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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1 急速化司主都市化外進行司司工業化7} 強力古l 推進再生去過程吋lλT 附體的主

主發生再現重問題中人類7} 當面墊持香吾問題全環境問題E千五昔午~斗.工業化5年

都市化.9j副作用芒。1 吋哇司董咱也甘于全L~]:司。1 .9.1 深刻性主國內外叫什 21 事例吾通古1

體驗強 ra 甘于。l 斗.

1970吐代叫苦。1 吾哇λf 全世界人.9j 關心毛環境問題立集中.:9 :?J..:;王之結果 1972年外11~

世界環境會議并開催司:?J.JL 二正以後各國外11 Àì ~環境改善金為培必死的'ù 努力合倍加λ1

7'lJL 致全實情。l 斗.

人間司活動外l告址主λl 活動過程中斗斗苦，食糧，土地，空氣等舍利用斗才l 碎。i ~..2..]:句

。1 司電人間活動過程。1 桂英 01 干什 À1才司吐人間活動吋利用辜牛草告諸賓源告破壞吽

7ì 1-午污損λ1 7'1 ~結果吾招來斗才11 l司全社 01 t:干.

人間活動。1 吽芒環境嗅賓源的11 p1 司全影響。1 累積再唱噩牛哥二工深刻性。1 至t O}À1 均l

z重外1 吽斗環境改善策冉一環乏主考慮再 71 始作墊裂。1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1 斗.

環境影響評價制告。1斗類似垂考慮是羊毛令部分的世實施7} 嘆嘆國家外Iλ↑行司旦司名片l

事賞。1 斗本格的'ù施行。l 喧呂定金美國外持 1970年環境政策法(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1 公衰苦斗11 t!于4 立法的真耳HJ 01 01 亭。1 吐復平司斗又是牛~至~9-.

。1 斗基金劃期的'ù措置7} 美國外lλ↑始作司持嘎嘎國家音。1 (7'于 1千啡，立于，東南O}λl 外

國家〉于1量。1 Di環境影響評價制吾導入吽71 始作詩黛玉L吋千~斗斗玉 1978年 7月平司施

行是環境保全法外lλ1 環壇影響評價制斗導入全實現λ.1 7'1 月1 玉皇之見。l 斗.

*λf金大學校環境大學院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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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價制朴實施是 :>:1 9年4 盤驗告 7]-~ 美國$1茍♀全美國司實情外l 符合司老

制度主改善λ1 7'171 副司努力許早到..2..tij 美國主斗王實施經驗。1 日淺吐國家吾玉立吾斗

吾叫主$1改善方向全摸索詐:J!.. ~~全賞情。1 t:于. 01 全環境影響評價制祥之基本的咀目的。1

斗理念等毛主叫♀吾寺証制度。1 斗。1 $1實施吋若干牛當1 惡名問題點。l 五三λ1-èl2 ~..2..吋

施行。l 赴美哼唱什i!Þ1-才吋立全副作用。1 誘發垂可能性告內包言千五玖71 11哥是斗。1 $1補

完全斜墊努力吾吾 71 去。12 獄生=- ?l. 01 t:于.

主辛苦1 開發途上國科國家吾名。J .9.J實施墨根本的<ll面叫l斗姜原則的土豆贊成吉}2 ~..2.. 

L-j-具體的'tl實施方法，節次等州11 ~ o-j λ? 告璋岳之世會許2 ~..2..tij 開發途上國吋l 適合吐

環境影響評價制7]- 構想242iiL咕吽五日于斗老實情州l 鼠斗. ~èl 1.午4$1 7ð千五例外有芒。于t1

斗持現在法的措置完全。1 亭。1 至t~..吟。l 量施行許台吋必要証節次斗施行方法合明確吽圳

發見科長古十五9l~實情。l 斗.

開發途上國吾。I 環境影響評價制吾實施許台吋吽芒 Z吐寺$1詐斗全是哼開發過程oJ1 ^1 

惹起司全環境破壞吽全副作用是先進國司經驗外11 <11 亭。1 避õll 0]: .!9至~t:于全 λ~ Z}金切實吐

前1 。于全司環境問題吾深刻意}2 徹底替補斗平均11 .!9吐經濟的劫率性。1 弱化司 :>:1 ~至1斗許

台司L持。] t:于.即環境影響評價制吾強力吽汁l 實施許才11 .!9咕經濟的劫率住外1 制動全加堂可

能性。1 ~2 0] $1施行全弱化λ1是斗吐有名無實吐制度立變嗎吋堇可能性0] ~7] 叫苦

。1 斗.

