之計量化沖吋替自1 01 干什且有外華呂定。1 t1-. 

@大眾.9.J參與(Public Involvement)一一環攬分析斗斗判大來判役割01 本質的吐作成全

副墊去。l 斗檢討寸金♀J 挂毛主。1 吽斗!吽吽分析方法.9.J差異外~斗. 本質的<{l環境評價叫

作成全哨司大漿。1 參與華7iJ千至全前叫作成體驗0] 'âÀ~者吾吋11 7\1 完全說明許7] 0-]司全幸

存EJ 1-于統計分析斗益。1 復雜奄技法舍利用司。F 吐立于.主墊付之程度.9.J環境.9.J計暈化斗

加重值吾平什許是毛主主。1 干什才伴有T斗.

@賓諒(Resources)一-~世川替毛時間斗能力，資金，資料7~ ~..2...吋0-]吋吐苦尋時施

設白l 利用可能吐Ä17~ 分析方法合選擇許老叫考慮再斗。F 董事項。1 斗.

一般的主立計今替毛計量分折合司 0]: 垂7iJ千tf 贅諒。1 當。1 必要斗才是t1-.

@親熟度(Familiarity)一一作成者并規定司老活動0] 斗對象地域叫l 親熟雷日到全只l 外考一

慮司。1 0]: 誓要素。1 t1-.親熟度力量主~*吾吾牛尋環境斗程度吾主觀的主主分析許台吋l

叫吐信賴度7~ 吋量。H室去。1 t:午.

@ o]"í千91 重要度(Issue Signi益cance)一-01令7~ 世斗斗重要斗才!取投司正二1午4 吽斗評

價方法。1 相異司 ;;:1 才是斗.斗毛條件。1 同一吽吽咕。]"í于外重要許咀 聾牛尋主要。1辛苦

判胡言1叫王王計量化吽9 明白許月1 董必要性。1 1:1舟子~Ä] 完全社 01 t:午.

@行政的制約條件(Administrative Constraints)一一選擇。1 機關91 節次斗樣式判條件

吋1] .9.J õ~ 制約金堂全斗.0-]喧機關.sj政策。1 吟指針毛主環攬91 範圈吾定斗之分析，再基本

骨格合定斗三五分析許台前l 訣。i À1 嘆嘆分析方法舍利用不可能吽祠堂7iJ千五~ t1-. 

(2) 影響分析方法斗種額

多樣古于汁1 開發5] 0-1 位老影響分析方法合考察剖且咕 6個斗類型乏主區分甜苦牛7~ ~ t1-. 

@特別分析(Ad Hoc)-一-01 方法昔金發生可能吐環境.9.J廣範圍吐環壞地域吾世吾土援示

古于全程度主立文:]2 01 吾'å0-] λ↑完全影響評價91 最少限.9.J指針址金提示古1 平之三L司司 檢

討司0-] 0]: 量變數寸金概念;:<:] 0-]晉墊白l 吽.

@地圖結合分析(Overlays)一-0] 方法金主立有旱地城~環境特性刊關吐一聯.9.J地圖

苦斗1 依接椅。1 亭。i Ä12 ~斗. 01 地圖吾吾吾 1互有幸合主主精 Àì 地擴環境外l 叫吐複合的'ù

特佳音形成司哇令致全美0]4. 環境毛主旱地lz三地域範圍內外 À~ 影響全世是環境吾吾

許司甘正L立吉~]λ? 判明斗。i;:<:1:::: ~見。1 t:于.

(哥對照表式分析(Checklists)一-oJ 方法金發生可能吐環境科把握吾吾副司 調查司升。于

華一聯斗環攪變數吾提示司平之氣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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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方法外lλ?老乏主持互活動$.J直接的世原因斗結果斗斗關係晉設定õR 晉必要~ ~2 

ÒJ~汁!變數吾測定科王三L干什吋墊指針舍包含λl 卅五三奪之二lES 只l 替。于正是 4.

@行列式分析(Matrices)一一朴方法毛一聯司主旦司主活動量斗潛在的土豆影響音啥

金環境特性司對照衰(Checklist)告結合叫什分析吽完全方法。1 吽.于7R $.J 司乙二主持特定禹

活動斗立活動外1] $.J吐環境問$.J原因斗結果斗$.J關係吾判別吉日子全行列(matrix)主持

闢係;<] 0-];<]之~斗.行列式分析方法令外1fl活動叫 什喧環境特性外)環境吾吾lJ]均是7}吾

明白宮}rll 鴨子毛;<1 一聯$.J活動斗環境特性金列學者1 平毛;<]意千五~-c:于.

@吋1 旦在4 分析(Network)一-0] 方法毛原因一條件一結果斗$.J關係晉設定科71 捕証一

聯$.J ~主主持互活動土豆平lÎ分析。1 0] 亭。1 右斗.自1 接近方法各一聯$.J發生可能吐吋立在司

令定后1平主利用者，立吽吋告遍切墊:l1:立有主活動合選定詐吽辛尋常土豆司 λ? 環境影響

全判明許正尋司亭玉L~斗.

@夜合式分析(Combination Computer Aided)一一朴方法名行列式分析(Matrix) 吋旦司

(Networks)，分析耳垂 (Analytical models)斗吾子司式接近方法(Computer叫ded systematic 

approach)會接合λ1 司利用科全方法。1 斗.

第四軍環境影響報告書叫作成

第 1 節環境影響報告書(EIS) 作成過程

環境影響報告書(EIS)吾作成許告呂定金環境影響判評價外甘'à-司。1 丙告作業qJ.方'l-"~l叫

作成過程自體互接雜朴咀斗且多方面$.J專門家并總動員CrJ件。干古于全啥叫吐作業qJ. ?! 0] 斗.

環境影響報告書(目前禹作成過程金(圖 4-1)外11 À1 且全甘于斗毛主。1 實際作成活動全擔當

會棕合科學的世草全構成許台裂主主平E1 始作許件。1 唱。1 最終環境影響報告書(EIS)

吾作成許芒裂主主音。l 吐斗.

。1 斗巷芒環境影響報告書作成過程毛斗金斗苦名節次苦7j科唱完了塾牛到全裁。14.

1.研究單$.J構成

環境政策法。11吋意圖古}:ï!. ~~吋立環壇影響報告書告 作成許71 ♀J 司持完全棕合科學的哇!

研究單全構成許件 作成吉};<]當主咕址是斗.一般的乏主研究EfL E千金斗苦芒毆階吾 71

科構成塾牛到斗.

安桶，目$.J 'iJ吋告指名(環境影響報告書作成管理人〕

垂頭~，環攬分析叫1荷包括司件。干堂分野別主專門家吾募集

~神，研究陣斗才1 研究，調查分析，表現金為神必要吐要員全支援司苦斗.

現楠，研究陣吋現l 必要墊施設告提供司平平時間吾吾調整司吾q.

2. 任務$.J賦與

研究陣。1 構成CrJ咀研究陣壹叫1 月1 任務7} 賦與CrJ件。干墊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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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動!要

成 1--:一一一

l主也立|-H 對照調查 i

l 周圍戶境|←一 1-1一重要成
|計劃概磊]← ;一i專制倒轉作成i

l 分析要斗告 l

鵬響報世劃一;一直可

國土利用計劃斗讓境評價制度確立

物果結

構

平什

室一|資

環境影響 l←

援和主主]←

書

l 主題提起卡

i戶源一接觸l←

生j作<-

〈國企1)環境影響報告書割概括的位作成過程

安楠，環境影響報告書(目前科全般的咀責任全研究責任者斗才賦與吐斗.

昔楠，研究責任者斗經營者毛主特定環境分野量去研究員量外才責任Ãl~t:J-.

d楠，盤營者全全般的咀技術統制業務吾研究責任者吟等各研究陣以外$!J 評價者叫1 才1

研究陣以外$!J評價者吋

世之}t:午，

吋1搏，行政的世支援業務全研究責任者斗遍切社能力告具備吐

才1 責任吾吾賦與奄斗.

3. 資料科蒐集

資料$!J蒐集 t 斗毛主斗在是否殷階吾 71 科 "'1 言千五尋註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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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楠，研究責任者(當~ t:ì)老完壁吐環境影響報告書(EIS)~ 概要告作成詮斗.

音楠，研究責任者斗專門家吾芒。1 概要立平司對象事業地域呼叫吐環攪影響報告書(EIS)

。月i 必要吐 3豈料7t o.j咕?t究1 7.]量決定吐斗.

到楠，專門家吾吾文書是01 1f政府資料出處棋王L立平司必要吐資料吾蒐集奄斗.

吋Il~骨，專門家吾芒取得不可能証資料母性格五年範圖去決定吐斗.

斗妥桶，專門家吾斗研究責任者吾芒資料蒐集作業主立立唱斗期限合作成吐斗.

。4妥桶，研究責任者全事業叫1] J:ll垂直接的世研究專金一次的資料刊哺育T 調查晉通司

基礎資料吾蒐集吐斗.

4. 資料科對照調查

基礎資料7} 蒐集是後叫老研究陣金比較，評價立i:!j2 將來利用合叫司資料吾樣式刊

設亭。1 每件。于噎立于.

5. 周圍環境外吋吐持全

電吐標準化是資料銀行。] 01 平外7.1 咕環境影響報告書斗周圍環境科項目全♀1 'ÕR 斗舍斗

在各設階井勸獎喝之~斗.

費神，研究責任者斗專門家音名環境影響報告書CEIS)~ 概要量檢討科主修正奄9-.

量z札專門家音名環境影響報告書.91草案含剖司。1嘻地間斗圖表7} 必要有} 7.]吾決定

噎吽.

f自呦，專門家吾金概耍。11 Ài ~司事質量合表現許71 副司必要証地圖.91 草案斗圖面合作

成奄斗.

吋!1~冊，專門家去。l 環境影響報告書叫周圍環境項目~主丈合作成吐斗.

E午才立功，研究責任者毛主瓷料.91正確性斗樣式判一貫性合期言}7] 副司草案金偏輯吐立于.

外交椅，研究責任者沖突發的世修正合詩文}當主主干吽71 五月叫個個專門家斗騙輯是草一

案音機討吐斗.

有2苦功，周圍環墳外l 早在墊項目斗原本金 E}O] 乏文.]2

什萄楠，研究責任者斗要員各地圖斗圖面再草案告作成吐吟，

O}吾楠，環境影響分析斗l 利用古]-7] 叫司原本斗國面.91接寫分全世毛斗.

6. 事業吋l 叫華 λ? 告

安搏，環境影響報告書.91概要音研究責任者斗專門家音名撿討斗之修正吐斗.

音楠，計劃案斗 λ? 告全♀J叫什嘻地圖斗圍面。1 必要吐7.]決定社斗.

封神，專門家吾。1 地圖斗圖面合作成哇9-.

吋Il~啊，專門家吾0] 地圖斗園面全包含詐。4 計劃案。-1]叫世 Ài 告告毛斗.-

斗~桶，研究責任者全細部哥哥項斗樣式判全般的咀正確性斗一貫性全哨鵡草案合編輯

世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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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焚桶，研究責任者全突發的咀變化量并且有♀:A]當7] 哨司專門家斗編輯是草案告檢

討吐吽.

電寺楠，計劃案.9.1 Àì 告吋l 叫詮原本吾吾 140] 主斗之

吋 E草草啊，地圖斗圖面全草案作成許吋

。于吝楠，環境影響分析時利用許7] 副司原本斗圖面.9.1援寫分合吐量斗

電楠，事業λ? 告斗影響園地域吋1BEfE 周圍環境斗地域的條件。]~五尋呼7] 叫司事業科

地理的範圍吾檢討電吽.

7. 環境影響4 分析要持告

周圍環境斗計劃外1 叫吐 Àì 含金完了社後外1 告環境吋~ n] 羽毛去計劃.9.1影響合分析詩之

丈書化古于全~階吾取許台去。] 1:l}苛~詐吽.之具體的節次ff

安縛，提案型計劃斗依"Õ~影響啥告環境.9.1諸側面告專門家量。l 檢討吐斗.

吾呵，各各.9.1環境.9.1諸側面斗Il-'ì 影響.9.1程度是專門家量。1 評價

-:Jl楠，影響外l 叫吐報告書吾專門家吾。1 作成

吋1桶，報告書樣式斗細部事項全一貫性玖玉之尋呼7] 副司 Àì 研究責任者7} 報告書吾輛轎

有}.于.

亡十三哭叫，有2旻是見解弄丟結論。1 插入司正主干舌};:z]當7]. 副司研究責任者全 專門家苦斗

編輯惡報告書吾檢討詮斗.

什封神，報告書樣式斗細部事項.9.1一貫性合維持許正尋詐7] 副司專門家量。1 賓料吾再

作成電吽.

堂哥楠，報告書樣式斗細部事項.9.1一賞性全副司研究責任者全專門家苦斗會科l 再編輯

斗檢討苦吐斗.

4萬楠，提案是計劃外1] .9.1司惹起司主惡影響全除去古}7Ì l.于減少λ.] 7']7] 剖辣 主羊毛奪金

影響吾土口1 清河畔7Ì斗吋寺擴大λl 椅子7] 副司研究責任者斗事業計劃作成者7} 提案通計

劃金修正吐斗.

。于喜功，研究責任者全環境影響報告書(目前展階外持事業州1] t:1]奄 λ1 告毆階扑扑再循環

令許吋必要証節次完全反復合會吽.

電楠，影響吋叫吐分析草案金 140]1主革斗.

8. 緩和對策判決定

安楠，潛在的~環境叫司吐惡影響.9.1緩和對策斗幸在影響.9.1保全對策。l 可能吐7千吾

專門家量。1 決定

音楠，緩和對策.9.1經濟的，工學的，環境的妥當性含決定甘于7] 叫司事業計劃斗建設告

擔當許台要員斗骨科i 專門家量。1 潛在的對策告檢討奄斗.

-:Jl楠，董老「司全緩和對策斗保全對策外l 叫電報告書.9.1草案合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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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11 ~啊，報告書樣式斗細部事項sj 一貫性含維持斗7] 叫司研究責任者(team leader)外報告

書吾騙輯

立于妥神，提案是專業是羊毛E 計劃幸運營許老叫遍合奄緩和對策斗保全對策。]O:J喧?l咀

只l 吾研究責任者外決定

吋妥楠，突發的'ù變化吾外持♀;:0:]詰7] 司司司研究責任者斗專門家量。1 吋l 吐補斗斗受吐

補毆階sj 結果是檢討

堂哥桶，技街的主主斗行政的土豆正確穹下之容納嘻牛~台報告書是完成許7] #1司 叫

咱補毆階叫lλ1 平PJ 吋岔咀吋段階扑扑吾反復電T斗.

吋普車啊，緩和對策斗保全對策外華量報告書草案舍斗。1 主主立斗.

9. 主題別答申

環境政策法叫 個個條項吋1 世辛7] ♀惘]Ã;告答串。] !ôj O:J 0]: 詐完全主題別答申量。1~斗.

立節次告

才覺坤，問題呼叫墊答申吾吾準備管小研究陣金研究責任者外選定

音楠，小委員會主去各各sj 問題叫司吐答申sj 草案合作成

~楠，報告書模式sj 一貫性斗細部事項科程度夸sj 一貫性告's.t辛7] 副司各各問題外

吋墊編輯金研究責任者持社4.

吋1 楠，突發的'ù變化吾外Al♀;:0:]詰71 副司小研究陣斗專門家苦斗會科l 研究責任者7}

編輯有2 答申草案會檢討

E于封神，答申草案告斗。11互通斗，

10. 參考資料，文獻判文書化嘎環境影響報告書(EIS) 草案作成

主立有旦叫1τ司吐研究7} 開始!ôj 7] 前外l 環境影響報告書(EIS)斗乏主司三斗l 關聯是五毛

λ干啥吾斗才1 利用華今~.;己再同一吐方法斗樣式sj 帥註， 參考文獻寺告揉擇至R 0]: 司吋

環境影響報告書作成sj 全過程會菩司引用司說吐參考丈獻斗文書去告五千列舉司。F 吐4.

裂、楠，環境影響報告書刊關聯卓參考文獻，書信， 接觸等卅五查証報告書是研究責任者外

作成

告楠，該當專門家斗智利l 研究責任者7千參考文獻報告書是檢討

~楠， 0] 報告書斗斗。1 茍

11.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Draft EIS) sj 檢討

費神， 2三毛關聯機關，組織，個人苦斗檢討歪 斜叫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金研究責任者外

配付

-垂頭R，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11 叫苛論評毛主世之質問外l 叫吐解答吾吾吽71 叫司研究責任

者斗專門家告。1 關心舍外吐外苛吾斗吐吐斗.

1車~，諭評判提出告♀{噎么升1 晉斗-節次去配付吐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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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終環境影響報告書(EIS)叫作成

費神，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呼叫吐五毛論評合研究責任者7} 取合吐斗.

音楠，該當專門家斗豆豆司主計劃家斗苛功1 研究責任者7} 各論評叫1] 1:司司檢討吾電14.

~搏，檢討過程吋1]""司提示是變化吾反映λ] :7']7] ♀J 司主立叫王三計劃家全計劃案含修正

墊吽.

吋I]~呀，該當條項全再作成許7] ♀J 叫環境影響報告書吾再提出會斗

E午才交楠，環境影響報告書檢討機關司論評金包含λ1 卅五尋註斗.

à'j封神，檢討過程外lλ:-) ..9l ..!旦芒諭評舍包含λJ :7'J 7J ♀J 神文書化部分合擴大λl 是r:j-• 

喧哥楠，最終環境影響報告書苦斗。1 正道4.