斗斗λ? 開發途上國外l 道合詮環境影響評價制吾構想許71 斜 õllλ1~ 平安且斗之草芥 λ~ Z}

Z司。1 0]: 會主定。1 經濟的劫率性斗環境影響評價制晉升導才l 調和λ.] 7']):司同時外考慮惡牛敢

正等許王三吟詩全問題電視。l 吽.

本稿斗lλ'l~ 0] 叫1 對吐理論的考察金通司經濟的劫率性斗環境影響評價制吾調和扑通

牛草全可能性斗開發途上國外l 遍合吐環境影響評價制吾構想詐才有司吐提案吾吾苟且主持

吐4.

2. 環境影響評價制到背景耳目的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均最胡立發祥司。1 施行是國家全美國之立斗他國家吾金美國司副壹

叫什。l 制度斗l 關心吾吾吾吾司司主 0] 吾實施斗71 斗三年是立吾斗吾叫主$1施行毛主 割吐努

力合司按71 叫是oJ]環境影響評價制度$1背景金管01-且71 副司持全美國斗l 吋$1環境影響

評價制度司發祥動機斗。l 制度立發展.!9 7171}:>:1 $1 e:j司 7]-:>:1 事前措置吾$1 變遷動向告考

察õ] 且全去。1 日于昔有許司斗 λ~ Z}~斗.

美國斗1吋現行$1環境政策法主立發展是歷史老 1899年4 江嘎港灣法(Rivers and Harbors 

Act) (一名污物法〉主主平司 始作是吽辛苦牛鼠忌司司主主芒。l 法告最初再環攬法。1 斗

主社平吽才正奄斗.立以使環境斗關聯通法主主持~ 1910年4 最韌再殺蟲劑怯。1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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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主 1965年外l 全水質法， 1970年外11~ 大氣淨化法合修正許~~]:司 1972年刊完全吋主全聯邦

水質污柴防止法。1 制定~9J.斗.結局。11~ 法律，措置，法脫鉤決等~制定主主政府~規制

外旦芒環境問題是包括堂牛誠合程度立攝大司9J.~1.十 01 司証法律。1 1.午規制措置垂在

J已有污染源主立平司 發生司老污操物告規制吽7l 1.午特定污染被害吐合規制言于全吋目

的吾吾千五~告善外喧污染 o 立誘發司毛主多樣墊環境影響斗立司主吋斗重要吐毛主

金。1 喧事業合施行許71 前叫1 污染源吋11 -c11奄代案告考慮許只l 旻墊亡t~ 缺點全 7} :A12

21 斗.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芒。1PJ証缺點合補完詐71 割吐措置主持斗斗古文立于且是牛 ~4.

正註環境影響評價斗11 ~ O.J Àì 主要吐側面土豆考慮垂牛玖完全要素量。1 1960年代外1 政府

判決定過程叫一環土豆撞頭再 71 始作設斗.立之1名 1962年外l 去布墊上院丈書 97(Senate

Document 97)立持。1 告.2-貧苦址毀。1 按吐專業評價法斗持由來是去主主專業科實現可

能佳外1 關聯主司全事實吾告調查檢討詩之費用金推計甘于吽國會外1 報告書吾提出到l 詐全社

o 立咐。1 吋詮措置井 7年後叫作成是環境政策法斗立τ有立反映司外逆.~影響，長起期影

響，計量化科問題，代案叫比較檢討等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外持 斗亭。ì Ä1 全吋2.ì項目吾全

構想許台資料并司虫草視。1 斗.

吽斗持。1PJ 吐側面外Il Àì 甚吽咕。1 上院文書 97(SD 97)01 聯邦環境政策法~先祖斗早在

亭玉皇牛互致全去。1 斗 (1) 美國吋Il Àì 環境影響評價并始作是毛主毛主毛環境外關聯是法規

.91礎石。l 斗辛苦牛致全環境政策法(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01 1970年 1月 1 日發妨

再咱持平司。14. 01 法叫苦吋117}只1~ 重要條項。1 ~~甘于立中許斗斗條項電1 102條(2)

(C)節斗持環境影響報告書叫作成什斗奄指針斗要件。1 明示斗。ì ~~τ司。1 條項斗11 .91司

正毛聯邦政府外l什實施許台立法行為什叫苦耐 Àì 完全立法提案時申請案叫報告書是要許正尋

竭。ì ~2 人間環境科質外1 兮兮奄影響吾吾吾牛致全正毛主要聯邦政府活動吋l 叫司 λ~~己

吐五斗報告書告包含λl 卅五等競定當于早到斗.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訓放心。1 .:4全環境影響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量作

成許台主目的各提案是活動主立因司環境外吋科全結果吾當司叫主立唱主立叫什機關

.91政策決定者，一般大漿，立吋辛苦苦有主立全議會斗大統領州l 才11 77}Ä1 環境外叫奄危險

性合警告gq i于全吋l 目的。1 ~4辛苦牛玖斗 (2)

環境影響報告書善作成呼台干咀車~.91真正吐目的主計劃過程(Planning Process).91一環

o 立作成請全呂定。1 t:于.環境影響報告書吾作成許完全目的各變化7} 堂外斗71 前叫什 ttl 土

地利用合他土地利用土豆用途轉換金會主旦司 Àì 惹起惡牛到全影響全事前刊文書化吽

(1) Ruthann Corwin and Patrick H. Heffernan (ed.) , En甘ironmental lmpact Assessment, Freeman, 
Cooper & Co. , San Francisco, 1975. pp.20-24. 

(2) R.K. Jain, L.V. Urban and G.S. Stacey, Environmental lmpact Analysis,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 , New York, 1977,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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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是 0171 叫苦斗~ 0] 電目的全達成吽71 吶。它爾特告計劃過程.9l 一環乏主持作成塾午~~去

氓。1 斗.計劃過程毛一般的主豆子7}::>:] .9l .ê史階吾必要主意于全吽即現在.9l土地利用科判

別斗代替可能奄用途司究明斗開發0] 斗主管牛~至1斗. 環境影響報告書告作成許告諭

理的咀時點告。]~吐干7}::>:] 司投階7} 完了是直後。1 哇代替案叫叫世決定。1 叫咱 Ã]71

前。1 斗之堂牛~至~4. 0] 時點吋lλ1 'Ù- 0] 干什也斗咀環境影響報告書全計劃9.]詐斗9.]手

段。~豆牛敢告氓。] 4. 
環境影響報告書告作成吉:};:λ11 迫功科目的全環境影響報告書7} 決定過程司手設主主持利

用萱牛S14?t:點。1 斗.即環境影響報告書主芒。1 咀提案叫~ t司司聯關!tl .!l.毛環境叫l 吋羽

毛去奪金影響斗斗些影響全正干~司宇平 ~7] 叫苦斗l 計劃過程吋吋一聯禹活動含採擇

許台商1] ~ 0-] λ1 一般大宋丹丹l 考慮種牛敢告情報吾援供垂牛~全呂定。1 已于.

環境影響報告書告作成甘于全吋咀頭"9.]目的名環境影響報告書并環揖管理科手康。l 惡牛

~4~ 點。] 4. 環境影響報告書是去。1 咀土地吽立外l 關聯是自然資源斗社會的費標.9l利

用合實際立誘導言'1-~役割舍還行言}.:ïL 鼠斗.環境影響報告書刊斗斗吐專業科斗斗啞，建

設斗運用。1] 司司惹起要牛致全環揖影響全擾和λ]7] 全方法金。]~吐誘導機能全保障

苦胡平全去。] t午 (3)

3. 各國~I 環境影響評價制到動向

外.北美

環境影響評價制吾持香吐-^ì 確立λI 赴美國金 1975年末方'}Ã] 6， 936件.9l環境影響報告書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7} 聯邦政府外1 提出.:<J~~功 。1全每年約 1， 000件.9l環

境影響報告書并作成司之~t:于全結論。1 是斗. 0]吾環境影響報告書告擺出是機關別旦分

析司且咀軍工兵團斗運輸省。] 7千寸替毛環境影響報告書吾提出吐呂定主主斗斗斗平 ~4.

(表-1 參照). 0] 告。1 平機關.9j業務7} 環攬吋l 影響全 "111 羽毛去專業合聘。1 苦于五 玖斗全

按合證明刮子完全視。]t!午苦牛到斗.環境影響報告書7} 作成!tl數斗人口數哥對比利 2ι

嘻嘻金數字7于自于"-1吋 0] ~奄報告書作成件數告增加.:<J 7] 且吽全減少9.]傾向全 τ司令三1

~斗.

主詮聯邦政府刊于1 0] 0-]州政府吾玉立苦斗吾.9j環境影響評價制吾施行吽又鼠忌前1

1976年現在 26個叫州州1外環境影響評價吾義務化λ1 卅五位斗. 0]吾州州il ^ì 實施當于主張

老環瓊影響評價制量正可 λ1 聯邦環境政策法叫準吽.:ïL ~7] 叫苦斗對象專業斗之t!.j.:ïL施

行科強度吋吋差異外~告警餘他專項~聯邦制度斗類似有T 實情。1 斗. 美國內刊 λq "7干啥

發連串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吾吾吾辛辛~~州老禮t!.jÆ.斗。}州立λq 1970年01] 聯邦環境政策法

(3) Ruthann Corwin and Patrick H. Heffernan (ed.) , oþ. cit. , pp.2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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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機關

農務省

商務省

國防省

工兵團

保健，教育，厚生省

住宅，都市開發省

內務省

法務省

勞動省

獨務省

運草鞋省

財務省

科l吋 ;<1 研究開發處

濃境保護廳

吋11 l-ì ;<1 廳

動力委員會

總務處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其他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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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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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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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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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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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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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39 

資料: Peter Dunk , Designing for a Better Future , Ministry for Conservation Victoria, Austral時，

1978, p.23. 