第 2 節環境影響報告書旦!護本樣式(Format)

環境影響評價書(EIA)斗環境影響報告書(EIS)吾作成科全吋全包括埠。i 0]: 堂內容量。1

五千包含司。1 。于許71 叫苦斗立基本樣式。] t:z];:q定司才 2ISLE司環境委員會(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01] A司老環境影響報告書訓基本模式(Format)合作成許吋指針乏主

提示意視字3!..~立于.

環境影響報告書恆的〉告表紙部分(Cover Sheet)斗耍約部分(Summary Sheet) ，立2.J3!..內

容部分(Content)土豆構成司。1 且是前1 各各科基本樣式會告司主哇 E于全斗苦斗.

(1)表紙部分(Cover Sheet) 

表紙部分金交通省(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刊提出許7] 剖吐道路建設事業用環

境影響報告書昔倒立科吋例示的主立作成吐樣式毛吽全斗苦斗.

交通省國道管理廳

作成者一州交通局

州道路( 番道) (區間〉吾剖吐最終環境報告書

本道路改善事業全副司 00資金全申請告.

本報告書全國道管理廳斗.9J協議下叫作成司~.2..吋

提出會.

公法 000條。1 依攘

字
字

口
H

口
H

署名

署名

交通省擔當技士

州交通局首席技士(道路設計〉

本件內容全檢討甘于吋承認智.

日宇 署名 國道管理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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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約部分(Summary Sheet) 

表紙部分于1 外l 要約部分(Summary Sheet)o] 添附司全吋l 要約部分吾吾環境委員會(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oJ] ^i 提示証指針刊依司。l 亭。1 ;;j樣式外]斗斗當苟且哇 E千金

斗苦斗.

題目

( )草案( )最終環境報告書

擔當機關:

1.行為4 名稱: ( 〉行政的( 〉法的

追加瓷料吾副司接觸垂擔當公

務員.9J姓名，住所，電話番號

2. 行為.9J ^i 告:重要要點叫焦點吾吾 BE字外 0] 亭。1 ;;j提案是行為斗 0] .9J目的外l 叫

吐要約，影響全世主舌地域，主等'Õ]影響地域.9J判明斗地圖，環境影響報告書刊斗諭

議也地域外1] ^1 斗聯邦政府活動

3. 影響斗耍約

a. 環境影響:提案是行為什斗司豫見司主影響.9J要約

b. 環境外l 叫吐惡影響:提案是行為7} 施行再咕斗斗甘環境外1 叫華惡影響.9J要約

4. 代案:考慮斗全代案音.9J論議.9J要約

5. 論評告要請詳71 斗 0] 口1 世毛主毛聯邦政府，于11政府，地方政府機關全列學

a. 草案叫11 qj 社論評合要請吐機關:

b. 最終案外l 叫吐論評壘。1 p] 世名機關:

6. 環境委員會。1 叫社報告書草案:草案提出臼字

7. 環境委員會外叫吐最終報告書:提出日字

(3) 內容部分(Content)

環境影響報告書去作成古!一71 ♀1 噎樣式中環境委員會叫什作成吉干什指針主主提示吐內容

部分.9J基本樣式合考察司且吐斗告斗在4.

1.專業概要

a. 專業目的

b. 事業概要

環境影響報告書(EI劫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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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稱

C. 周圍環境

(1)提案是行為以前~環境

2. 土地利用闢係

(2) 活動~要約

(2) 其他關聯是聯邦政府活動

a. 他土地利用計劃，政策，統制斗斗調和三千芒口于整

(1)聯邦，州，地方政府

(2) 犬氣淨化法， 1972年修正是聯邦水質污操法

b. u}金三年金不調和是土地利用計劃

(1)調和科範圍 (2) 行為推進理由

3. 提案通行為什司司發生可能吐環境外吋主影響

a. 正~影響斗負~影響

(1)全國的。12 國際的環境

(3) 提案是行為4 影響

b. 直接的影響斗間接的影響

(1)第1次的影響

4. 接案是行為叫11 t:ll世代案

a. 合理的代案行為

(1)環境~質金全世牛~~行為

b. 代案.9:j分析

(1)利益 (2) 費用

(2) 環墟要素

(2) 第2次的影響

(2) 惡影響全避堂牛致全行為

(3) 危險

5. 避昔牛截至全環境外口1型可能性到全惡聲響

a. 不可避証惡影響 b. 惡彰響告緩和λl謹牛氣全方法

19 

6. 人間環境斗鐘期的。1平局部的咀利用斗長期的哇!生產佐維持嗅增大斗~關係

a. 長期的損失金代價立墊鐘期的環境利益間科相殺

b. %豆期的損失金代價立世長期的環境利益間科相殺

已提案是行為外~.9:j司將來選擇。1 1l~Ã1ì司老程度

7. 回復不可能有T 資諒~利用

a. 環境科潛在的用途吾回復垂牛草吾吾程度主題縮λ1 :11 是不可避吐影響

(1)勞動 (2) 原料 。〉自然的要素 (4) 文化的要素

8. 提案是行為什~奄環境外吋墊惡影響全相投告牛~~聯邦政策.9:j 其他關心

斗考慮

a. 提案是行為E.J相殺利益 b. 代案吾E.J相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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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概要

專業概要斗11^H去接案是行為什吋"Õ~社司甘么吐檢討者外1 汁l 行為什 叫吐概觀全美之

行為量為始吐諸周圍環境金概觀聾牛奴主主牛充分古于現1 行為斗活動，專業外l 叫司甘斗l 古:]

^1 告許0:] 01=噎4.

@土地利用關係

01 部分斗lλ.J~提案是行為斗影響垂主舌地域外向1 世土地利用計劃p 土地利用政策， 統制

等斗關聯λl 封說明.XJ什 01= ~4. 

@提案是行為叫1l9.J司環境。ì1 口1 型可能性。1 旦~~影響

提案是行為外l 叫吐環境外1] "0]羽毛去影響。1 01 部分吋 λ? 要約司。1 外許吋 提案是行為叫l

斗奄評價7} 包含司。1 吽吐斗.

@提案是行為什叫吐代案

環攬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金寺前提案者吾斗才1 利用可能奄資輝、

司代替的吐利用外 關司解決堂牛~~斗是什堪。1 斗完全提案叫叫司遍切吐代案合研

究詩之開發古~}"9說胡許正是牛要求詩三?. ~斗. 0] 司吐要求條件全充足λ1 歹'171 ♀?吐項目。1

01 部分。14.

搶當機關9.J權跟外9.J事項全包含"Õ~ ^1 提案有2 行為叫11 1:有吐代案。l 論議峙。1 。干社4. 代

案叫l 叫吐環境斗觀點斗~ ^1 ♀J 贅反論毒室主去環壇;9.J質吾吾向上λ1 歹1 7]斗害立全影響含誠少λ1

謹牛到全選擇是r 'O1~ Jl~月~l 許只]當7] 叫司 λ? 五計劃過程9.J初期設階叫11 À1 檢討埠。1 0]: 有t

吽.

oi 1fl註7}Ã] 9.J♀位司'tl行為什司司評價吾堂叫斗或金環境叫:] '0]文]~彰響。1 型立

~42 決定嘻 u羽毛去一般的主立行為什吋墊代案告評價墊，必要7} ~吽. 反面 同一古} 71] 

容納惡牛致全嘆 7}Ã1 行為外敢去t<l1完全環境叫11 1:11 現全影響。1 最少7} !司全代案吾吾究明

古于是 ~ol 妥當普視。1 斗.

@不可避詐汁1 是7ð 011 口1 型令致全惡~響

。1 項目斗持台第3項目叫] ""ì 提案是行為什司司不可避甘于河1) 1.f E于當牛~~惡影響全價

單言卡片l 要約斗吋 ò]: 哇 1斗.

進)人間環境9.J局部的。J2 超期的世利用斗長期的世生產性維持要去偉大斗9.J關係

。1 項目叫什告提案是行為叫11 9.J吐起期的環境利益型損失外!叫奄長期的環境利益嘎

損失告包含斗全範圍.9-]簡略吐論議外包含古干什 ò1=吐斗.

。1 ~l 吐點叫H9.J鐘期的立~之長期的。1 i:!十七呂立金。1 1fl 固定是期間合言及許台去。l

o}1-j 2 提案是行為外司司環境外l 兮兮噎程度立口l 司全彰響9.J觀點吋11^1 機討司。1 。干吐

斗.立副主主題期的。1 斗全社各行為并堪。1 斗老外于否?毛期間斗11 À1 平司 立專業9.J豫

見~主子存績期間朴Ã] 9.J範圈吾昔堂午到斗， 正堂。l 項目叫1λf 累積劫果林Ã].!主論議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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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þ 吐吽.

@回復不可能有T 賓諒.91利用

。1 項目外i付老提案是行為7~ 施行，主持吐提案且行為外l 聯關是資源斗1] -0]主]~回復不可能

吐量三響。1 究明司。1 。干吐9-. 0] 全第5項目叫論言吾吾檢討司.À~ 0] 是牛~..ï?. ~辛古1 環境.91

潛在的利用範圈垂不可避詐汁i 縮少λ.1 7'] ~不可避世影響全究研會主主司持。i是牛主

~"C于.
@提案是行為外環境州l 口1 主]~惡影響毛主相投λl 是牛9J.~全聯邦政策.91其他關心斗考

慮事項

。1 項目2.第3項目斗 5項目斗1λ1 .91論議外1斗斗斗吐否定的影響全相殺聾牛到全提案

噩行為.91肯定的側面外~干司關心全 7]告糾正主干司~泣斗.

第五章環境影響評價司法律的根據

第 1 節法律的根按

北美合眾國.91 I環境評價」制度司法的根據全 1970年 1月 1 日平司施行是 「聯邦環境政策

法JC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o] 斗. 0] 聯邦法律毛 1969年叫l 美公法 91一190號

立外制定司。? 外， 1970年平司劫力合發生詩才] ~s:J.9-. 

。1 法律0] 立目的章外I] .À~宣言詐z 且完全甘于叫1 依詐唔，美國聯邦政府井 。l 法律全制定

詩才是持首芒其楠， I人間斗立環境間.91生產的。1 之快適吐調和暑期許2J，吾楠， I環

境斗生物界叫1 叫吐被害是瑋防， 除去帝王乙立叫人間.91健康斗福祉量增進許之J ， 為1 楠，

「生態界斗自然資源外l 吐吐理解吾增進λ.] 7'].司 J，吾丘立聯邦政府內外1] I環境委員會J(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晉設置許7] 叫司斗。1 斗. (聯邦環境政策法第二條〉

♀1 .91 I聯邦環境政策法J6] 制定司 7] 以前外五美國科聯邦法吾毛聯邦政府再叫，，~扑扑

事業吾.91環境外叫奄影響吋~丘吉1斗士見定意r2 ~告茹苦。1 玖玖7:]吐， 0] 是全吋莘莘環境

.91經濟的價值判保護外n tJj-置重司。1 到現吾吾吾甘斗斗斗，立吋司法律吾.91 .À~ j主立于毛規

制斗要件吾合調整堂牛到全統一是基準6] \lJ.現斗. 0] 甚名狀況斗l 當面司 λl I聯邦環境

政策法」妾，令位平~且吽互聯邦政府外決定吽之執行許台各種公共事業科 環境外叫吐

技街的，經濟的，生態學的，社會的主毛影響全諒合的主立考慮聾呂定吾吾要求科月1] ~S:J.~， 

聯邦政府.91五毛部署。1τ呼叫持之音.91政策決定刊泣。fλT 環境叫Ili'e響全-0]科全限外~

外.À~告。1 法.91基準斗要件州1] tI于互補墊呂定。]9-. tI午4.À~ 0] 法金環境外吐吐限，美聯邦

政府再一般法。1 斗之堂牛~9-.

。1 在各一般法主主λl .91目的全達成許7] 叫司峙，聯邦政府全吟舍斗垂金什 ~7t7:]分腎

叫鼠什什司法的責任告履行司。F 昔9-.

即，安楠，各世代~ 9-令世代.91善良奄管理者主扑.9j.!L毛義務量斗司。干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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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神，正芒美國國民告主斗什舌安全古}2 健康古千五生產的。1τ司，美的主主立司Z 文化

的主主快遍昔環境外企牛敢正尋詐吋 0]: 許泣，

持I 桶，環境.91被害斗健康斗安全外1 對吐危臉立2.] 2 其他孝文l 姜育T 副作用氓。1 環境

舍外寸有用古柯l 利用堂牛到五尋吽泣，

吋l桶，歷史的，文化的，自然的世國家.91遺蹟全保存古千五個人.91選擇.91自由外可能吐

限最大眼保障司正等環境全保全詩斗，

E午-)i楠，人口斗資諒利用.91均衡金。1 再許王玉立付，生活水準.9-1 向上告 圖謀吽且使益.91

公平吐配分含期許旱，

吾土豆，什妥楠，再生可能吐資源.91質含量。1 之減少五1 0-]井台資源.91 最大限.91再活

用金期司。干哇9-. (環境政策法 101條〉

以上.91 c司-)i 7}A] 政策宜言吾吾且;d訓，美國政府告。1 法律.91制定金契機立志1斗，經濟的

能率性世合考慮司 -^1 環境斗自然資諒.91開發含意于世慣行會修正司斗，人間斗自然三L2.]

2 人間斗資源問.91均衡吾吾由復古千五寺λl 吋1 立導才l 言}~裂。1 人間再生活.91質吾吾向上λ1

9] 全按包合法.91理念主主斗至1已于全耍。1 斗又叫荷華牛到吽.

美聯邦政策法金斜斗在毛法理念全宣言許台吋杜立主:] A] 0}1-j詐之，聯邦政府斗立施

行全保障許7] 剖吋付，每年聯邦政府科大統領丘主意于吽吾國會叫司司 -^1 r環境科質州1

吐吐報告書J(Environmental Quality Report)吾提出到1 詐之玖斗.~法 201條件1] .91許喧，

大統領金每年議會<>11 司司吋

(1)大氣，水質，林野，都市，農村寺.91環境科現狀， (2) 環攬.91利用，管理等.91現在

嘆寸叫什玖外 -^1 斗全國的哇!社會經濟的，其他部門叫叫吐影響， (3) 自然資1\.91賦存

狀態曳人口增加外1 吽芒立展望， (的聯邦政府，州政府要民間人是斗事業吾0] 環境科

保全，開發，資源利用苦。1 口l 主彭響， 立2.] 2 (5) 師存專業吾斗被害苦防止華計劃夸

吋l 吐吐報告書告提出詐。4 。于詮斗.

大統領斗。1 在毛報告業務量補佐井之法規定外1 t井芒吾吋具體的~政策指針金樹立言L

7] 判司斗大統領直屆主立「環境委員會」苦苦毛主主苦斗斗!規定計-又去~t:于.

以上斗在2名法去見定吾吾土位主持苦叫美國斗聯邦環境政策法芒吐士証政策宜言告斗7]

剖吐毛主。] 0}1-j 2 聯邦政府主意干什苦環境外1 叫吐綜合的哇!監督斗保存計劃樹立.91責任

吾土賦謀斗之立責任.91履行與否吾議會井大統領斗!叫司 λl 告全牛鼠村社質踐的世意

義斗試全法。1 ~十五詐。4 。于會主主 0] 斗.

第 2 節環境影響評價的|吾告法規定

♀J 斗在主芒全體的吐法.91并咀 λ1 持全吋]^L 令司科研究對象。1 司老毛文毛法 102f'* (C) 

項科「環境影響報告書J(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提出刊吐吐規定。l 斗.法 102

條 (C)項。n .91許咱， r主芒聯邦政府機關芒，之所管內斗立法提案。l 斗其他環境外1 芒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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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全口l型主要有T 事業是建議會叫到什 λ1~ 斗合斗基金專項斗l 早在吋 λ1 具體的世 報告書

告提出司。F 吐吽.即，

(1)建議証事業.91環境影響

(2) 立事業。1 施行~吐不可避許月1 招來惡環境外1 對吐被害

(3) 事業.91代案

(4) 鐘期的。1 平局地的電l 環揖利用.91便益斗長期的世環境保全斗生產性.9-J關係

(5) 立事業。1 執行司生王三官司L 豫想司全原狀回復不能意:}3Z-再利用不能有E 資源且使用

苦叫l 是奄報告書告提出言~ 0]: 許急呼， 01 報告書吾通稱「環境影響報告書J(凹的斗之華斗.

剖斗聯邦法條文0] 意味苦于全吽告，聯邦政府斗。ì 2=.機關。1 州立是立法措置外l 依司斗

。i社正告說存司法的權限外1] .91司 λ? 在， oì 喧公共事業吾吾州立。l 施行詐2:>:ì 垂叫吋l 告，

哈主持立事業科邀行之旦因吋λ↑招來華?;l...2..~豫想再生去環境外叫奄彰響全割斗在各

項目外1 主持 λ1 調查苦斗之立結果去書面丘三立外提出色1 件是吽全魂。1 斗.0] 報告書完全

♀哇大統領斗堂À-J世吐「聯邦環境委員會」司提出司。1 。于許泣，一般市民是什持 公表司

。ì 0"]: 吐9-.

。1 至1 奄「環境影響報告書」司提出:是公表司法的劫果呼叫垂規定名「聯邦環境政策法」

斗1] ~9-.斗λl 垂司斗，立報告斗內容。n .91 c5ll λT 該當事業。1 環境外l 重大証被害毛主口1 型

畏。] è干全評價7~ 玖玖含茍♀斗l 立事業科決定金司λq -i去址是斗吾吾司法規定各位斗.

吽斗λ1 美國科聯邦環境政策法金環境監響評價制度外1 關吐限金政府外l 叫叫什立公共事

業主主因吐環境叫1 叫詮影響全調查苦于主報告許台義務吐金賦課古~2 奴主主禮。1 斗.

立è-1 斗， 0] 調查嗅報告.91義務中，一般國民吾吋1 月1 公表斗才吐規定。l 政治的主立全

重要吐意味去安全召見。1 斗之 且件。于弩之定。1 斗. 主干司政府井建議苦于全當該事業以外叫

苦名目的全達成堂牛到全代案的事業合提示証斗若要件。] ~þ] 叫丑外，政府主持全

可能証限最大眼.91研究斗努力主立外 環境外祖1 均可去惡影響。l 最少華專業金委:>:]詰金

牛~才斗告政治的壓力全世荷華去。]1:午.

聯邦政府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吾概觀智斗泣。?λ1 ， 吾J主主附記音調干什外華?;l.金， 0] 

法判規定金聯邦政府.91行為(Federal act)刊寸遍用司老夜。12，民間.91行為斗州政府.91

事業斗IH去適用再:>:]詰~1:午全點。l 亡于.立去芒。1 聯邦法.91通用範圍善意圓的主立 。1 草坪l

制限苛吋是0] oH旱，美國法秩序.91全體的'fl聯邦主義叫苦0] 斗1:于λ1 甘吉1λ:i，美國.9-J

聯邦政府.91權能令立憲法斗l 依叫什聯邦政府.91行為斗州斗州間.91事項立i!i2 美國

聯邦全體.91國防斗外交01] 址局限司。ì~旱，美國市民量.91行為全原則的土豆州法叫1] .91 

司 À1 現定司正尋.;;;]升 ~7] 苟明苦。]9-.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卅五吐吐各州法.91規定量斗l 吐司

λ? 完全後述詐丙 z 吐斗.



24 環境論叢

第六章環境影響評價制旦l 要棄

第 1 節 聯邦環境評價制旦l 基本的要素

叫.9-J聯邦法。1 規定古千五到全「環境影響評價制」告司利主亡于全斗苦金 朴117}A1 基本的世

要素立外構成司。1~吽主管牛到斗.

立 f日司令全「環境現況調查J(Environmental Inventory)01 4. 
。1 環境現況調查全環境影響評價是捕証前提條件之立外聯邦政府朴實施斗司主建議許

完全合共企業。1 執行聖地域叫環境現況外1 吐吐綜合的吐調查是吽告謊。14. 01 調查報

告書全世.7-1 "，):-吐「聯邦環境委員會」外作成司令宇芒兵體的'il基準0]1 吽斗付之該當地域

.9-J物的，生物學的p 旦台文化的環境.9-J現況金全般的」主主記述堂牛到老外吋神文1 項

目吋11 .9-J司 λ? 作成是立于.

0=171 λ:1 "，):-科全物的環境。1 寸，立地域.9-J地質，地形，地衰，地下水，水質p 大氣寺♀J 狀

態吾包含許且，生物的環境。1 吐，植物相，動物相哥全指稱許完全吋立奇斗lλ?五尋司司廿

吐種旦完全騙種斗危險性。1 致全動植物種叫1 吐司斗調查吾司。于它千五玉立地域全體.9-J

動植物種.9-J多樣性要生態系.9-J安定性哥叫1 吐吐記述毛主詐。~ 01=吐斗.

文化的環境外是有T 項自外1 吋告人口.9-J變動辛付，人口.9-J地理的分布狀態，歷史的旦

台考古學的遺蹟立'"-l之福祉司經濟的指標苦。l 包含司。1 01=詮吽.

以上斗是芒環境現況調查芒，堂λ'1"，):-電} B}斗在外，當該企業。l 之地域環境外11 "Ì迫

嘻嘻乎全口)有均要改咀功告評價吽71 剖吐基礎資料7} 持完全按咀叫 r環境~響報告書J.9-J

斗斗.9-J寺♀証要素苦。1 墨斗. 01 現況調查并環境影響評價作業斗~課題42 華牛 21

斗.

垂頭R S1要素;去當該計劃是專業主立因司.7-1 招來毫毛主丘立直是想司老環境叫l 叫吐影響

斗分析斗評價'il叫， 01 ~ 01 01= "，):-主環境聲響評價制度.9-J按心。14. 吐吐司啥叫什 01 過

程金建議是專業土主因司 -^J 哨外1λi 0，):-吐 B}五年苦芒環境現況外11 "Ì咀變化7} 招來毛~'ll

7千苦苦是測詐告作業。1 斗. 01 分析評價全叫主n~ 斗金斗在各作業合包含吐斗. FID , 

(1)環壇現況金斗E才叫 tE 指標上叫11 "Ì '1'l變動。l 招來要去'il 7}吾豫測古于全世.

(2) ♀1 斗在毛變動.9-J規模斗範間音推定井台電.

(3) 讓泊!五~::各指標上司變動外1 叫古~l 付重要性豆、全加重{笛，是賦與古}::堪。1 至琨接接

響4 分析評價。1 ];于.

。ì ìòì 世環境彰響.9-J具體的全!分析斗評價方法名各地域.9-J 環境與件斗 特往外吽斗吋

旦台各分野叫!1 tI午毛環境現況調查技法.9-J發達程度苦斗斗斗斗昔斗垂牛告 ~4. 1列苦

苦"Ì λ? 大氣外1 口1 型嘻嘻外l 吾昔評價技法毛苦才古1 發達~ "Ì ~ "Ì持 。l 分腎s1評價t

'tll 旦有精密吐吋1 反司 λ1 ，植物相01 斗動物相011 .:B 奄融合的世兮兮評價全計量化司 λ?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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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于吋五三字要求許台去。l 無理吐苟千五 ~4.

以上斗挂毛現況調查斗哼哼評價告會斗1 泣。1λ? 法。1 要求許老注意于吋SJ 要件岳， 立

作業。1 ~ PJ 專門分野間科協向外I 依司 ^ì 1司。ì 0]: 語已于台去。1 亡于. 01 挂毛專門分腎間9.J協

同的調查斗分析﹒評價告司。于吐4告要件金 01 法。1 i見定許早到全環境。14告法概念

毛 7}寸通金意味SJ 人間環境。1 ~}告要主主解釋埠。?外苛金委哇吽.

具體的主主什么苟♀叫什喧專門技術0] 動員持。ì 01=督之1世垮台，該當事業科內容斗

之對象地域斗環境與件斗斗斗λ1 垂直J是牛三~;;<1 吐，最少限物的施設合調查分析全

午到全工學的技術，生物學者，立èj3L社會丈化現象金斗吾牛~~專門家寺SJ 參與

.7}訟。ì 0]: 堂按各才吐許τ千五 λ且有~3王玖斗.

。1 ;:'1 証調查斗評價結果完全旦奄!l1 又有統一是形式斗再檢證白)可能証形態主提出E1

外 0]: 墊4. tl午斗斗。l 垂毛形式SJ 統一通體系化吾 4甜甜斗， 環攪嘻嘻評價制度SJλ~] 咀司

要素哩1 r環境影響報告書J(EIS)叫形式。1 法斗「聯邦環境委員會J(CEQ)SJ 指針吋1] SJ 吋 ^ì 規

定司 01 ~斗. 0] 報告書7} 1:l}主 Ù^ì 董吐現況調查斗嘻嘻F評價結果吾收錄詐告文書世前l

0] 全大體主割平均Ã] 專項科結果再要約金收銀社斗.

「環境影響報告書」呼台平均Ã] 裂。]~台呼，主義傭報告書吋該當許台呂定斗最終報告刊 該

當許台去。]~斗.瑋備報告書刊該當持全報告書若當該事業吾吾施行古千五旦有許全部署吋l

依司 λf 作成司七夜主立外， 0]急關係部處斗當該地方自治團體之?j3L立事業外l 利害關

係吾吾吾之敢告團體量外朴，頭備的咀意缺金吾7] 副司待，電昔到1 意于全乏足。l 斗.

「聯邦環境委員會」規定第1500-例l 依科社吋1]， 0] 豫備報告書(draft staternent) 完全， 當該

專業科關聯部署9.J環境。'1] 叫墊施策斗調整合期許又再司聯邦環境保護廳(Environrnental

Protection Agency)主主吽吽告事前外1 當該專業0] 環境保全目的刊違背司老只l 與否是

判斷言千斤1 言下去去契機7} 司正哥華要吐 o}~ 斗 f是外1 最終報告書吾作成許台過程斗1] ~01λf 

塾牛敢告J:]j立璋毛一般市民音符參與吾 Ã}寺古于全必要要件之主持。ì~、吽. 0] 至象備的

報告書刊J:]j詮意缺提出全♀J 古~^ì 全 45日以上9.J期間全許容司 0'j:"Õ}全裂主哨「環揖委員

會」規定斗~SJ 司 λ↑必要要件J主主持。ì ~ t:于.

最終報告書主以上斗早已-芒豫備報告書外1] J:]j詮意缺叫l 依司付提起是問題點.:4異議外1 叫

奄判斷金包含司 ^ì 作成~外。干吽旱，當該事業SJ 實施主:- 6] 最終報告書并 「聯邦環境養

員會」刊提出司外 λf 關係機關 1是一般市民吾SJ 供覽金華牛敢正等備置是Ã] 30日以上

。1 斗。ì 0]: 昔斗.

第 2 節環填評價對象事業

環境政策法 102條斗1 依詐唔， Ù^ì 論述吐甘于斗垂毛 「環境影響報告書」全 「人間環境科

質外l 寺吋吐嘻嘻吾吾吋羽毛去聯邦政府斗主要墊專業」刊對司 λ1 1fr作成堂吾土豆詩之效斗.

立吋吽環境政策法自體外!老子吱 0] r主要墊專業」咀7} 豆。1 吋詮~芽。] r重大華哼荐」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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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于主定義古于全揖定。]\1J.斗. 0] 挂毛定議規定。ì \1J. 71 "司是叫1]， 0] 法。1 實施是以後初期

刊全交通信號施設合架設許fEZ主斗苦金三十名專業外1主環境影響報告書吾作成社例外

~ ::7]- 許唔，各種軍事施設旦台宇宙航空事業外1全環境影響報告書吾提出主l 當全混線

。l 玖玖斗之吐斗.

。1 在毛法概念判定議全美國司法制度下叫I]-^-] 全毛主于聯邦法臨司法解釋機能叫它才，，]

老召見。l丘立，環境政策法外叫吐聯邦法臨.9.ì判例~發展過程吾吾 -';[l司且全牛耳干什跟斗.

環境政策法。1 賞施是以後美國科聯邦法院芒， 0) 法斗遍用合董老政府機關量三詐。4

舌，哨子7}"] 法的要件再免貴與否是判斷鞏牛 51完全瓷料是提出到1 帝王L立外，工資料

外l 根據叫什免責與否吾吾審查司按斗.白l 主毛聯邦法院司法解釋努力斗1 基礎司 -^1 吾吋司

去<>11 全「聯邦環壤委員會j7}哨于外，，]法的概念斗是帶 -^1 立于全斗毛主毛定義主古于全 指針

吾吾作成古陶1 司~斗.

即，安楠， I主要社事業」與否吾判斷苦斗il~三~ o}~ 斗在金華:項全考慮吐吽.

(1)立專業斗全體的。1之累積的 ct 守斗哥叫什後績辜事業~計劃與否

(2) 直接哼寺金局地的。1五叫正是茍吋口l 型潛在的嘻嘻F

(3) 嘻嘻f~ 丘之:3}含金莫論許之三嘻嘻]:ò11 挂電社會的物議扑到全可能性

(4) 許斗~單位事業合構成許台。4 司~毛主業斗累積的故果7} 吾哎

(5) 斗p1部處并合同司 λ? 事業全施行色l-t. 7å 令，各各~賓諒消費若有五~玉立全體

斗消質量。l 替毛主台今

(6) 9 ò月部處7千關係司。ì ~全是弄業苦。1 三去。14.

。1 唔唔唔叫「哥叫吐嘻嘻fJ<?l7]叫!關õHλ1~去 r~i邦環境委員會」并指針合作成許9;Å"] 吐，

01 告司利立人體。11 直接的咀嘻嘻二吾吾亡1 均告 /~ jl干問接的01 只l 吐環境叫 司司 "'1 惡嘻嘻金

口l 才告呂定。l 吐五千「哥叫吐嘻嘻fJ斗世干什屆斗告之荒丘立規定斗之 ~4.

法院斗聯邦環揖委員會斗剖斗在三毛努力吋!]2L不的科旱，具體的世事業外l 當司外干哎 oì

斗吐「主要吐事業」卅五。1 咕 os 句00] I夸吋吐甘正rJ <J. 71 判決定金古于全呂定金當該事業宮，

廳。l 斗.

E午址當λì 0;[電1 II十斗苦。]::1-決定主i 基礎;"} s:i毛主根接資料去當該專業官廳。l 提出司

。于斗 7] 叫苦斗， 0] 根接責料量。1 一般斗評民斗法院~審查音 華全過程中。1]λf 徐毛主古l

社會的主L主容認。1~全基準斗貫行。1 定立司。1 至夜。1 9-. 乏1 ~.9-1 7CJ替毛主 主主吐法院毛

叫科l 立一時的世事業。]71 Y.軍事，國家安保寺~J孟機管理事業部門斗l 叫司 λf 全行政府

側均主張全址。干音。12 ~2，其他部們外iλ! 之三~ )-d 寸古1 嚴格培根攘資料解釋告古]-2 ~ 

告呂定苦斗.

第 3節影響報告書~I 基本的要素

聯邦環境政策法 102條 (C)項外l 判官?咱p ♀J 斗11/-1 0] 口)論及吐斗斗苦。]， I建議是專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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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斗i 叫世 oð 巷」全記述司升華斗JL!司。1~斗.羽期刊主去。1 條項吾土環境外l 斗吐惡嘻嘻F

t吾吾記述司外華裂主主解釋滸里i斗之墊斗.立i:.1 1-于再去外1 至全「環境委員會J21 有權的解

釋斗1] .91司 λf 肯定的，否定的嘻嘻F金吽包含許台「完全証公開」吾原則主立科全美 o 互

理解~汁1] ~9J斗之墊吽.

正第一次的嘻嘻F 是址。T斗'*二次的嘻嘻F叫1 汐'}-^]言及司。于墊已于台去。1 一般的世 λ~ 7-} 

。l 斗之奄斗.

♀J 法規定21 平吐持要伴芒， 1當該事業。1 實施~~去7iJ♀叫，不可避吐環境被害」毛主確

認言l~ ~史。1 斗.副司安持要件外1 吽E午-"1 肯定的，否定的立c.j之直接悶接21 五毛環境oð

等告充分古l 記述許咕， 0] 苦功要件毛LEE 已于毛主哥嘻話要素吾附加古于台之交毛毛 0}1-j i:.J-告去

。l 一般的世解釋。1 斗. -c}λ1 它叫吋。1 吾友1 要件名基本的主主立♀J 安司要件21 否定的 cj

寺.91記述告指稱許老毛~ 0] i:.午三L 苦牛~斗完全去。]t:于.

「環境影響報告書Jòl] 但含斗。1 外堂斗1 哇持要素告， 1建議通事業外1 斗1 世代案」吾吾提示意于

全呂定。] -c}.白l 要件。] -^] i子才(-^] 玲等問題并替毛衣。1 9Jr::十五奄吽. -^1 舌77}-^J 提出是各機

關斗「環境影響報告書」中外i 斗 200件全無作為抽出言干什 -"1 調查証斗斗11 21 許啥是78 外1 惡

哼芽。l 奴主c.j斗之評價是 127件.91事業吋11 t:11司 λ? 總 214個.91代案專業。l 提示司。1 玖玖

-^J 址，古}斗三採擇是~名'itl. 9J-c十五註吽.

法 102f~斗斗「代案金提示」堂呂定金要求古于全趣旨主去， 本案斗代案事業.91是78 嘻嘻F金

比較吋 λf 可能証限，華7ð件l 叫吐惡哼芽。1~毛主方法乏主去共事業吾吾推遲到1 斗司老~世

前1]，專業合主管許台官聽音。l 剖斗盈。1 本是實施堂奏。] 'itl.~去事業量合代案主主-"1 提示

言}2 ~老三支芒，法.91本來21 趣旨音 λ~ .91項實行斗司司去態度7} 0}~2 形式的~要件具備

吋1] 'li-及及吽之玖巳.J-= 非難舍免升。?當斗.

豆。1代案提示要{牛斗是草司 λ? 一部外lλ? 全事業企施行主1 當全呂定旦有}7}-^J 代案。1 型

牛~-c十七主張玉言}2 玖斗. 巳}λ.] "，fõRλ? 事業合施行詩主EFg♀斗施行文1 替老茍千.2}昔

比較斗才智丘立外，當該事業主主因吐莘7ð oð 守舍吋吟唱詩才!一般叫l 河l 當重牛~斗芒

主張。]t:f-.

吋l 哇搏斗要件金， 1人間是7ð斗超期的~利用行為斗立保全要長期的哇!生產性斗斗

闢係Jcll 司:司外記述許斗全呂定。l 斗. 01 要件。1 日于互聯邦環境政策法。1 宣言井之~全「各

世代全斗令世代吾副社善良証管理者」立外科義務吾吽司。于奄吽告法理念吾吾具現升1 許

7] ~前吐裂。1 c:干.