斗類似有T 州環境政策法吾吾制定祥之每年 9， 000餘件.9.J建設事業現計劃中 3， 500'"'-'4 ， 000餘

件.9.J環境影響報告書7} 檢討斗主旦1..2..1:司大部分叫作業音。1 外企司 (County) 水準叫lλ1 01 亭

。~::>:1 .J:?. ~t:j-.立斗斗最近外l 音。1斗節次是改善λ]~H去吋立結果完全吐環境影響報告書

晉作成吐{牛數吾每年 30件土豆瘋少λ.] fð，斗.哇 ij~l-j由于州告現在環境影響評價制昔簡

素化λl 是吽完全目標o}èl]改編作業告進行λ'] 7'].J:?. 到台商1] :l 主是方向毛 安神報告書.9.J量

全縮少λ.] :7'].J:?.哥必要吐主要影響吐吾吾論議詐。司斗吋::>:]瓷料全附錄化λl 圳老呂定斗吾持台

報告書吾作成董必要7千載吽ff 判定金l-]j吾土立前n À~ 報告書作成件數吾誠少λ.] 7']之外合

i]專業告調整言?什主要有T 環境影響音除去λi :7'1 平尋吐斗全方向斗哎補全世有証時間制

約金賦課/.1 才節次.9.J處理期間合起縮λJ 丹吋五斗之鼠斗. (4) 0] 斗巷毛改編毛之音.9.J 8年

間司經驗勾結果主λ1 L午三~711 5õl ~斗告點叫什主辛苦] 01 制度吾實施吽吋之言千七 千ij 是什

汁l 告吾教訓。1 垂牛~~改善方向主主λf 評價甚牛~至1斗.

外斗斗王之句 λl 主要聞發事業斗1] J:tl司 À~ 環境影響評價制壹導入斗之 旦L ~"[;l] 名J4èJ♀州斗

甘吋吽州老環境評價法合 1975年叫l 制定古干什實施意}~反面吽吋::>:]州完全行政決定外1 依存許

(4) Peter Dunk, Designing for a Better Future , Ministry for Conservation, Victoria, Australia, 

1978,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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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其l t:午.

。l 法外l 依許世州環境長官(Minister for the Environment)o] 提案是專業呼叫司承認，

拒否，變更吾吾 λ1 型令旦l完全權限全賦與世之~斗. 0] 法金主要政府專業斗叫立全國務會

議判決定叫1 吽斗指定型民聞事業外1 遍用吽玉是早埠。i ~i于. 0] 吾.9l經驗吋1] tI午三喧政府.9l

意見決定過程斗~ Áì 環境影響評價制7} 吋平壓到的咀役割舍有T斗之他機關主豆平司非難。1

司主~t:于全點。l 問題點五L立發見司主~斗.

L卜等自

英國芒 1971年刊制定惡都市農村計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外依據現五

毛開發活動。1 地方政府計劃機關刊依司許可吾世主尋斗。i~7] 吋吾刊。1 過程01] Áì 五毛

開發專業.9l代案五檢討司.JL c司吋關係機關了是關聯sl 告立苦斗協議去外;;<]三等司。i~斗.

吽吽λf 英國州lλq~全環境影響報告書7于承認節次叫一環土豆作成司 il 1f言:};;<1 完全盤2~已有

提案是計劃案叫關聯是環境.9l側面吾吾公聽會過程吋 λf 考慮許正尋再叫到斗.

吐喧環境影響評價制外l 叫吐 c司司 7};;<] 公式的'ù研究7} 0] 干什才環攬影響評價制是強化

堂次會建議許.JL ~.E..1.于外司扑扑具體化是措置吾取斗;;<1 主EE言之玖斗.

西獨.9l苟哥~ i: 1971年叫作成是環境乏主立嘻叫什聯邦政府斗11 .9l司。l 亭。i ;;<1 主=.5:..芒對

策去準備苦于是去過程叫什必蜜的主立環境斗~.9J適應性吾吾檢討苦于正是早決定意}.JL 玖告前l 各個

部處.9l責任下刊內務省外~ .9l司開發是標準節次吋吽4 環境遇應性檢討晉冀施詩之 ~4.

量吐持台 1976年。11 環境影響評價斗關聯是可于茍告制定強全可1 01 是新說專業全著手吽

71 前叫i 必要有T 調查.9l一部主λ1 環境吋 u1 持台影響金評價許正等科全~.E..立外具體的

哇施行事項金參議院施行令刊明示司。i~斗.