二王司主立。l 要件全充足λ.] :1']7] 剖司 -"1 全當該事業主主因古m-"1 荷i!l1.91環境利用吾吾 喘

吐選擇.91餘地y于世斗斗縮少再去去7}外l 叫奄判斷吾吾椅。干吐斗. -^1 音方'} -^J .91貫行州il .91詐咕

。1 要件斗1 吽吽-"H去，當該專業.91建設投階外l 泣。1λ'1 .91是苟嘻嘻告「題期的J~ 夜之主記

述吽旱，立以後專業斗運營斗管理期間外11 %茍外1 招來星接土豆豫想才告嘻嘻金「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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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哇!岔五L立分頭叫弩之~t::千五奄吽.

「莘苟嘻嘻報告書J.91構成要件之立外法。1 規定許z 鼠告司卒.91 ~史芒， I立專業自1 實施

司主主~司 -^i 招來華資源.91原狀回復不能旦台再生不能証利用」叫苦辣 -^i 記述許台 ~ 

。1 斗. I原狀回復不能J I再生不能」苦司法概念外1) "1l吐統一是解釋。)~完全形便。);>;)吐， Ä) 

苦朴叉).91賞行名叫均1 立考古學的旦台歷史的遺蹟.91誠失，地下贅諒開發可能性叫聲失，

動植物斗斗持三1 斗斗，立專業含 5白色1 持這..B-証資料了是動力斗使用哥叫~是吐記述吾吾

苛J之三~Ál 0) 要件至上充足λl 列主去毛主。1 斗之認定司。1 按吽又有}4.

第七章 環境評價有關機構製各州到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第 1 節 意境保讚鹿製環境委員會到役割

美國司聯邦「環境保護廳J(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毛 1970年刊新設是 環揖

保護斗管理吾♀J巷中央部處。1斗.環境保護廳毛「環境影響報告書J<>l) 叫奄主務官聽各 自于

斗才甘已于毛部處7千作成奄報告書吾審查吾有T斗.主干言1 水質污染，大氣污染，往對!)7) 處理，

騷音，放身于龍，農樂.91使用苦。~苦辣 -^1 審查智斗.

。1 在毛子審查.91結果，環境保護廳毛他部處7千提出奄「環境影響報告書」叫司司斗斗合斗

在2名基準外1 依吐評價吾吐吽.即，

(1)事業評價

「異議組合J(Lack of Objection: LO) : 0) 全環境保護廳。1 當該事業呻吟司吋異議丹說

才斗極司徵細証變更甘告宣言C}~ 7ð♀刊穹下台評價。1 斗.

「環境留保J(Environmental Reservations: ER) : 0)告當該事業科環境哼呼叫叫吐主持l

7} 鼠含金管2-l旱，事業提案機關土豆詐。4 舌立-是神1]7} .%! t::}之 À~ Zf!才告部分叫1 叫華附

加的調查吾草，安全世之意干完全評價。1 斗.

「環境不充分J(Environmental Unsatisfactory: EU) : 0] 告當該事業。i 環境外 τ呵呵~A司惡

嘻嘻告口1 豈可能性。).%!斗之判斷司主立，之事業援案機關 o 主意}叫苦代案告講究許正

尋型之言}毛去評價。]4.

(2) 報告書叫道正佳評價

第 1 範疇(遍正) :豫備報告書7干事業科莘7ð增草一斗調查評質量通切斗才l 記述古千五 ~.2 

代案$.J研究吾充分計誡亡于全評價。]4.

第 2 範疇(不充分吐情報) : o]~ 1i象備報告書外當該事業科是7j唔唔告判斷堂吐吐 充

分墊資料吾收懿古}.2 ~Äl 旻古}t::l-~評價立私i. 本報告書刊之不充分茫部分合 補完堂

?;l.全世之言?老評價。1 斗.

第 3 範疇(不適正) : o)~ 當該事業司在苟哼守舍判斷堂吐墊資料7]- 封封 不足穹下71 1-午，

代案事業斗.研究并充實才兵許主主立報告書台相當註 7.3主修正。1 -'4斗。?吐斗台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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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于.

。1~ 機關。1 作成吐吐苟嘻嘻報告書外♀i Si] r第3 範疇j，即不適正評價吾 1是主唔， 當λf

t啥事業評價是耳;[-Ã] 畏吐吽.斗斗當司斗報告書刊收錢是資料7于充分利妄言1λ↑ 立事

業si]是苟嘻嘻F吶!叫垂判斷音量根攘7} ~42 À~z} ~7] 叫苦。1 斗.

「環境保護廳jO] 割斗在各評價吾吽唔， 白1 吾前述昔日于到全「聯邦環境委員會j(CEQ)

外主通告吾吐斗.

室主持正言及電} B}斗苦。1 r環境保護廳」名他部處si]環境嘻嘻〉報告書毛主受語言}2.拒否會

法的權限金 ~Ã1 址，環境保護廳、科哨斗苦毛遍正與否判斷金垂全哉。1 行政上si]協調斗

調整合叫苦耐 À1全謹τ有三必要証氓。1 斗又是認~..::J主~吽.

環境保護廳、科役割外1 比司斗聯邦環境委員會(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司是茍

嘻嘻評價制度外吐奄役割吾吾吋直接的。1 吽.♀位于~且E午五 0] 委員會主去環攬影響評

價制度是現定吽又敢告聯邦環境政策法吋11 si]司吋設置是焚。1 吽.

法。l 規定吽又敢告「環境影響報告書」叫什司 7}Ã1 要件是外l 吐奄有權的解釋含意}2 立

具體的指針合作成許全按自l 環境委員會si] 7}哥哥.ß..吐任務。1 旱， 各部處7于作成吐報告

書是審查堂苦吐。T斗斗之報告書去 2豆子備置吉胡平生去畏。]7] 玉言下斗.

環境委員會主全正各機關音。1 環境影響報告書吾作成許台過程叫到外持 投術的諮間吋l

主應詐泣，關係敢告件在1 部處吾間si]調查斗評價作業si]調整者役割玉擔當吐4.

第 2節各9'/1/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1970年以後美國叫什司州量正副刊 λ7 位司芒甘于斗巷毛聯邦法外1 類似吐法吾吾告制

定吽7]λ.] :3}言?現斗.是司主1-) o}州善為始詐吽芒斗斗，有?千叫 λ.] .5i，♀H.J也許斗。]，♀{主

芒位，2r:.乙二外主斗。l 吟， u]λl 吐夸 167~ 州7} 1973年 11月電桶 。1 苦fE 法告制定意H;J，2

1976年型材斗毛 247~ si]州7} 法si]制定金考慮許早到斗. 于1'1法吾主吋辛苦毛聯邦法si]

規定吾吾吽斗À1 州政府抖，資金。1 支出司全專業011 叫叫什址是.?ð嘻嘻F評價是要求許早到斗.

E吽+吐沿E吋J 主主三l吋-1 0外T刊í'州、t札i

立規定古詐}之 2玖)，1::斗t.

革.?ð cg 等評價si]內容的要件斗1] ~ O-J À1 全州法吾名叫為1主聯邦法斗吾吽芒規定音井

之到吽.吋l吾吾。1λ? 是e]五斗。于環境si]質吋1 吐吐法律毛聯邦法。1 規定古}2 ~完全:::>1..:;l千

垂毛斗才見并Ã] si]評價要件以外斗11 r當該專業si]環境外1] 1:11奄嘻嘻F吾吾極少化 會牛到全

措置」吾提示華社合附加詐又到斗.是e].Æ.1-) 0 }Hf 以外.9.] 4妄嘆州司法斗l玉。l斗額似

有T 規定。] ~~]:司，州知事協議會7千操擇華州環境政策法宜之案(Suggested State Environ

mental Policy Act)OI] 五斗在各規定金干早到斗.

1975年01] 是e]主斗 o}m法金斗λl 改正互有什 λ1 環境嘻嘻主極少化措置吾提示智斗l 老 外t=] Ã] 

節約方法主包含司外 0"]: 墊斗之規定音}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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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三斗。}州法外l 全正「當該專業科威長誘發的'll嘻嘻'J合分析司。F 吐4~ 要件五~

4. 是"1 2五斗。T州政府7]- 作成吐細部指針外l 斗斗咀， 0] 要件令當該事業。1 施行星 子咀

地鐵外l 叫叫什之事業。]0-]吋吐經濟~人口~成長金誘發會主~ 'll 7]-量分析許4~去去。l

4z 吐E于. 0] 挂毛成長誘發放果分析全是苟嘻嘻F 評價~吐要件主立規定許早到全點

斗1λ?全是叫主-y 0]-州法。l 唯一吐例。]4.

當該事業斗盤濟的嘻嘻F舍包含堂按合要求斗之9，l~去州吾五~斗. 例音量。1λf 口l 牛!

吐州法斗1] ~斗吐「環境嘻嘻F 評價陳述書」斗IH去「之令，所得，財產價值，稅制苦斗 口l 持台

嘻嘻金主咕咕經濟的'll損益斗1 且在社」陳述吾吾甜。干奄斗之規定意千五茲斗. 前述吐是~~

斗。于州外1λf 玉。1 苦各條項毛主包含λ1 型之1 世 7}<>1]叫吐論議7]- 玖玖..2-"+ 19九年外1 州知專科

反對立揉擇司 ;<:1 告旻誡τ干-SEλ? 論及吐斗斗苦。1 聯邦法斗 λ? 完全具體的主主經濟的~ 'ê 

電叫王吐吐調查斗評價吾詐。司。F 吐斗全規定金~旱，斗甘當該專業~第二次的波及殺一

果吾調查評價幸言干什 oþ 奄斗若要件。] 0] 斗類位証裂。1斗之堂牛~至1 斗.

苦功，州法吾~ 78 Jf-叫1 五州政府朴實施許台去共事業外l ♀位第一次的主主環境嘻嘻F 評

價制度7]- 遍周是立于.州法吾哥州I]Ãì 相互間斗~ 7]-寸吾差異全州政府~許可吟免許告址

。于外古于全民間專業斗1] t:11司 λ↑環境C吾有F 評價制度吾適用古J-~ 78 ♀斗之嘻;<:]替毛苟Jf-o]4

其實美國外l 泣。Pì 環境<>1] 'ê守舍口1 羽毛去事業至4 大部分毛民閻部門叫l 依司 Ãì 施行司之

~4. 吽吽λf 民間~各種開發事業斗l 司司 Ãì 嘻嘻嘻等評價制度吾遍用文:] o]--y奄吽唔，也

環境刊對吐保護全極司制限是範園外;<:]1-十;<:]注音夜。]4.

立嘻斗~~已不拘古千五大部分五句子H吾吾是苟嘻嘻F 評價制度量民聞部門外全適用許;<:] o]--y替

之旦liE句，吐;<:]四才州址。1 民間部門正全民間~開發專業合許可乃至監督許台地方

自治團體政府~行為什斗吉;R Ãì 適用吉千五文l4. 0] 奇斗持完全是~2之-y。于法。] 7]-荷包括的。1

。1 斗， r公共機關~許可，免許，特許其他機能全受與噎。于Ãì 行許台」五毛民聞事業外1

t:11司付之事業斗是苟嘻嘻F 評價陳述書是接出會~含要求古}z 旦L4. (有 7]λ1 "J-許完全「去

共機關JO] 培州政府機關甚址。}-Y 4 地方自治團體科政府機關其他地域公共機關正包含

許台吾土立解釋再三王 ~V] ttJ1苦斗，是叫主-y o}法。] oþ 當主持香包括的世環境哼等評價

制度是施行科五位E午又是令到吽.

骨頭R~ 78 千叫苦環境'ê巷評價制度斗之州~各種土地利用規制制度斗斗闢係7]- ;<:J-于

是為1] 7]- 塾斗.美國外試。1 持吐州~全般的'll土地利用計劃斗立規制全原則的土豆州

政府斗之管理下~地方自治團體~權限外l 屬科完全去。]z 環境嘻嘻F 評價制度外唔 7]7] 前

卒荷大部分司子H斗地方自治團體是毛立吾~土地利用計劃斗規制機能司司司采1 環境管

理行政舍外匕苟且遂行井之玖玖71 叫去。1 斗. 吽4λ↑本來干司州內斗 全地域斗l 叫噎

土地利用外1 毛主奄一般的世計劃含 7]-;<:]Z X，Z 立卅日午斗λ↑各種開發行為音規制古十五 玖

吐州昔~ ;古今吋IH去，個別的世事業吋1 叫司外環境嘻嘻斗評價告要求許台制度fE 土地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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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計劃.9.l一貫性合司主:1 ~ ~去。1 斗平反對詐~ 7à芽。]~斗.例j吾吾。1/.1 吋世州， 吋。1 芒

主州寺。] 0] 吐立場叫什是7à嘻嘻=評價制度壹採擇文l 替毛主州量。1 斗.電T咱是c:j主'1 0}州

fE 各地方自治團體吾0] o}子體系的哇!土地利用含 7}叉J .2 誠合刊且不拘許泣， 是3宮嘻嘻F

評價制度歪扭存許台土地利用計劃吾吾補完吉于全呂定。1 斗.2 .À~ z}詐。4λ1 0] 制度吾採揮官}.2

敢告例。]t:于. 0] 苦。l 相反是 171J吾且有1訓，是茍嘻嘻F 評價制度斗土地利用計劃節次.9.l 調

整是為I]~ 吾苛各州政府井、立環境管理行政體系苦。1 啥叫運營許正二吽吋1 告司 ~4之音帶

。F 警告是 0) t::十.

明!楠，叫平苦苦.9l州吾玉，聯邦法.9l茍♀斗甚0] %7à嘻嘻F 評價.9l結果司法的效力叫1

叫司 λf 告強制規定金干旱奴才。于斗詐斗.

立于λ.] "'，[司 /.1 什哇事業均是7à嘻嘻fO] 法斗是苟保護趣旨升值嚕。1 玉是1午五百耳五 二L呂定叫

苦斗1 立專業判決定0] 違法電} ~兒。] !êJ Ä] 忌。于'1吐斗.斗吐口1 吋1];:::乞吽州址。1 是苟嘻嘻評

價斗結果外l 依司 ""1 專業斗施行全拒否誓牛到斗全規定全法斗1 千五~t:于.

。] j有嘻瑋令州法去。l 聯邦法.9.l先例苦口午三五立外，州斗1 泣。1/.1 互聯邦.9.l 7à♀斗盈。]，

在7à c吾有F 評價陳述書.9.l不充實証作成，且全關係部處.9.l異議斗意缺處理.9.l 不誠實寺

。1 是-"1]立外提起司主鼓斗之奄斗.

1:j]莘莘.9l州法吾玉堂部處7于提出証莘7à嘻嘻F 評價陳述書吾他關係部處斗利害關係

人也l 哇昔昔牛~玉尋吽斗之規定古千五姜文LÄ] 址，立俱覽結果斗~1:j]首iß /.1 告。于平電規定

含意}.2旦LÄJ 當斗.立ctlλf 利害關係人音。1 異議并且H去苟千叫Il~ 法院外l 訴訟舍提起誓

牛啥叫'ilJ-斗. 0] 吾吾訴訟事件斗數吾吾0] .2關係機關斗利害關係人告.9l參與幸積極的

主立也寸斗7] 叫司持台:ij-7à嘻嘻評價制度斗運營合固有.9l業務主意于全法定機關。1 ~ 

升。干堂哥兒。1 斗告主張。1 寸苟言}才叫平司早到斗. 0] 直面外~""1 ~詛咒H 口l 吋l 主E-1-1'!'1法。] 7} 

寸寺fL 芒且7]7} !êJ升 ~4. 即，口l 斗士吽州法金 1m環境委員會J.9l設置吾現定苦于又立

委員會主斗件苦不充賞註陳述書.9l修正合命垂牛到月1 詐Z 墊址白于'1斗 ~/.1 言及吐

ìl}斗楚。l 在7à嘻嘻f.9.l評價外吽吽/.1 專業.9l施行全拒否意于71 1-)-修正許完全命令全贊牛主

敢苟言}~4.

美國.9.l聯邦法斗叫辛苦斗州法量。l 剖斗是oJ 是7à嘻嘻F 評價司法的毅力斗 τ呼叫什 強

制性合賦與古}Ä] 0}'1詩之立制度.9.l運營合專擔吽完全官廳合千五!.. ~Ä] ~7] 叫苦斗，法

制度立外是叫什全環境嘻嘻F 評價制度tE 立質教性。]'ilJ-全美主7]'::己吽吽.立E才斗。] a1 

吐評價制度神文~.2.主主囡古1斗市民苦斗環境嘻嘻外1 叫吐認識。] *o}Ä] .2 市民是9.l 環

境保護活動全斜吐情報斗參與機會7} ~ oì {l ;;t世金確實許斗. 市民音符。]PJ 奄z}.l.à 告

并帶嘻吽E于1羽毛去證攘7} 0] 制度7} 唔7i吐以後，各種環境法告根據主吐~芒市民壹

.9l訴訟。l 提起斗之鼓吽急事實。]1::午. 01 a1 吐訴訟量。1 美國全體.9l環揖保護吾叫司 /.1 鐘

期的主旱。1 咀嘻嘻金口l電視咀7}是推斷言于7H去。1 苟 Ä] 址，法院判態度如何吋~ tI午斗/.n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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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要各州斗環境法規定量司實踐的意味吾具體的世方案叫l 當õR Aì 于j- t官司井台荷l 功

獻會許又到各令是毛說旱，環境保護吾環境斗質叫l 呼叫 Aì 直接利害關係是毛主Jl. ~毛主

當事者吾司關心斗參與立外道行呻吟苦牛玖吽全長點。1 誠合金否認垂牛~斗.