。于世咀2三吋1λq~去 1976年外1 制定是地方政府法斗持地方政府主吽吋舌 500萬五井去王三吾超過

許告大規模開發專業呼叫司開發規制節次叫一環土豆環境影響報告書吾義務的土豆準倩

許玉哥當于汁l 許台權眼含賦與許早到斗 (5)

乙二斜!咱叫lλ? 完全 1969年環境保護法(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斗立友告補完許台環境

保護令(Environment Protection Ordinance)01 制定再升。l吾寺吋吋 pl扑扑污海外斗公害

吾誘發意于全活動全事前外1 規制堂牛~五星于包括的0] 哼一般的吐環攬影響評價制度并操

用司.JL~吽. 0] 制度全環境保護許可廳(Franchise Board for Environment)外11 .9l許可申請，

審查，最終決定設階吽環境保護廳(Nation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oard) 三千金地方行政

當局判許可申請，審查，最終決定段階立è].JL地方行政當局吋1] .9l事前通告斗之吽完全 Àì]7}

;;<1 相異吐毆階吋吋機能告發揮許早到斗.

曰. 2.Áil O~LI O~ 

(5) Norman Lee and Christopher Woo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Projects in EEC 

Countries" Journal 0/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Vo1.6, No. l, Jan. 1978,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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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91茍千叫l 全 1975年斗l 制定是聯邦環揖法(Environment Act)吋i 依攘司聯邦政府叫~.91

~財諒。1 世告司7]t-}聯邦政府.91承認。1 必要吐專業告詐荷華官司全環境影響報告書(EIS)

壹<lJ三λl 作成許正是干司。1 ~斗.

。1 司墊種類.91環境影響評價業務ff 聯邦環境住宅地城社會開發省吋吋主立管掌吽王L 敢

告吋。1 斗告別途立 替毛環境業務吾州政府叫1吋搶當當于五~.2..uj 叫主t:.] o}N'I.91司令全

1978年外1 環境影響法(Environmental Effects Act)金制定吉干什環攬影響報告書刊 (Environ

mental Effects Statement) 關聯通諸般專項合規定詐J!...~斗. HJ 互埠。HI'I外11 hj 告公共事業

斗州政府叫Ù -^1 環境影響報告書是要求意于全專業等刊 τ哥哥R -^ì 環境影響報告書告作成立尋言F

J!... ~.2..叫什喧專業。1 報告書告作成司。干許正二斗斗斗 L乎全決定金州政府.91保全省長官司

協助吾址。于州知事7} 決定許正尋持。1~斗 (6)

年甚咀王若正式.91環境影響評價體系并要亭。1;:.;1 ;:.;1 全盤主奴主τ守主要開發計劃呼叫司吋

環境外!關董事項金基本的丘主考慮吉1-正是干詩之~ t1-. 

t!~. 0川IO~

日本.91苟」pfE 各地方自治團體別旱地方自治團體條例主-^1 環境影響評價制吾規定吽之

玖完全獨特有t 形態吾吾z 敢告司。1吾實施古t~ 地方自治團體告川岐市外 1976年 10月刊

最葫立施行証以來官攝縣，兵庫縣，福岡縣等。1 平l 苦。1 外環境影響評價指導要綱金制定

詐件開發行為.91施工外泣。1 事前叫評價是實施許正尋呼之~吽 (7)

官司!1;:.;1 外全環境法(Environmental Qua1ity Act)含 197甚年刊制定意干什開發許可過程吋Ù ^1 

環境影響報告書吾要求量牛到五尋穹下之主l.2..吋泰國.91 78 ♀互勾 λ] 環撞法(Environmen tal 

Qua1ity Act)告 1975年外l 制定古干什。1011 環攝影響評價制壹導入許正鼠斗.

。1 以外外11-"己嘻唱屯，印度等科國家叫]λf 環境影響評價制吾部分的主主賞施詐主張丘之吋

斗芒國家吾玉最近晉升斗。1 .91導入全推進中外鼠吽.

叫.♀2.1 卅日

~t:.]斗斗毛去。1 "01 1977年州l 制定是環境保全法第 5 條味扑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量導入吽71

為証法的措置吾取証官于~.2..斗現在扑扑環境保全法施行令斗持環境叫11 "01 羽毛去影響。l 五

斗之苦牛泣全專業即都市開發專業，外l 吋 ;:.;1 專業，工業園地專業等刊叫司 .1.1 環境影響報

告書去作成司。于証已于全規定吐司考試毛主聾作成方法，作成內容，節次等斗l 關吐真體的

'ù規程。1 "O}草再 ;:.;1 詰之泣。1 事宜上芒施行全安吽J!...~全形便。1 斗. 。于持11 o} 各國科實

態斗對比司芒斗咀♀司斗斗告法的世措置面州1λf 環境影響評價制吾導入呼台商11 7}哥當

持到老立哥叫l 屬世t1-辛苦牛~t1-.

(6) Ministry for Conservation, Victoria,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ct 1978. 1978. pp. 1-4-

(7) 撥泰竣，徐元字，楊秉善事，圈土利用計劃斗環境評價制度確立， 1979. pp. 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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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1λf 世界各國.91環境影響評價制度.91施行實態吾概觀苟且~Ã]~ 0] 吾綜合司且咱

環境影響全評價詐之豫?ßU許咱老各國政府.91努力合 λq] 扑扑額型土豆區卦司基牛7} ~ 

z于.
夜用1 芒。1 喧事業斗lτ有電T 環壤影響評價吾新規法律。]1.-于節次吾通叫什當于全苟平主斗美

國。1 ~午，主子，外斗斗，苦吐^~等.9.1 國家7} 0] 吋1 屬奄斗之苦牛~至~..2..]:司 司!..ij 1.午 E千五。l

外屬吐吽又 λÐz于是斗.

全軍1全土地利用計量詞，開發規制，建築許可等~體系量通司環境影響評價苦朴全苟千三

λ↑英國，望Ã]舍，咱吟等♀J 國家卉。1PJ 吐立苦斗1 屬電]:-c于正是牛~斗.

~叫老直接的土豆環境金保護意于全措置善取許台苟♀立^~ 環境外啡出5];:污梁物叫

叫吐規制斗特定地域011 ]:再有T 開發金制跟古~}jj 1.-于禁止它于全等.91手殷吾吾 通õl1施行當于完全方

法。1 斗. 01 吋1 全日本.91 73 J手持屬墊E于且是牛 ~斗.

4. 環境影響評價制旦l 實施結果發見到告問題點

環境影響評價制吾施行司各歷史7} 7}寺♀咀美國芒。1 吋墊制度7} %l寸寸叫詐又接雜

奄作業。1 必要意}37..利害關係外疇。1 對者|才司全制度吐朴E干什施行過程叫il^~ 提起5]全

問題點吾。1 兮兮古1 fi"01 發生司主!.. ~..2..]:句。1 吾解決許71 副司制度斗影響評價方法外1 叫吐

捕完全持績的主主進行λi 71 37.. ~;:實情外1] ~t:于.

美國州11^~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吾實施詐咕持本來斗目的斗賞施後.91結果斗fE 側面斗實施

過程中叫l持當面喝完全問題點。1 斗全側面外11 ^~ c司司機關斗專門家吾。1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外

對奄改善點全把握詐7] 副司臨司作成冉說咱環境影響報告書吾檢討分析吐結果已有吋 7}

Ã] 問題點斗改善。] 01 干什;有。于董事項量全提示意于又~斗. Hurlon C. Ray;: 1971年吋l

約 250個叫環境影響報告書吾檢討許主持改善。1 必要証主要部分告報告許氛之美國聯邦

會計院(Government Accounting 0血ce)毛 1972年011 平斗司l 呵!這科 7個叫聯邦政府機關吋

叫司持環境政策法01] 叫奄反應全檢討言千五環境影響報告書吾分析檢討社後改善。1 5]斗。于

普點吾告提示意}~t千.

Leonard Ortolano斗 W.W. Hil1金 1971年叫1 美工兵團斗環境影響報告書 234個量檢討分

析吽37..^~問題點吾斗改善點合提示強 0]:司 James R. Pearson金 1973年外 50個叫環境影響

報告書吾檢討吐後改善點吾吾提示許強斗 (8)

01 斗在各O=J吋 7}Ã] 檢討分析判結果環境影響報告書.91改善點音。1 惡。1 提示司法老鴨ij 01 

吾吾吾綜合的主旦當Jï;j且咀立于告斗在!01 要約要牛7} ~斗.

亨~;j咱是全環境影響報告書并意思決定者(政策決定者〉量。1 o-j喧專業吋1 叫司判斷吾吾叫 ij 71 吋l

(8) Larry Canter, Environmental lmpact Assessment, McGraw-Hill Inc. , New York, 1977, pp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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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苦証輩科斗情報吾提供者1 于.:>:J 旻意}.:ïL ~斗毛主裁。l 斗 (9)

量革羽毛去環境影響報告書7} 敘述。1 1;)平毛主環境影響。1 不充分斗划分析司吋之內容。1

專門家告外汁Il~理解噩牛玖告程度立。1 苦斗全點。l 斗 (10)

強軍司老環境影響全分析替毛去過程吋1吋莓金環境影響報告書7} 第 1 次影響各分析古}.:ï?. ~ 

~"\.午毛司第 2 次影響告等閑現許三工泣完全傾向告主吋平之~老前11 t生各專業科苟 JF 第2

次影響。1 吋令重要証金斗斗叫.:ï?.~斗告點。14.