昔 c 立丹l.i!J 7]- oþ]λ1 美國科環境嘻嘻F 評價制度吾研究昔叫1] ~oiAì 注意吾 7]千司外

華7}，金，美國司法制度全體$J聯邦主義。1 斗 ~Aì 五論及吐甘于斗苦。]， 美國<>11 紋。?λf

環境叫苦吐第一次的電l 保護責任金州政府叫到斗.吽"'1-扑州司法斗各地方自治團體

是司法規定量。1 環壇刊吋吐吾吋直接的吐嘻嘻羊毛f u] 斗全社量。]9-. 立草吋互不拘斗之

環境<>1]叫華政策面外iλ? 老聯邦政府芥子if政府吾件1 世Aì 敏感õR 至þ] 叫苦吋1]，各州司法量

。l ♀司司帶u跟毛權限啥叫1] ~老聯邦政府法$J先例苦口午三片，] ~主主咐 ， Ã]苦斗基金徵溫

的'ù規定吾會採擇許汁l 司s:t斗之且。]-0]: 堂之定。] 1::十. 0] 垂金制度形成過程$J 特蛛性州I

ll] 亭。1 甚斗唔，州法吾哥叫~ Aì 若是i!J~乏1-] o}州斗 u1 吋il&:.吽州法。 J字叫什丹l 且吽參考神聖

吐吐裂。1 斗之堂牛 ~4.

<日本篇>

第八章概 說

美國$J NEP A7]- EIS吾制度化智斗吽斗臼本刊持正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州是許什芸關心

舍外文:17]λ1 斗呼吸9-. 1972年三三哥主立吾$J國聯人間會議席上升荷大右日本代表7]- r 日本

刊 Aì .5.:..♀吐公共事業科領域斗1 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吾導入苛土豆州立專業結環境斗1 世l

文1 芒靈手響叫.:ï告古于o:j事前斗l 充分社調查分析吾吾茍古于才1 科之必要古]-1::午Jl. 霞、定垂叫什是環

境廳。1 環境保全告割草勸告吾科主主辛苦}完全7}，咀斗斗. 井井告將來。1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吾國土開發，觀光開發夸斗斗喜事業外l 主哇"-1應用古千五位音1-]斗j1)"'I-全趣旨$J潰說含

有T 次全前後意干什 1972年 6月 6 日$J閣議了解「各種公共事業。1 吐型是環境保全對策外是意干

什 Jol] $J才古干什 3司令主立公共事業。!實施是叫環境影響評價7千義務A1 斜 A1 才1] ~ s:t斗. 01 

oìλ~ 1972年 12月 18日中央苦苦1 對策審議會主=- r特定地域斗 λ:ì $J公害斗 未然防止判徹底吐

方策外1 吐吐中聞報告」外1λ? 苦地域開發叫1] ~oi 開發主體外1 丹i 環境影響評價吾苟言}五尋義

務化管這♀Àð金寸丕古?之~斗.

之司主。1 音吉1 世 1973年第71閻會外1λ{ 全區毛主環境關係法令外1 環揖影響評價斗l 吐吐條項

。1 插入司 71] ~奴主斗行政上主立正通產省資i原動力廳。1 發足局勢之發電所(火力發電所要

原子力發電所〉立地叫1 這是有T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外整備司斗。l 三~l:午.王主話，中央公害審議會

防止計劃部會 0}ì41環境影響小委員會外設置斗。1 環境影響評價再制度化斗挂電蓮 問題點

全被討穹下五尋古十五到斗.立"-1古}件。1 小委員會主去 1974年 6月 27 日「環境影響評價4 運用

上司指針叫苦朴斗」斗告中閱報告書告提出許早到9-.

1) 環境聽國際課編， r國連人間環境會議份記錢J(環境廳、資料， 1973) ,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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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行政旦i 內部基準立呈Á; 旦i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第 1 節公共事業叫l 位叫大1 旦l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斗，制度$J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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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6月 6 日斗閣議了解， r各種公共事業外l 吐可是環境保全對策斗l 吐許o:j J~ 國家斗

政府關係機關夸0] 各種公共事業合實施會叫到外持全國家科行政機關斗指導0} ;:J1 環境

影響夸$J調查研究去茍古干什電..B..詮措置吾蒂安按合義務手!又試斗. 立情子主付毛去@

當該調蓋研究夸吾吾茍許老毛主。1 去共事業司實施主體世友，@當該調查研究夸各公共事

業科計劃立案，工事實施寺。1 到件事蘭外l 還iL卅日午斗苟司;çj。干啥夜，@調查研究項目

毛公共事業。l 環境外叫羽毛去影響斗內容嘎程度，環揖破壞$J防止策，代替案叫 比較檢

討夸堪忍走， @ 0] 丹}s] ~史。1 國家.9.]行政機關.91 指導。于司帶古1 型之主寺告吾牛旦l cJ-.

1f.制度s]問題點

。1 制度全<1]尋立對象。1 公共事業。'1] 限定司。ì ~;<:1 世日本刊 λq .9.]司主.9.]環星影響評價

制度斗金牛旦l2.吋開發一邊倒~"C;i哥叫斗行政.9.]姿勢吾..î!.;91.午苦可能性告文]y ..î!.玖

玖 1二十台前l 是意義7} 玖玖CJ-.立吋斗之夸吐指摘是問題點主主持台@環壤影響評價是 2誼

會遭正L7]- ~主EFS♀壘。ì rtì 11 ♀世外，@環境影響評價毛=- oì 王二時點叫1] Àl i;!l 司才 oþ 詐tE

7}? @ oì 王二範園7J};<:] .9.] 環境告評價堂接'tJ. 7}， 立司之環境科程度告 。ì r:草坪i 計量化堂

之史哇!外， @oì 咕 11千外l 代替案叫1 比較撿討苦吉普許全力，@環境敲擅.9.]防止策。1 垂什么~

.5:...9.]環境破壞吾防止許若按告電許生王丹，@環境影響評價昔苟言}台地域。]1f區域去 。1

嘻汁l 劃定許告7} 苦。1 立社。1 斗. 01 量問題斗添加許件 ，(j) 評價主體告各事業實施者正言十

五~台前i 立去。1 妥當奄外，@國家叫行政機關.9.]指導下叫l 環境影響評價吾苟許吋 斗之

致全叫，立指導~ oì ~;<à 五扑扑拘束力合 7};<:] 全夸叫問題點五外合司指摘司之到斗.

第 2節發電所立地的|噩噩環境審瓷制度

7千.制度.9.]概要

1973年刊發足會發電所(火力發電所要原子力發電所〉立地叫1 吐吐環撞審查制度叫組織

毛(圓心1)斗毛主斗. 7þ]Àl .9.]特徽合嘆 7};<:] 吐宇吽且吐， 審查斗l 泣。7 環境保全審查官。i

斗之苦司令全專任機關。1 設置司。ì ~CJ-':;:去 za 斗學識經驗者告立于-^c!是環境審查最悶。1 斗

之苦干完全諂聞機關。l 斗電峙。ì~斗告吾含量午~斗.立a]..î!.審查項目主立外排煙要溫

排水外l 起因呼台公寄:是自然環境叫i司影響叫l 重點。1 平 oì;;<J ..î!.泣斗廿三註金特徵乏主吾

令訟斗.

環境審查節次.9.]特徵金吾又于世@一定規模。l 公司火力發電所曳原子力發電所云對象

」之三詐斗審查并吉普司;;<]1:升，@審查是叫吐瓷料外于主施設者三三千Eì援助司司， 重要專

項吋l 吐吐資料斗吐司λ~~ 民間正告懸斗I] S]委託調查并司司才司再司心要斗斗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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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識經驗告必 ‘答↑|諮

|通的資源動力廳 i

要立古于全事項 ，申 1 !問

環境審面用|環境保全審查官|

審查項目一

學識經歷者

一大氣污染狀況夸司環境條件

一燃料使用計劃

i一大氣關係-1一排酬擴散狀況
一周邊環境吋~ 01 主!全影響

一公害防11:.對策

一環境條件

一冷均水判取放水計劃

一溫排水-1一溫排水$J擴散狀況

一周邊漁類吋11 s司影響

一其他.9J環境保全對策

一其 他一一騷音，繼生，產業廢棄物曳污排水寺

圈 9月1.發展所立地旦!璟境審查體制

堂7cl♀吋1 告環境保全審查官斗環境審查顧問外1] $J吐實地調查7} 苟言現:A]]:司， @ 0] 昔立平司

堂外三位資料外1 吐古干什環境審查顱問$J意見寺金參考立環境保全審查室。1 審查古干旱，~立

結果吾電力審議委員會外1λ:i $J立地基本計劃斗1 反映λ1 丹 71 斗發電所設置$J認可吾 叫世行

政指導吋活用電}t:十全禮金吾牛玖斗.

斗.制度再問題點

發電所立地$J環境審查制度令 7-f寺公共事業卅五吐吐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叫1] 1l]JJ!...堂叫組織

ò] 具體的丘立設置斗。ì ~旱，節次正比較的甘斗1 許才l 定司 A~ ~τ十七苦斗I]Ài 奄是合發展

是制度斗堂牛~t:于.

立吋 L午， 01 制度外!泣。1 Ài 主嗔 7}:A]解決SJ :A]當主咕。于1.-]司老墊。1 ~t:J-. 

亨1功立本制度ff 環境保全審查宮。l 斗之許台專任機關金等意干什通產省資源動力廳。1 審

查主體外.:s:]主尋.:s:]oj 奴才1.-]斗，審查$J基準外l 通產省固有$J偏見。1 介入垂危險性。l 祖討

~t:于普牛草旱，旦有T 否?又干什吋方面外1λ1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朴實施司司司唔，巨觀的觀

點外1] Ài 吾叫，環境廳、苦特定司機關告專任評價主體主穹下台墊。1 且斗低廉奄費用。1 吾

叉1 替毛上持科全問題點。]~斗.立c.J.2苦功立芒，環境審查全「一定規模以上J$J 火力發電

所正告原子力發電所晉設置昔1l♀01] 茍司:A]台去。]:A]吐立「一定規模」斗老三是。1 于現金

基準 o 立定堂之又哇!外許台墊。1 斗.斗1 司s1問題點毛本制度$J審查項目。1 公害斗 自然環

境含重點的世之見 ò 立言十五試4-t- ~ 01 斗.是等社會的環境夸玉立項目外l 包含λ1 汁。F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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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0}L1?&匕1千言于全吾;;t，]墊。1 立之去。]4. 吋捕判問題點是本制度吋1] "'1 全原于力發電所

吋11 9J ~λ:1 .9.]放射線影響。i 審查對象。] ~~ 9J Ã] 室主斗完全乏自。1 斗.放射線影響各一般公眾.9.]

健康斗安全01] 吐幸之荒丘立外安全審查.9.]對象主主持甚址。于吋 4 自然環境。]1-于社會環境外

五口1 文H去呂定。]7] 叫苦叫l 環境審查司對象斗1 包含λ.]1] Ã] 詩丘咕。于L1是吽告點。l 斗.

自1 啥叫1] r各種公共事業叫l 泣。1λ1 .9.]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呼叫司吋五斗在7}Ã] o]Ã] 吐。i

「發電所立地叫吐吐環境審查制度」叫到外持正叫什 λf 指摘追問題點且斗吋寺i吐問題

點主主λ1';: 于制度7} 共計住民參加節次(公聽會寺〉吾斗可古}Ã] 替之9J斗老三誼。1 斗. 住

民參加節次7} ~全呂定名。1 吾制度7} 行政.9.]內部基準0] 斗全-3l吾土二工許斗.9.]理由主 À~ ZJ

吽zzl全美詐斗，行政判內部基準。1 斗許可 E午五住民參加節次吾~"要搏斗亭。1 0]: 堂-3l

''Ù井井檢討司;;<]當主咕。于'1~全夜之主指摘司平生14.

第十章環墳影響評價制度叫l 噩噩立法例

第 1 節工場立地法

1965年度平司通產省告中心主主實施墊「產業公害緝合事前調查J2l吾甘于守主主詐。9 1973 

年工場立地法。1 改正再現全吋1 關係條項全列舉吽咱斗吾吾斗毛主斗.

法第 2 條(工場立地外1 挂電T 調查〉

@通產省大臣名專前外1 調查.9.]對象，方法 7]E于調查叫I 吐吐重要專項斗是在許cij 工場立

地質工業用水審議會斗意見吾吾吾外， 工場遍地2j調查， 工場立地.9.]動向嗅工場立地叫

一吽毛公害.9.]防止外l 是吐吐調查吾苟言}';: -3l乏主哇4.

@ (目的

~(略〉

@第 1 項.9.]工場立地外1 吽毛公害.9.]防ll::斗l 吐吐調查全大規模工場旦台事業場.9.]設

置y于集中許吋吉普吉1 直接」主主豫想斗告地區要立周邊.9.]地域斗il"'ì 調查吾"ÕR 0]: 堂按合

實地主調查言干什當該地區要立周邊.9.]地城外1 吐吐地形，風向，潮流 71 E于 自然條件斗

會才l 土地利用.9.]現況，環境保全裂開發裝備.9.]方針 71 吽社會的條件外~吐吐資料告收

集許口t 0千金<>l立實地調查.9.]結果嗅收集吐資料吾斗守主主意于吽電子計算機，模型 71

"4斗機械斗裝置吾使用詐。4 解析苛 o 立外茍墊吽.

法第 6 條(屆出〉

2) 01 產業公害綜合事前調查判目的名「工業地域。1 斗工業發定地減叫1 紋。1 ^1 新﹒增設計蓋章ij.9J工場合

集團主立把撞吉干什現代科最先端.9J科學技術且J 手法舍外令甘于件。1 吾工場群主主平Ej帶去干發生

這次。l 豫想再告公害吾吾象測智斗等待吋11 01 吾科學的豫測舍區干駕于三旦當干什工場。1 吟地方公共

團體011 吋吽o:j工場 Layout1.干設備.9J改善，處理施設.9J 設置，原料且!轉換，立地計重組織變更苦
廣範園墊指導吾苟古t.2. 01 告指導結果吋l 吽吽計劃的'ù工場判新﹒增設合苟言下旦去尋」志于全吋~

吱吽立嘻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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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製造業是斗是草ξ! 工場旦台事業揚(政令三:"5三定昔業種外|寺古?完全名是毛除外)0] 古;

'4-$l圈地內叫1λi $l數地面積正告建築物$l建築面積$l合計Y于政令叫:λi 定古于全 規模以上

哇!苟令$l ~(以下「特定工場jO] 斗奄)$l新設吾吾斗之扑扑老者全省令丘主定古H:: 1l于叫1

吽斗斗各專項合適產省大臣要當該特定工場外1 吐吐專業合所管許老大臣叫l 屈出古};;<]

z主主咕。于1.-j是t:j-， (但書省略〉

第 6 號.特定工場外 λi $l大氣旦台水質叫l 吐吐公審判原因。l 科全省令丘立定斗fE 物

質科最大排出豫定量要立議定量合主斗古};;<]詰汁1 許7] 叫世當該污染物質斗芳草是燃

料 1草原材料科使用什若有T 計劃p 公害防止站設3J設置 7] 斗措置

第 2 節 瀨戶內:每環境保全臨時措置法

觀戶內海環境保全臨時措置法(以下關戶內法〉名 1973年 10月超黨派議員立法主主 3年間判

時限立法$l形式 o 立成立是妥。1 現;;<]址，明確古}71] 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吾許可申請時刊要

求意千五支~t:j-.寺，特定施設司設置芷若立構造夸叫變更外l 吐詐吽 許可制壹採擇詐之

~完全吋l 立許可$l申請斗且是可詐。司， r當該特定施設合設置古于全社 0] 環境叫1] lJ]持台影響

叫1 吐吐調查$l結果叫1] $l 71 吐事前評價叫王吐吐事項全記載註書面吾吾添付許只l 詩三L咀。于

1.-j是t:j-j2.規定古}2. ~t:j-(法第 5 條 3 項). 0] 書面外l 記載司。于普事項金姐則叫l 吽斗斗令

斗毛主。1 定詐之玖已于(法施行規則第 4 條).寺，Q)當該特定施設全設置言?現之科全工場

旦fE 事業場$l排水口$l位置斗數， ':ID吉甘號9]排水口周邊.91 公共用水域(以下「周邊公共

用水域j01 ï:.午會〉外|吐司定õR :<:j ~H:去水質污染吋.:j去世環墳保全上斗目標叫1 吐吐事項，這

周邊公共用水域斗水質現況 7) t4當該水域.9J現況叫l 是吐事項，@第 1 號.9J各排水口叫l

~ <>1 -"1 $l排出水.9J污染狀態.9J通常值 5克最大值，二L司主當該排出7J<..9J -13 當通常重 要

最大量，@排出水.9-J排出。1 日:J-4 蠶捌司老周邊去共用水域.9J水質變化.9-J程度要 範崗斗

斗豫損u方法， @ 71 t4當該特定施設.9J設置7} 環揖叫l 口i 文:]-c-影響叫l 吐吐事前評價。'ì] 參考

7} 型專項

。1 書面叫l 叫司 λ'1 ~二L 概要吾告示斗之告示日主平"51 3適聞公眾斗才l 縱覽λ] 7'];;<] ~主之

咕c{r通斗. (法第 5 條 4 項〉

。l 蹦戶內法全 3年間科時限立法。]9;1，;;<]吐吽λ] 2年聞自動延長。1 決定司。i 1978年 11月

1 日扑扑立吋主延長!9汁l 司武斗.