1jl持台環境影響報告書叫什提示司。1 0}: 堂代案苦斗l 關司寺苦吐論議外。1 干什只1.:>:1 妄

言}.:ï?.代案音符內容。1 緝部的 o 立援示-'9.:>:]旻言}.:ï?. ~4~ 呂定。l 問題點之主浮刻5ól~4.

E午三貝司完全揖案塾事業。1 環境叫l 口l 羽毛影響中未來9J選擇外1 口1 型累積的影響sf 提示持

。1 干什 .:>:1.:>:] 長許:2 5'，lt:于全點0] 斗.

。4 真叫老環墟。11τ引証考慮7于法令9J骨格內刊限定局又泣。1 完全吐考慮吾詩才要當于

早到斗全點。14.

宣告~~環境影響報告書7} 土地利用計劃金為世劫果的'ù手殷土豆利用再 .:>:J 妾詐.:ï?.~

斗全點01 斗.

什 E追捕告環境影響報告書7} 劫率的。J -'9 71 剖叫什全意思決定過程9J一部7} 司。1 0}: 許台

前1 吾司決定。] 0]干什斗之吐後叫1 環境影響報告書7} 作成持台傾向。1 ~t:于.

。于吝司法環境影響評價過程州11/..1 一般大眾司參與持積極的主立 。1 干什扑扑長許告倒并

注告。l 問題點三立提示再說4.

電Jti耳羽毛去環境影響報告書7} 必要堂行為神。1 喧.3{ 'ù .:>:]9J問題斗環境影響斗範圍問題外l

玖斗持改善斗斗。于告點。1 ~ t:于全呂定。14.

電証咀持台環境影響報告書刊斗斗吐環境影響吋11 J:ll司。l 干什吐檢討機關9J論評吋l 叫証

處理7} 不充分許斗告點。1 斗.即主芒闢係公共機關。l 斗一般大眾丘立平ÞJ 9J檢討， 論評，

證言外叫世關心斗考慮并報告書刊文書化埠。1 ~.:>:1 ~.:ï?. ~t:于.

電干吐扳回完全替毛環境影響報告書7千逆.<<1環境影響金等閑l現斗才斗 最少化扑到又有益吐

影響斗1 叫叫什社吐吐斗才說明古千五哥古l 樂觀的主主持音吉}.:ï?.泣。1 o}文1 專業告助長許71

斗正當化λ1 7'1 告報告書才當麗質司三工具t:}全點。l 斗 (11)

o}只，1~~主惡名環境學響報告書7十百科辭典斗嘻哈叫吐事宜吾金寺寸斗古干什集大成斗

之鼠。1 重要証事實斗重要討.:>:1 ~主~事質量。l 區分-'9 .:>:1 失許早到持全點。1 (12) 問題點五L

(9) Robert W. Burchell and David Listokin, The Environmental Imþact Handbook, 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 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1975, p. l. 

(10) Ronald Biss仗，“Quanti且c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E揖vironmental Manageme揖t， Vol.7, No. l. July 1978, p.45. 

(11) Thomas G. Dickert and Katherine R. Domeny, Environmental Imþact Assessment; Guidelines 
and Commentary , University Extens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4, p.36. 

(12)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Fij主h Annual Reþor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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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指摘司 :;L 9J. t:j-. 

5. 開發途土國叫!導入計tE 閏I [q喜問題點

。]11] ~吋1]""1 環境彰響評價制度量 Y于是} '{Ì;;可貴施吽主立外并在}.2..咀經驗舍去五9，l~美

國叫~ ""1 ::l量。l 帶頭屯吋司井村問題點吾斗實施結果提起司令改善點吾吾吾考察司芒甘于斗

盈。l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fE 吋司 7}Ä] 複雜吐節次告必要主意}2 改善。1 要求再告制度咀吋l

吾堪言i告商ij 01 制度告。1~ 詮問題點斗復雜語節次。可!且不拘古r.3l. 制度自體7干次全根本

的'ù目的斗趣旨叫老五千必要性金三二71] 之9J...Q..t:句。1 制度.91導入舍 甘于昔有意于椅也 7..}'Õ"}

JL ~~才l 事賞。]c于.

吽吽λ? 先進國各勿論。] "司t1斗開發途上國斗1]""1 玉。1 制度.91導入全推進吽之致全實情

'ù司1 開發途上園。l 導入詐司正言于全司是先進圈。1 當面吐問題點嘻址。于t1斗先進國011 ""1 
全當面許只1 美戴哇吽司扑扑追加的'ù問題點。1 撞頭要夜之且也有是斗.