。1 蠟戶內法呼叫司付老頭 7~;;<) 問題點0] 指摘王丹之鼠斗.~朴環攝影響評價斗是苦斗c:j

特定施設全設置吽2.之構造夸全變更斗之;z}許老者外l 汁l 環境外i] .9J影響。1 電 2有許只l ♀主

持台裁金立說許正主干義務;;<J 全弦。]7] 叫苦叫什么;<~且有Ã] 之客觀性。i 確保是千到全

吐Ã] $l是土司持全早已。]t:j-.斗告之泣，利害關係人。1 九i事。1 才l 意見書是提出聾牛 Zi老三支

..2..~規定持平 ~Al 吐(法第 5 條 6 項〉利害關係人。l 吐什么範圓扑扑斗斗苦金.9J口l 古}l:守主主

吐意見書是-揖出許咕立菇。!什古}i;] 取故!9-c-扑扑明確古H 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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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司主主污染全 COD立表示~~污濁負荷量 o 立限定置于早到老三~.:L不充分吽4. 水銀，

升王三苦，油額， PCB，溫排水外1] .9-]吐污染夸叫1 旦今後對處堂之去。1 至A會被 0] "1.~ ~文夸

。1 指摘司2~斗.

第 3節公有水面埋立法

公有水面埋立法各 1921年吋1 制定是以來主 B] .ï立~改正0] 有9;!，世法。]9;!， Ã] 吐，理立吋i] .9-l 

吐環境吋1] .9-l影響。1 草 '^1 補習外l 吽吽 1973年叫1 改正苦斗。l三張斗.公有水面埋立法叫什環

境保全上司配慮7~ 要求司2~老三重金，第哇。嗓.9-l免許基準7~全司l 第2號 「立埋立。1 環境

保全受災害防止外叫古干什充分古1 配慮墊毛主 0] 斗。F 告毛主」第3號「埋立地.9-l用途7~ 土地

利用旦台環境保全斗是吐國家正全地方公共團體(港務局包含〉司法律外l 基許台計劃斗l

違背司只] o}-y垂毛主 JO] 斗七條項。]4. 三五"1 2 主務大臣。1 司詐fE 一定吐埋立免許21 認可

外1] ~01 環揖保全上sl 觀點斗1λf 環境廳長官.9-l意見舍去正是干規定許z 玖吽(法第47條2項).

環境影響評價斗吐司 ^H去直接規定詩之~.A] ~詩文l 吐關聯是現定之三台法第2{~3項5

號外埋立免許.9-l願書斗l 命令 o 立定社圖書吾添付會次全競定科之~斗.立"1之法施行

規則第3條8號台之PJ 吐圖書立λ'1 r環境保全外1 吐司講究堂措置吾記載奄圖書」吾吾z

~J:于. 0] 美金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斗 13] 女吐呂定之立^~ z于是斗. 立"1 2 法第哇7{~2項。1 主務

大臣.9-l認可外1] ~01 環境廳長官司意見告昔玉是年世點斗挂電意l吋法施行令第32條.9-l 27} 

埋立地域.9-l面積0] 50ha吾土之斗許台埋立斗環境保全上叫尋草鞋配慮告要許老埋立斗l

跟定吽吽立呂定金要斗主尋苛至全平.9-l垂垂♀并致斗.是午， 50ha 以下.9-l埋立叫1] ~環境廳

長官。1 在吽許只l 妾許三等司。1 訟。1 50hao] Gj平芒氓。] ohÞ} 科全批判王提起司三52l
E十五吐斗.法施行令第32條.9-l 2叫什規定許台「環境保全上特別吐配慮量要許台埋立Joì

斗智金環境廳，運輸省，建設省相互間.9-l覺書立@鳥類寺.9-l 生育環境主主λi .9-l 干渴地

(河口部周邊合主管〉苦斗景觀。l 吶。?斗旱，地形，地質，植生苦。1 貴重吐自然海邊..2..~

^1 哥古l 重要吐地域吋l 吐吐埋立之主^1 15ha金 1是 fEZ去，@別記司業種中叫 什土二次咀神

色;ß '%司全工場。l 立地古于全埋立之主付，立面積斗合計并 15ha吾吾通告呂定，@埋立持現1]7}

周邊水域.9-l潮流吾停滯λ1誼之三外當該水域叫什 電才有T 水質惡化苦斗才告♀丙扑到台

埋立夸主主禹。1~斗.

第 4 節 電源開發促進法。電氣事業法

發電所.9-l立地外1] .9-l吐環境影響評價吾正面主主規定奄法律毛\1J， Ã] 'tl-關聯司法規斗運

用司實態吾吐咕司主7ij 許咀吽告斗苦斗.

司l 有i叫， 公害訴訟叫|λf 問題是 B} 致全 關西電力多奈川第2火力發電所.9-l建設斗。l 三毛去

過程是全且丹11 !有唔，關西電力第l次計劃一大阪府公害對策審議會外1l.9-l諮間一公害對策不充分。I

~告答申一關西電力 第2次計劃提出一大阪府環境管理計劃發表一不同意一改善計劃提出一大

阪府 Big Plan決定一大阪府第2火力.9-l公害防止對策外叫吐見解一大阪府 120萬kw.9-l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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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一大阪附，關西電力斗公害防止協定締結一電氣事業法 29條施設計劃屆出一環境審查顧問

會再 環境審查一各省廳連絡會議審查一電源開發調整審議會一電頓開發基本計劃決定一電氣專

業法 41條叫11 .91吐電氣工作物設置司工事計劃認可.

。1 甘判過程7}全吋!環境影響評價斗吐屯敢告吾吾吾指摘古}Ã}吐安特立， 關係地域.91同意

斗吐草古H 電源開發促進法第11條7} i必要有T 叫什告 關係都道縣知事.91出席會sl..于言干什

立意見吾吾吾Ã] 當主唱。十t.J~斗」之規定吽早到全吋1 現實叫11 ~ o-j付老外交吾吾同意外11 7}吾

古};:共主主運用司早到全長許立于.4金 o 主環境審查顧問會斗持台按各 1973年資諒動

力廳叫l 設置是組織'tl吋1]，個個判資輝、計劃吋1 吐吐環境影響報告書去作成智斗~ ~ o-j專們的

意見毛乎全陳述詐玉*司。~ ~4. 立于l 電源、開發調整審議會(電源開發促進法第8"-'10條叫I

.91才有T 組織〉斗持全新規.91電輝、計劃吾吾「電源、開發基本計劃」刊編入管去'tl7}司與否吾審

議會叫到外環境影響審查報告書吾審議吐斗.吽 71叫老環揖廳長官玉立構成員主立λ1 參

加古千五效 7] 官司是外l 環境影響上.91意見陳述金Z:ð 許正ZFZ井。i~斗.

發電所立地計劃。l 決定~喧3 吽含 o 立，電氣專業法斗11 .91奄工事計劃認可過程叫11 0] 三才

是立于. 0] 斗益。l 電源、立地.91過程斗1λ?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音部分的主立運用面叫1扑通用λ] 7']

.J!..~斗.立 è~ 1-干上述.91環境審查報告書刊司司吋全明確設法的根據7} 'iù t:于全茗， 地域

全體斗環境影響評價7} 0}t.J斗告墊，報告自體7} 公開埠。1 ~Ã] ~主立于全茗，地域住民。1 參

加古l;: 方式全取吽又 ~Ã1 當亡于毛王若夸.91問題點。1 指摘~.J!.. ~4. 

第十一輩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吾吾條例到要調

開發計劃。1 斗產業立地計劃苦斗l 叫合干什地方公共團體斗許可斗同意吾干什智斗11 ~ o-j 

環境影響評價'1l Ã] 之外1 準許台節次吾事實上導入意十五敢告例7} 叫♀惡斗. 之司斗 0]

次全條例斗明丈化是要綱主主制度化斗之敢告倒台外~ .:z. 4 Ã] Ii主 Ã] 替毛毛狀態的1] ~4. 

E十舍外1 立司會內容全世之致全條例斗耍綱.91嗅 7}Ã]吾土7~ 許三主立特徵斗問題點斗!

言及許7] 主吐斗t:于吐立-?;t吾吾類型化古干什說明甘于7] 全困難詐7] 叫苦叫11 1:]1現1 主制定順序外1

2千斗士7~ 許7] 主墊吽.

第 1 節福岡懸「開發事業制I r:H 告境遇保全對第要網」

(1973年 d月 2 日施行， 1974年 2月 26 日早司通用〉

7卜內容

一定吐開發事業外l 叫吐環境保全對策吾土♀1 吐行政指導要關係法令叫1] .91吐許可喜斗

準則全定吐-?;t主主斗。i 要細毛環境。1 逼正斗才l 保全是牛獄是範間內外ij Á~ 開發全 SJ 昔

次斗開發事業外1 啥叫什台 iW 開發事業科必要性，@開發專業。1 環境叫1] '0]羽毛去影響.91

內容曳程度，@環境破壞斗防止策嗅回復策，。開發事業科代替案」夸叫什吋 7]-叉l 觀

點什 λ? 點機會斗之古t;: 干7}才點金基本的世內容之立苦于早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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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對象專業

3ha 以上9.l競模主持實施E1 ~ CD 宅地造成，@昔主場9.l造成，@水面9.l 埋立，@土

石主J 採取，@露天採掘叫11 9.l証鎮物揉蝠， (01 啥叫公共團體朴實施古千七道路9.l建設，林

道[9.l開設， 71 吽9.l開發事業主 01 要綱叫1 準首于全按土豆E1 O-J ~斗. ) 

斗.開發事業斗許可基準夸

<D 開發抑制區域斗持原則的主主開發事業毛主禁止旦台不許可7于是斗.@其他地域件1λ?

告要洞。1 定詐廿一定詮環境保全對策基準叫1 口午三五尋許可條件全是。]71 斗， 福岡懸環境

保全叫苦奄條例 27條州11 9.l 71 奄開發事業者斗知事斗9.l自然環境保全協定金締結許7i斗

等各行政指導吾行吐斗. @ S02總排出量 lONm3jh 旦台通常排出7]( 300m3jd 以上。1 E1 ~去

工場司新設，增設特首l 大規模住宅圈地， 告主場9.l造成， 水面9.l埋立」主主;'1 環揖保全吋1

玉在社條例 28條斗11 9.l 71 呼叫知事9.l許可告要苦于全開發事業外叫司材生去環境基準吾吾判斷基

準丘立詐。4 生活環境保全對策實施基準含決定墊吽.

立'21 2 原則的主主開發行為外環境外1 吋文l~ 影響斗是叫 λ? 事前評價吾實施λ1 司 判斷

9.l要素外1 包含λ.191 ~呂定之主意}2 9J斗.

斗.開發專業9.l許可夸9.l節次

@昔三場，住宅圈地叫造成名用地取得許可申請以前刊專業計劃者7} 知事斗事前協議

科主主手指導詮斗.@開發事業外1 吐吐關係法令叫11 9.l吐許可吾羊。4 會叫什告環境整備局

長斗協議電斗.

立'21 2 開發抑制地域內斗11 ;'1 9.l開發事業科許可，公共事業9.l實施苦斗1 吐司井台廳內斗

審議機關吐環境保全對策會議斗附議吐斗.

p}. 特徵斗問題點

01 要綱芒環境影響評價的觀點合導入電} ~荒丘立全先!驅的'ù存在主評價司Z 玖斗.立

吋斗具體的咀影響評價9.l節次'*毛7} 項目寺金桂主持明確詐吽唾牛~吽. 立司主立

去。1 必要吐7J千吋1 早在司 λ? 五充分意l 特定司。ì ~Ã1 畏詐斗.是干評價量要意H去苟」手立Ál 全

環境保全條例 28條斗11 .9.J吐許可吾平e:j許台7J平斗智午.9J ÃJ 世立7J千叫l正「原則的之

主」苟言;þ] 全吋l 立文l 主主手持。ì ~9-. 

節次。11 且是司 λ? 五環境影響評價吾開發專業者朴實施許正尋司。ì .9J Ã] 吐評價項目。l 定到

.7.9 奴才詩斗.正吐實施是事前評價7于懸外lλ1 e:j許司審查司吋二l 決定。1 吽詩意l 反映司

老7~ojl ..j丘吉1λ-1.2:己不明確詐斗. 評價si 結果開發事業全體善中止λi 是苟且主 「環境保全對

象」含講究言下台毛主主L立豫定司。ì 9J Ã] 全盤全長科9-.

上記條例 28條 2項全「生活環壤9.l遍正吐保全刊電持社影響全刃1型♀司持到台7J♀

吾除外古千五台許可吾古}Ã] 當J之咕。于L-]塾吽J2 規定古:}2 ~2 旦吐 3項吋1λ1 r必要曹限度

內外 λ1 條件全昔電牛~斗」之規定昔 3月合且吋吽玉。l 仕斗巷。1 推損Ij管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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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2 環境影響.9.J專業評價再內容。l 斗縣叫1] Àl 斗審查結果7} 公表1971 斗之叫| 叫詐。4

住民.9.J意見金陳述堂機會等叫l 是司 ^l 若有丘吉才言及。] ~..2-吋第3者機關。l 事前評價以審

查吋1 關與持台手設五存在許7:] í!古老 ct.

第 2 節 兵庫縣「工場立地的l 噩噩環境影響評價實施要網J (1975年 9月 1 日施行〉

7}. 內容

工場.9.J新設苦斗智才發生許台媒煙夸.9.J環境影響評價.9.J質施叫l 吐吽吽定吐要搞

吟，對象。1 司老行為

λB ..s三增大科生去排出排氣7}~三總量。] 4萬Nm3/h 以上。l 主持 71 斗三年金 增大許台排出水.91

壘。] 1萬m3/d 以上。1 司老工場斗新設﹒增設芷若變更

斗.環境影響評價4 節次

@評價書叫作成者，老工場新設夸會科全專業者7于是斗.@評價書刻提出先一縣和事

要新設司老工場告管轄言l~ 市圓了長@評價書.9.J提出時期一工場立地法斗11 E1吐 屆出前，

@評價項目一煤爐，紛盛，污水，騷音，振動，惡臭嗅產業廢葉物.9.J發生。1 環境叫l 口1 羽毛三

影響SJ 保護斗範圈，立防止策寺叫l 吐科司要網外I]^l 具體的主主定許之玖斗.也笨蛋節

次一縣知寧要市前長金必要叫l 吽斗環境影響評j草委員會(學議程驗者主持構成〉斗 意見金

音名干l 評價書量檢討詩三玉立結果量事業者叫l扑通知吐斗.@公表一縣、知夸其市阿長金

評價書要檢討結果告公衰堂牛草4.

斗.特徵斗問題點

。1 要網毛對象吾吾工場.9.J新設苦斗l 限定吽o:j平主典型的去害外l 吐吐影響評價吾苟言}

主持當十七叫什特徵0] 91 7:]址，尋訪l 產業廢棄物主評價判對象主主吽之~~點。1 注目堂

吐斗4.

範圈7} 極司限定再C-J ~台點毛于1 斗吐問題點。]7:]吐， ζ工範圍內叫I]^l 且全限福偏僻、必

要稍斗1] ll] 司之節次朴叫千明臨許1ij再現評價書.9.J審查叫l 部外者扑扑包含λl 是接關。1

關與堂可能性斗評價書要檢討結呆公表.9.J餘地吾甘7]2 且老三且正改善是苦。l 斗金

牛 914. 斗吐。1 平外7:]點。l 要綱.9.J表現叫lλf 苦叫， 知事票市阿長.9.J 裁量外lEE;有 A~

917] 富有是吋必要性.9.J判斷。l 正當吐Y干什平外l 吐呼叫苦Ã1]7} 哩。?當牛泣舍去看斗.

住民♀{'立場外 λ↑正評價委員會.9.J構成叫丑叫起因古?老三是。] ~l 7:ì 'fr直接意見毛陳述全

機會7} ~2 評價畜要檢討斗結果并公表司老吋2.文:17]叫丑叫1 唾主意味扑~9-~批判

毛主 0] 功 7jEj平~斗.4址， 0] 司董資料三五充分志1 公表Ej 7] 吐吐斗喧司法的教:商量 關

係住民。l 提起量7;j千叫l ♀{資料姜利用電}..2--.50.枕1 .2..斗有利吐立場外這牛 91吾吾芳是由ì i+;:王

程度SJ 劫用毛主期持堂午 91 斗. 之L司 2 0] 要綱外1] $171 許吋 環攬影響評價告宣施吐7;j-}

立評價書.9.J檢討結果7} 專業者叫l 科l 通知司全毛主音除古}2主2.呂定。]2.司 611 豫定19~ 工

場斗新設，夸斗~是墊決定叫1] t1l斗吽c-J ttl 役割舍甘cJ-斗老井台 0] 要綱叫什告 o}平主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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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 ilþ] 叫苦斗，知事州1 月1 許﹒認司權。1 世告苟♀外1告結局行政指導斗1] .91垂牛啥叫說

才是斗廿三自卅五。1 要綱.91眼界外交1 r:t. 
τ斗斗持。1 電.91口1 叫1] À~ ，:己去表制度.91活用各一定奄意義吾 7千三立斗摯友也]t:午.立èJ 2. 01 

要調叫!ì ~17i 許吋環境評價害苦提出許完全呂定 ;<:}:<i17} 強制司老毛主。1 0} t..j2. 指導外l 斗三七

次。171 官司善外立去。l 許﹒認可權斗結合!êl斗。于1--)堂7iJ千叫老三司令卒叫一定有T 限界7} ilÃ 

ÃJ ~主斗.

第 3 節 宮城縣「立之賽三i 防止裂自然環境旦!保全問|普雷環境影響訐價指導要綱」

(1976年 5月 4 日施行〉

y于.內容

縣。1 實施穹下五縣。1 認可﹒屆出.91受理直午五形式土豆闢係吽全大規模開發專業吋.:j吾有T

環境影響評價斗實施斗吐量高定証可見.

L于.對象。J !êl台開發行為

工業園地開發事業，宅地造成事業p 港灣改修事業p 娛樂施設開發事業，廢棄物處理施設旱

建設事業，下水道路未處理場建設事業，畜產開發事業等主主持一定吐規模。1 分.91 -3Ì,. 

斗.環境影響評價.91節次

(吾評價SJ 實施主體告開發行為壹吽主持古于全者7于是斗.@評價項目一大氣，水，土，

生物夸叫!吐甘于斗環境影響司頭測，結合評價(開發行為外環境吋口1 均主影響.91程度， 範

園耍的止策斗。于全吋開發計劃斗比較檢討外1 斗吐開發行為.91環壤保全的見地叫 λ<] .91遍

否)ID 審查司節次一開發行為吾所管科全縣、~關係局長金當該開發行為~事業科實施

正告許認可~申請受理叫11 9J~生活環境部長斗才l 專業計劃書斗環境影響評價書告 提出穹下

什諂議草斗.生活環境部長毛主環境基準含維持會牛敢告7}叫什平夸吋~吐吐審查基準毛主

寸址苦干什持現11 ilÃ 01 斜評價內容金審查詐斗二L 結果善關係部局長外1 月1 通知有T吽. 審查吋1

泣。1 什台關係部局長 o 立平EJ~ 事情聽取旦司司也斗.@再評價一事業計劃~變更，專業

科進度外1 吽斗 j關係部局長金環境保全上惡影響全口1 型♀司 7} 9J吾友土豆認定華 叫哼!

告再評價晉冀施詐才斗汪告立實施告指導苛斗.

~r. 特徵斗問題點一對象行為叫什主管牛9J妄。1 oJ 要綱金子立縣朴搏斗實施古H::" 公

共專業之三λì~ 開發事業外.:j是有T 評價斗1 關心吾吾千三lzl 吽.

吽五十λ? 評價節次互關係部局長:ilj-審查機關乏主司。~ 9J全生活環境部長間~節次7} 中心

。1 之，民間斗開發事業企J 苟♀叫苦開發專業者斗縣~關係7} ~"要才1 司告外， 特司「評價

謂書」全午子~責任。于叫作成司全呂定哩lÃJ 不明確詐斗.

E干啥。1 7iJ-9-州n玉縣~許認可~權眠。J4毛7j-屆出受理~權限斗結付扑卅五王~~點名

福岡縣斗要綱斗 Bl夫聾發想斗~~才才會主立外評價~結果吾遍切吽丹1 環境保全對策斗

反映到1 許告翼機苦口下電吉"}2. ~r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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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吐吋11， 01 要綱斗1λ1 全一定吐審查基準外11 .91 7j斗71主斗Ä1 企士在古l 行政機關斗內部的

世審查7} 苟司 Ä] 告吋1 江河之~丘吋審查結果斗公表吋關係住民主L立千司.91意見聽取節次

寺毛社司氓4.

t:l 平斗審查結果持當λ干聞發計劃斗變吏。1 斗中止去求許台之~ 'tl 7s 4'-斗1 互關係部局長

。1 立去外11 ~平吽c}oþ 堂義務~ ~全裂主立3õ] O-J .9J 4. 
立c1之生活環境部長斗開發計劃刊吋註意見主拘束力全力Ä1 老三是玉。}1-J斗.再評價.91

7s千叫11 ~ O-J λf主要綱叫表現外11 .91詐全限，闢係部局長.91判斷主主啥叫盈苦。]2 生活環

境部長叫l 斤1 七之美金要求量資格。1 世;zà 王有什奴才當斗.甚至干什要純金實質的之三毛圭亞主

芒地方公共團體。'11 外堪培2守主立吉普司 Ä] 之茲告開發計劃.91實施。11 三令許吽環攬擔當部局

斗協議古干完全節次吾具體的主主平咀斗之旦l~吋，1 Ä] '-十只l 岔五~亡于. 主墊。1 要認fE 國家

司機關。1 實施古?告公共事業。1 斗國家外直接的主立許﹒認可言下台開發事業外1] ~叫+~

在計毛含吋2~只l 宮。于福岡縣科要禍斗斗在7}Ä] 問題點告甘才又~斗.

第 4節川崎市「環境影響評價叫l 噩噩條倒」

(1976年 9月 29 日可決， 1977年 6月全面施行豫定〉

7}. 內容

開發行為7} 環境外1] u] 夫]~影響叫司古干什辜的外豫測了是評價吾茍許汁l 帝王L立外 λ1-苦

斗環境.91調和，是等健盾是科之安全，伏遇有T 環境.91 'rJ.t全金三正常合目的土豆許完全條例。1

吽. (條例前文參照〉

斗.對象。1 王井台開發行為

土地.91造成，工場要專業所.91設置寺乏主吋規則主主定穹下台去(1條 2號). (工場立地

夸斗!基許台一定以上規模.91工業園地叫造成，一定以上規模叫圈地造成， 公有水面埋立事

業鐵道夸.91建設，廢棄物處理施設， 3， 000m3 以上.91工場，事業所.91設置等。1 豫定司。i

~告〉

斗.環境影響評價斗節次

d)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斗作威者一開發行為f~施是;(4條 2項)， @評價報告書司屆出一開

發行為者吋1 月1~ 開發行為斗計劃喜斗智司的長叫lì .91屆出義務7} ~.E...吋立違反叫老罰則

。5!千古~;j斗.計劃變更時正 u}主}7H 取了及全世~ 0,-. (6條， 7{1策， 27條) @屆出.91時期一

開發行為著手前，@評價.91項目一市長0] 市環境影響評價議會叫意見含量。1 策定許台地

域環境管理計劃均告司評價斗標準的拉法正主管古干什定首;Þl ~斗. (5條)@屆出.91告示

縱覽寺市長金屆出全受理斗誠合吾土告示， 30 日悶，縱覽升1 許正主手持。i ~i干. (9條〕旦有T

開發行為者全縱覽期間中外l 關係住民叫11 .91說明會開催，要旨苦記載証書類.91提供夸叫1] .91 

吐周知措置-Z 寸千古}主主t 2:司。ì ~4(市場外1]21 立報告量挂出堂義務旦旦L4). (10條)也

住民參加一關係住民 7] 吽意見全關係住民吾五千司司意見書， 公聽會.91膏、見寺告添附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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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司立意見金昔吾有環境影響評價審查書去作成吐斗. 03條〉

。1 審查書~寫本金開發行為者斗l 丹1 送付智斗苦λl 外l 公表是斗. 05條〉

斗.環境影響評價~役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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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為者外l 汁l 完全環境影響評價書吾遵守λ'] :7']全義務吾謀井台叫到斗06條). @聞

發行為者全審查書7} 公表過 1苦朴叉，] ;:開發行為~實施斗禁ll::5õJ吋違反時叫i 全告示~ 整

日立平吋 45日以內外評價報告書刊叫吐意見書壹提出堂牛 2iit可立視外1] ~71 言干什開

發行為者全報告書主修正垂午 ~4(1l條， 12條) • 

.:z..ì:'.j.Jl.縱覽期間滿了日~璽日立平可 7 日以內斗l 關係住民，開發行為者主平司要諦。]~

z 旦証市長。1 必要許斗.Jl. '{l;宮堂7ð千呼台聽間會7} 聞催是斗(14條). (J) 審查節次，市場

金市民﹒學識經驗者，市職員主立于-^à 司全市環境影響評價審議制裁7} 斗司也407條 28

條).

P}. 7] 吽

市長。.11 才];:開發行為者叫司司勸告司權限要條例j違反事實公表~權眼夸全世苟言}.Jl.

~4. 立ì:'.j.Jl.國家斗公共團體司聞發行為外叫司 λ? 老環境影響評價書~提出外1] :j是詐。4 市

長斗協議科全岔五L立王司升到斗(8條).

甘于.特徵斗問題點

。1 川崎市科條倒台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外吐吐條例立-"1 告最租司呂定。l 吽. 0] 條倒台開

發行為者7} 提出許告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是第3者機關科意見含量。1 審查呼之立結果吾

公表社斗之首十七基本的形式全取言}.Jl.玖完全苦斗H台前述吐兵庫縣~要綱斗苦型科;<:]吐

立節次并且斗甘持l 斗斗笠噎住民參加~餘地外意見書~提出， 公聽會開催~要請。]lf

公聽會叫lλ'I~意見陳述寺。] B] 尋限定是範圍內外 λ'1 0];<:] 世認定5õJ.Jl. ~告墊。1 世71 吾 st

λ72i斗聾毛主。1 斗.

t:}吐，去聽會~聞催全市長。l 必要斗斗之'{l;當許主EFS♀吋1 限斗斗， 住民0] 要請斗吋斗

正當然司令聞催再;<:] ~主主E吽台乏自各墊7}Ä] 問題點土豆 Ä] 司司主鼓吽. 川崎市~條例斗

71 斗 B] 去奄內容含 7};<:] 之到台北海道~ r環攬影響評價01] 吐吐條例J(假稱〉外l 按世要綱

案(未制定〉名知事外必要許斗.Jl. '{l ;<à 昔苟♀吋I]~ 去聽會~開催 7] 斗必要奄措置吾講究

古千五尋埠。1 ~;:呂定(要綱案第7)吋1 日1 古干啥二Lèlj 五開催要請~可能性全世7<:J穹下之 芒斗全

斗叫什 λ? 且斗斗毛主制度吽主主昔牛到全裂。1 斗.

立<:'1 1-于極古1 形式的土豆耳主持斗唔，北海道~條例案毛要請。1 全2再說01 旦公聽會告闊

催會牛 ~Ä] 吐川崎市條例外1]-"1 完全耍詩。] íìt;: 限市長告公聽會主?開催垂牛氓。1 ò] 型

外1]-"1;: ~之首，] iJ可北海道條例案。1 且吽 L千名制度斗ff 評價五可能量之見。1 斗.

都道府縣、叫1] B] 穹下什許﹒認可權限。] B]&.茍茍芒市~~階吋lλ'I~ 0] 司奄種類~ 條例斗

要綱4 尋♀斗 ff 立制度斗實劫陸金嘻且舌川外註看困難聾;;! ò1 斗. 福岡縣再看♀科普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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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哇開發行為。1 吋吽吋許可制度吾設定許台裂主吽吽.'!1解決方法。]7H去古}A] 吐法律

外1] .'!1墊許﹒認可制度斗.'!1關係全問題。]2 ~尋剖市.'!1段階叫11 "'1 老大幅立範園斗限定司

。ì 131 電可能性。有 Ã] 當斗.

川崎市.'!1條例外1λq~ 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1提出斗立吋1 叫苛市長呼叫吐審查書.'!1 公

表以前.'!1開發行為司實施禁止吾條例主義務多J2 立違反吋l:~許吽罰則主主實劫性吾吾確

保吽吋吽2 ~7-] 1-]斗。1 斗。于全p1違反事實公表..9.1 方法主主非全式的咀制裁吾斗智主立外

上記斗苦名困難性舍克服詐司苦于2~吾吾毛興味到全世。1 斗堂畏。1 亡于.

立志1 1午圓家L于都道府縣。] 0] "1 許﹒認可吾平c有奄?ð千叫1 市長。1 審查書吾吾作成吉}A] ~孟

之三年毛立按合公衰古}Ã] ~古老方法 o 立開發行為吾停止λ171 ~裂。1 斗哇。f 叫扑扑可能

會次世7}全苦功。1 吋立吋墊目的主立。1 條例外運用再告友告期符詐7]~己 λ}ÁJ .J..} 無理

它有1 A] 旦旦芒吽.川崎市條例.'!1 ?ð~主國家斗縣寺。1 實施呼台開發行為(公共事業〉斗I 叫

司 λq~ 協議告警牛到全吋l 立交:]2 ~吽.

。1 叫吐協議.9j結果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7千市長州河1 提出Ej~吋吽玉立干1 .'!1節次是 哈

主λ.] 0] 條例外準吽吋勢利基牛~斗之且哥華牛毛去氓~ ~史。1 斗. 0] 問題七條例外1] .'!1 

詐吋評價制度是實施許生=- ?ð♀叫到外 λcJ.'!1升斗 E且，問題。1 叫立外1 司墊付喧法的對策。1

講究禹。1 。干警裂。]9-.

前述.'!1北海道條例案五。!晉升華吐限寺喧吐限界外 ~A] 吐國家司機關斗.'!1 協議後

民間.'!1開發行為.'!1苟♀斗同一噎節次善捐昔牛到五斗古}2 9J斗. (第 16.'!1 2項〉

條例主λf 評價制度吾實施許平之吋1] t:1l吽吋住民參加節次吾咀 ;<à 呼台?ð千什么範圈外

Ã] 住民。1 參加垂牛~完全7于五問題。1 斗.

川崎市條例外1持台開發行為者外評價外t:1l吐周知義務吾 A] 主尋尋升 到才斗斗。p定毛

當該開發。1 賞拖Z吾土豆外環境外影響含 liH去關係住民。1 司司(10條).意見書至于揖出堂牛

到全裂主-二L司有T 關係住民 7] 斗報告書叫;;丘吉千件意見舍外A] i;:-者外Ej 0] ~~2 (1 1條〉，汪

吐去耳息會.9j開催要請金堂午~吾友互關係住民主主持。ì~斗之芒斗(14條). 11條碎?ð

-'f- 01] ~ 0] "'1 玉什么範園.'!1件苦。1 意見書提出。1 許容司全井井問題。] 39. A] 'tl- ~千計 14條。11

亡于芒行政區域哼!夸甘于全住民全包含λ1 夕]A] ~主完全挂名別問題主詐吋 E午五一立èì 1..午包含λ1 是

牛 5日(吽全解釋岳不可能有T斗，立èl2 川崎市外1 斗通勤者主三: 0] <1已才l 堂去世外尋呼是為r]7}

Y主 71 ~奄吽.一挂名川的市民。l 斗會只l 斗五非「關係住民」丘主持排除辜者斗斗斗斗才華

文1主旦芸斗全批判玉說A] \1J.斗.北海道條例案叫1λ↑全意見書提出資格者告當該開發事業。1

實施司老吋玉是古干什環境保全上關係~完全者主吽之奴才吐。] 7ð 千。1 主 外:二範固.'!1件苦

。1 包含5司老外7于是月:1] -'8.斗. 01 啥叫意見書7} 提出有233千叫1] ~開發行為者井之安全 啥。于

音吋評價報告書斗修正合會牛致全安 o 豆豆1 外奴才址立裂。l to!-旦兩只]A] ~告全 Fg 」卡，

意見書提出者7千斗亭台方法自~毛:-7}叫什卒7干旱2月1]0]2 EE墊評價書.9j 蹤覽期間0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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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2l提出期間。1 遍切墊7t叫 咱平外是司 -^1 正是ÃÞt ~Ã] ~斗. 0] 吾吾吾無限的主立

'Ù ;<à 科月l~唱道正墊開發行為斗電[Ã] t!午玉還延禹。1 131 草牛致斗告逆劫果7于1.f吽斗才1

Z重哥兒。1 斗.

立t!1 1.牛皮面開發計劃2l規模叫1 斗斗持全立之見。1 叉:]1.午去l 才l 鎧期間。1 吽告批判玉說吾吾友

。]4.

北海道條例案吋IH去評價書2l縱覽期間吾吾 3週閱(21 日〉土豆 ~01 ~01 川崎市條例2l苟♀且

斗吋苦斗. 旦有T 北海道條例案斗1λf全遊7于司科全開發事業外11 l:Jj ;;~--'-1 五環境影響評價吾

行音千五尋意:}.:ï!..立節次吾定許之~7jt-J斗宮拔縣要綱斗急垂司評價2l縱覽，意見書.91提

出，去聽會開催，審議會科意見嗅關係市前村長2l意見聽取制寺金採擇古l3?. ~ ~全習毛

吐巷全世-^1 ~ 1:午堂裂。1 吽.

第 5 節綜合的評價

1.日本刊什斗去害對策金 1967年4 公害對策基本法2l制定 1970年4 盤濟斗2l詢和條

項判削除吾包含古?老同法2l改正，立~.:ï!..典型七公害吋1 吐吐規制法(大氣污染防止法夸〉

2l制定吋1] 2l古干什體系的主主完成~~斗. 0] 吾規制法嗅 7] "6午4 公害對策叫1 吐吐法令芒

事業活動外l 吽芒公害發生吾吾未然叫1 防止會主于是目的主主斗之立實施斗智利日本科

去害旦台環境污染2l防止全自然環境保護斗。}告司五月1 改善~平~斗. (1974年要 1975

年4 環境白書參照〉

立吋吟。1 司奄專業活動叫1 叫証事後的世規制。"11 全世~吐限界7t 奴主~1:ij事前2l充分墊

檢討7于考J汪古于斗全可貴。1 有名垂固自市大氣污染事例判決(津地裁四日市支判下級民集 23卷

7號別扭一面，判例時報 672號 30面〉寺吋~ -^1 主判示是甘于訟。1 0] t!i華公害.91 未然防止，

自然環境2l保全全副墊付立全方法主主持大規模開發。1 斗去共事業科實施斗是在哥哥2 環

境影響評價4 必要性。1 才三乏有1 斗。1 三設立于.

E于毛吐工也諸外國，主干古l 美國2l 1969年司聯邦環境政策法(NEPA)~] 影響名叫♀寺♀奄

契機沖再現全含辛咀堂牛~斗.

2. 立吋斗日本外1] ~J 01 -^1 2l環境影響評價制度2l特色金美國2l苟午三司弔立斗1 吐吐一般

法合 7tÃ]Ã] 替之環境保全外重大墊影響告方1 型♀司持到老公有水面.91 埋立。l 斗毛井

大規模工場圈地尋呼建設外且是斗斗去有水面埋立法，工場立地法寺外11 .91才甘于吋 7-}Z}個別

的'ù實情。'1] ~三哥環境評價吾義務乳汁l 智斗苦λ1 叫1 大規模的咀地域開發斗1 司司持台。1

吾法律全活用科咀斗，耳T王三λl 明確墊法令上2l根據吋1] .91苛0] 蝕。1 行政指導叫11 .91司環壤

評價吾實施苦于.:ï!..~斗吾吾吋Il~斗.

。1 司董手法司長點名一般的咀制定斗11 tt于芒吋t!17tÃ] ot含金斗許咀λf 重點的主主環境

影響評價晉冀施智主主外帶i!ll2l環境保全目的金堂-^j 垂牛 ~3Z.， ss吐一般法斗 制定01]

吽斗必然的土豆提起持台住民參加.91範圈，節次苦斗吐司直接規定會。] ~o] 立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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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施昔牛~"C牛毛去前l 斗~]:于.

立司 1.+ 反面鐘點三L主ff 環境響影評價吾地方化，部分化智主立外 環境保全全體外1] l:]j吐

體系的'tl評價9:j實施吾會牛 ~4全乏自叫1] ~立于.地方自治團體斗1] 9:j吐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外1 社會要綱l.Jj;;;]條例7r 立對象﹒節次寺外1] ~ O-J外平司董寺斗斗吽吋吽旦地域的制

約州1λ?全世叫苦牛敢告之去。l斗之fE首斗在。1 環境污染。l 地方公共團體9:j 區域合 1益。1

λ? 是狀況下斗iλ1告詐吽J勻地方公共團體州1] ~ O-J Ài 9:j解決吐丘立廿一定註限界扑到五~9

豆挂地方公共團體住民9:j環境叫l 吋吐要求~ 7..j-z}9:j地方公共團體吋1 斗斗千差萬別。l 吋

旦有2 景氣變動斗告司嘻嘻堂牛玉Si~去。]7] tI司是外環境影響評價吾金耍綱0] 斗條例j

61] 重7]7] 叫老問題點0] ?司;;;] ~吾吾裂。]]:于. 聯邦國家'tl美國外1 持正環境污染防止吾 ♀J 吐

拔本的全國的對策斗確立外虫。1 地域開發吋關心外全名地域住民合并;;;]全地方去共圍.

體力于1 斗是障時7r !司現金。1 指摘司早到只]~(串串貴芳源“7 ;J!J 力比扣 It :{，環境法(二)"自

治研究 48卷 10號， p. 60 以下〉有什王國民主體。1] 吋古;ß Ài 公平古于才1 環境保全吾吾 實施許71

♀J 司 λ? 毛去。1 土二茍正地域住民9:j意見告無視許台 342已不可避堂呂定。l 斗.

3. 臼本刊訟。Pì 環境影響評價斗主體全美國9:j 7iJ♀斗tE 垂直J 原則的主立特定施設司

設置，變更9:j許可告申請許主事業者。1;;;] 行政廳。] or斗 4. 美國slFS♀刊全環境影響評

價制度并許﹒認可要專業科執行全擔當許台聯邦機關。1 公眾9:j保健曳環境斗質科保

全向上去副司各種機關要公眾丘立平司9:j批判全世71 ♀{吐節次主.kJ9:j意義吾;;;] ~ J!.. 

~合告特色乏主吽7] t!詞是叫l 環境影響評價書叫作成毛主干擔當行政機關9:j責任主立司

外玖斗.

之pi 斗倒是叫，日本科中央公害對策審議會防止計劃部會環境影響制度專門委員會7r 1975 ' 

年 12月刊作成吐「環攬影響評價制度斗方向j <>11 斗詐哇。1 制度訓基本的性格告「對象。1

4七開發行為苦斗實施外環境外1 口l 羽毛去影響外l 吐古干什。1去開發行痛苦斗 吐吐計劃'

事業9:j決定﹒實施刊堂外環攬刊關証知識。]1-f-情報告可能吐限廣範吐分野立平p] 吸

收古?什科學的知見叫1] 9:j奄判定條件外1] U:J- è午評價古十五尋型企台前]~老毛主j..2..立古r J!.. ~..2.. 

E司， rQ)開發行為苦金實施斗之;;;}斗亡者斗士乙二立立實施吋1] ~hj. 之外1] Jl干旱環境影響

外1] 1:有詐。4 充分言l 調查証寺l 豫測，評價吾勢許旱，@立結果量去表言}斗意見吾吾求會三L

立付之去。l 吾家測評價外l 反映~正是早節次吾構成許正主干古}o:j 0']: 垂呂定。l 斗jJ!..墊次全 且

o}玉:. 01 pi 吐特色告當牛~斗.
4. 評價書斗作成節次面外l 泣。1λ? 五美國斗 7iJJf-刊主Eqfλ1 擔當機關。1 最終的責任全

只l 正主手持升~平擔當機關。1 聯邦州安地方公共團體9:j環境擔當機關， 私人叫環境保護

團體夸乏主平司9:j批判。]1-f-意見金收集許吋環揖外1] 9:j惡影響。]~名代替案金斗電話干完全

按合原則主主許台吋1 世古}o:j日本刊 Ài ~事前評價斗作成<>11 泣。1λ? 地域住民9:j 意見聽取

全法律上要件。1 !司。i ~Ã] 詰且，事業者并專業評價吾作成智斗1] ~ O-J Àì 全許可基準0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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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許基準.0.J運用告通司行政廳.0.J行政指導芥子1 斗昔役割舍寸寸古千五!.. ~斗.

E于世事前評價.0.J f乍成後吋r:::: 事前評價刊是証事項全記載奄丈書告一定期間縱覽到1 當于

z 府縣知事~ ^1 河il~ol 立委會吽毛關係府縣知事要關係市阿村長叫l神通知穹下之一定期

間內外1 意見金聽取許正尋司。~~斗.

5. 以上概述吐白本司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台前述吐甘于斗楚。1 ~9朴^1 斗個個.0.J 環境污

染防止2i必要吋 λ1 個別的咀法令吋司司斗唱革友。1 只l 毛主全體主持。1 唱一質有生體系

7} ~吾友。1 。于斗斗全智斗斗。于斗全般的娃實施設階斗1 只~Al 當令全金牛到斗.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斗完全去。1 111 尋萬能藥芒。于1-] :A1 1fr環境保全合副司吋♀重要社手段

。1 電牛~斗全苦斗 4丘吉1λ? 是日本♀1 7cl千 7~ 2i普遍的土豆認定再三!.. ~^1址立制度運

營叫1 啥叫 λ?全美國科制度等先進國斗先例是1l}守主立立調查研究井口1千活躍意l 進行

~平~ 9-. 

第十二章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到♀剖L..~2~導入的I [[~喜問題點

1972年刊發表是美國聯邦「環境委員會J(CEQ)斗第三次年例報告書叫11 2i詐喧， τ有利主

立于全斗巷名 λ~17} :A1 類型科問題點量。1 上述吐「環境影響報告書」制度呼! 在是可 Àì 指摘sj 之

2lE于.

立安派H~ 節次的吐裂主立法~~ ~ r;:l事業外1τ司司 Àì 環境影響報告書吾要求會接究17'于全

2tJL主互補寺司λ? 苦月q1立甘舍去。1 斗告點。1 9-. 01 州1 關聯古~ Àì 是為117于 sj互致吾友毛

旦「環境影響報告書」吾個別事業(Project)u}1::于要求司。F 堂接'tl 7} 。于1-]吐吾吋融通性張

林吐地域吋11 Àì 吽L于Éj計劃外11 Éj司 Àì 施行壘。9 èì 個別事業吾2i吐吾吾(Program)吋1 叫

司 λ? 詐斗2i綜合的'tl報告書吾要求司 0]: 弩之史咀 7于自1 斗.現在主持告說者，即個別事業

吋l 叫司 Àì 要求意于之~台去。l 慣行。17H去許只1 世，古于斗Éj Program斗叫吐綜合的'tl評價

報告書告作成功許台去。1 合當斗斗告主張名。于苟且~斗.

于有i叫類型Éj問題是毛「環境影響報告書」斗內容刊吐吐芳是吾'tl叫， 01 報告書吾作成吉干

完全聯邦機關音。l 立苦斗事業Éj環境影響全調查評價苦斗11 ~~ÀL 立事業。1 施行塾 地

域合管轄許台州 E丘吉去其他地方自治團體， 政府井制定吐法規定吋l:jj奄充分奄配慮是

許:i!.. ~^1 室主斗~ ~走。1 9-.

正噎λ1 玉言草鞋斗斗去。1 吋辛苦司機關吾01 代案專業吾吾充分吉l 研究吽斗室主告傾向

。1 ~:i!..， 吋P] 7}^1 專業主主'tl奄累積的世環境影響合調查詩之評價詐全美金夸噎司

言}:i!..泣斗全-51..5三問題點 o 主什指摘sj :i!.. ~斗. 1972年刊聯邦審計院。1 謂查証甘于哼!玉。1

且午在各問題點。1 指摘司。ì~卒，'Jl昔09 Àì 報告書立l 作成外11 ~~λ↑立地域住民吾Éj參

與吾吾吋電寸õR 0]: 堂去。1 è午3全點五指摘司。~~斗.

正墊7l-:A]類型企J 問題點名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斗當該公共事業判決定過程斗.9j闢係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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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吐哉。1'[;十. 01 告環境政策法自體吋11 01 u1 內包司。1 9) ~問題點。171~己許斗.即，專業科

施行與否斗決定斗立專業為環境影響評價扑扑立無關詩才l 進行是斗全呂定。14. 叫 2乎是3.l

政府機關3.l慣行外11 3.l垂吐司，專業3.l施行金。1 口l 決定吾吾吐然後斗， 之事業丘立因吐

環境影響全評價會主立外，後者主云吐告司形式的 o 立法的要件吾吾具備古}~節次外11 Ã] 1-j-只l

替毛去呂定。l~ 件吋電啡生去毛主。1 c十.斗λl 男主古，~-"-J環境影響評價并立專業科施行與否吾決

定許全根據資料持 2再現l 穹下之立嘻丹l 吽主主持可能吐限環攬叫i 惡影響。1 吋斗 Ã] o}斗斗

全方法之立外合共專業企推進刻意于現廿三是。)聯邦環境政策法.9J本來.9J意圖~合刊主不

拘詩三王實際3.l慣行各 01 司吐法3.l意圖吾充實古l 實踐詩三王 9) Ã] 失斗斗全裂。14.

「環攬委員會J.9J調查斗l 叫許咕 1970年平司 19几年開外l 約 5， 500件3.l環境影響報告書7}

作成~涼之，立以後叫l五年問吋功立 1， 200f牛.9J報告書7} 作成司 2 9)42 吐斗. 01 吾吾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自體斗!這是叫付毛司董指摘許早到全是測中斗斗斗告，立作成刊所要

再告費用斗斗志是金作成許7] ♀{搏斗消費c9告時間。1 替毛去共專業3.l 能率的ql 推進全

哨司 λ~ t.oj平 ll] 娃代價外再三L 玖呼台友。14. 環境委員會7于調查有} B}州~3.l斗喧美國聯

邦政府井全體立外環境影響評價吾詐71 副司-"-J年間支出許台費用。l 約 6千 5百高弗。101

-"ì 每年 1 ， 300件 ;<à .:s.=..3.l報告書并作成是斗吐每件平均 50， 000弗7;:l.:s.=..3.l豫算。1 所要司老

Ã41 0] C于.

環境影響報告書作成刊所要再告時問毛個別專業科規模斗性格刊吽斗-"-J c牛毛衣。1

<>j λ~ ，過去叫何吋1] .9J詐堪。1 啥事業3.l茍令斗!告數週日內叫作成是岔五到全反面。1 喧

事業3.l 7s♀刊全數年。1 豆豆吋-"-]作成是毛主互支lc午又有}c于.

Ã]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3.l功過刊吐吐全般的世評價是吐真令 ~Ã] 址， 1973年刊發表

是「環境委員會」司第4次年例報告書叫1] .91 詐唔，軍工兵團3.l吉♀外1 完全。1 制度3.l施行三L立

困苦1斗計劃墊事業中 24件吾土環境外 τ有幸惡影響全考慮司扑取消或泣， 44件含一時的s:.

全無期限施行保留是故主吋 197件3.l計劃舍大幅修正或斗之吐斗.

剖斗萱45 記錄音且有1τ呵，執行上叫什吋 7}Ã] 問題點。]9)合卅五不拘斗之美國3.l聯邦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老舍共事業叫~吐吐計劃斗決定過程中外1 人間環境全般外吋吐吐寺

墊配慮吾井村合于全吋] l-J-才吐功獻吾吾詩之9)斗之且。于外堂裂。1 斗.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壹♀èj 斗斗外導入斗7] 哨吉;~ -"-]告之外l 隨伴君;p-] o:j司 7}Ã] 問題點。1 惹

起惡之荒丘立豫測c9吋。1音問題告全解消λi 于]7] 叫司持全多接吐側面外1]-"-] 考慮司汁。于証

事項音。1 詰4.

安耳胡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3.l導入斗施行全♀ì -ÕH 吋全美國3.l苟♀斗斗在7}Ã]主確固証

法的保障。] 9) 01 0]: 毫毛主。]c于.美國科 3古今fE 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斗斗明示司。1 到全lôl] 千 èj 斗斗3.l 7s千五環境法告制定詐吋。1刊持正毛環境問題吾

規制許之環境污染含防止誓牛致全基本法。l 持平等許完全呂定。] B于苦斗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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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叫主環境外叫奄考慮告。1 咕專業。I 毛ÃJ 計劃過程斗初期段階外lλ1 平時 考慮司。1 吟

詩吋揖存叫行政節次外l 統合唱主立志1λ↑行政節次斗一環丘孟之環境外l 叫苦考慮7} 0] 干什

叉l 五尋許台去。1 日于普司董呂定。1 斗.

λ~] 桶，開發事業。l 緊急司。i 干什持。k 堂哥♀tf 環境影響評價過程。l 導入碧玉L主ë5R ""ì 專

業.91 ÃJ 咀 OJ 不可避古陶.:井之。ìrtì 專業.9-J 7cl♀若再修正。l 必要量苟JF且發生堂去世斗

。]çj 吐苟♀叫!全開發事業施行主體量。1 環境影響檢討吾回避量可能性。l 到全裂主主豫祺4

:>:]7] 叫苦。1] 0] 斗1 叫註對策也1 明確詐咒，1 01 平o.j ;;zq 0): 電r ?;1. 014. 

吋1 神，美國斗7cl♀乏。1 司董事例外鼠;: 1:1}環境影響評價過程。J <>l哩事業.91 妥當位全

合理化λl 司于全手段丘之主活用噩可能性。J~斗.即讓境外1 口P1 ;:惡影響全Jl~ À1J 司叫i!J

7-] 斗最小化λi 才評價古千五有利吐影響世金浮湖λl君主主司 λt 事業吾土毛主寸司 樂觀的」之三之

說明司于全傾向。1 ~4. 

立于其神，環境影響叫範圈外明確古}Ã] ~主主唔，之i!J 2 評價.91深度7} ~Ã] ~主三L世環攬外l

口l 叉H去惡影響全最小化λ.] 7']玉是早惡影響全故意主提落λ] 7']7-] 甘苦耐 Áì 報告書是 作成許之

一般大眾.91論評。1 不可能古十五星字報告書吾作成量可能性。1 璋吽.

已有封神，環境影響評價外外使用司老用語老王之概念.91包括範園71- 吋于廣範許平。1叫許

7] 叫苦斗l 明確有T 概念定義斗斗司 Ã]Ã] 當完全E十世用語.91混周全 7}旦有吽各者7J- 自己井 有

利吐方向主主解析詐。司用語苦活用堂可能性。l E主斗.

工嘻片l 咕咕{乍成者斗評價者，檢討者五千7于混亂全世 o 于1 月，] :>:]司環壤影響評價報告書

完全無意味吐報告書7} .:才又口千七呂定。l 斗.

電苦頭'L 主千古1 環境影響報告書科威敗與否告主主 作成指針(Preparation Guidelines) .91 

遍切性吋1] .91司決定是吽辛苦牛到吽.

即，環境影響.91究明(Identi五cation) ，主義 ì~1j (Prediction)，評價(Evaluation) 等4 方法。1 開

發司 ÃJ 詰丘吐所期斗成果昔 7-] 昔牛截至全裂。1 斗.主幸言l 作成指針金民間開發業者1f大部

分.91公共機關叫Pì 容易古陶l 環境影響報告書(EIS)告作成華牛敢正弄弄l全用語立Áì 簡便

斗才，] OJ 亭。-1;;Z~ 0]: 惡呂定。]4.

什盟軍1 環境影響評價告詞期設階叫I]ÁH去尋古l 五毛開發事業叫1] J:1l司 完全詐汁1 通用 λ.J -7有

對象丘之主堂牛 ~ÞJ 叫苦叫.J <>l上二程度.91區分合許c有一定基準外1 該當許台 開發專業外1 吐

逼用 λ.1 7']告裂。] 1:1于苦斗古}2 立導才會主主外吐所期判成果壹>"1吾牛誠合裂。i 斗之生

覺是立于.斗斗Á1 環境影響評價7} 必要吐開發專業合選定許7] 剖吐基準01 設定峙。ì Of 堂

去。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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