開發途上國011λ? 環壤影響評價制度吾導入許台前1 開發途上國科特聽性叫是什提起惡牛

9J~問題點吾吾干7}Ä1 種類立區分司是牛9J.3旦台吋1 吐7}Ä1 ~環境影響評價制.91導入

時斗l 逢著~全問題點。]2 斗芒吽吽全導入。l 決定是後制度.91實施過程外~ ""1 逢著司全

問題點。l 斗又是牛氣至1 已于.

開發途上國外lλ↑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吾導入吽司誓吋擾頭再告問題點名大部分.91開發途

上國音。l 急速吽圳經濟成長金吽主立外可能証限唾吋後進園。-1 ;，:午完全處地吾脫皮帶尚且

詐才叫苦斗大部分.91政府施策。l 斗國民.91關心事神經濟成長斗經濟的觀點什集中司。1

9J.告金發見堂牛7} 玖斗.吽斗""1 .:2..毛政府施策。1 1..干事業告推進許台過程外~ ""1 經濟性。l

最優先順位芥子<>l Ä]2 環境。l 斗告要素完全 71 .91無租司吋 ij 71 斗等閑J視司 吋 ij 七傾向全

且。].:iI. 9J. c于. 0] 司設諸般事情金開發途上國 o 主意干什苦環境影響評價制吾導入詐汁l 許台

吋1] <>l現告全王三刀1 月l 許告要因。] .:!司早到吽.

等剖開發途上國外1] ""1 環境影響評價制導入全忌避許老理由全交椅環境彰響評價制.91賞

施全正毛專業外l 叫吐環境。l 斗全因于是考慮到1 許之一般大眾.91環境外l 叫吐關心度7}

fE 白}Ä1 才意干什。l 立吐司專業.91環境外1 對証支出。1 至rO}Ä] 2 吽斗""1 專業科經濟住0] 弱

化是斗完全點告量之 2lJ乙甘苦耳羽毛去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吾作成許台叫老甘%奄時間斗資

金。1 所要再 7] 叫苦斗11 0] 斗在金考慮7} 經濟事業合推進言于全功經濟的主主斗 時間的主立

支陣合招來補奄吽ff 點合音之玖斗.^Jl持完全環境影響評價苦才斗主芒專業斗推進過程吋}

λ↑義務化λ1 至2斗咀事業斗經濟的與件其社會的與件。1 經濟住址毛主考慮許台吋I]~不利ÕJ1

Ä]71 叫苦。1] 特司外國資本金誘致意}71 1..于穹下全面的1λf 環境影響評價昔考慮斗Ä] ~主fE 茍令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U.S. Government Printing 0血凹， Washington D.C. 1974. 
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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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斗有全不利許吽至全點吾吾 1莉Al1 千之~吽.國際金融機構斗外援機關外11 Ài 全 開發途上國吋l 資

本會提供詩才斗援助是會茍♀外1 環境影響報告書吾作成立尋斗是例7} lÌ毛台商11 01 斗主

金~♀吋l 一部聞發途上國量毛事業企1 環撞影響斗l 叫司 λ? 老三註司 考慮許久;當泣。1 -01 專

業合決定有T 後環揖影響報告書吾形式吾吾吾辛71 為証要式行為主利用意C}~傾向全斗吽叫

老岔五五千經濟性吾吾優先λi 7'171 叫苦~呂定。l 斗.

替毛主開發途上國量。1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外環境保全金為司持必要吐措置吐量管吐吋玉

。1 吾桂英導入許只1 要替老岔五經濟優先主義.91施策斗國民吾.91態度7} 環境問題011 無關

心啥叫苦。1 吽.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州11 1:11司開發途上國量。1 羽毛去于社捕判問題點金制度量實施許台過程

吋~ Ài 逢著科全問題點吾立荷。1 中安咀持問題是環境影響評價告為司持台觀存環境外11 1:11 

奄調查斗。1 斗l 關聯唱贊料7} 必要尋吋環境影響呼叫奄瑋金基礎資料7} 具備再斗。干當于

是全前1 開發途上國外l 告。1 吋墊環境外1 關聯是調查外才叫址竭。i ~~):司立咀主立。1 吋~1:11

吐基礎資料均不足哇實情外~ ~o:j ~t:干. 01 斗毛主金事情毛~ 7j千立環境~響評價制實施吾

吋寺困難急于汁11 'fr吾吋強行堂茍♀011 全先進國且吽吋深有T 副作用合誘發^1 外吋專業實施

科障時要素主取投垂71玉註斗.

音耳羽毛去環境影響分析斗報告書作成全為吐專門家嗅專門技衛自1 開發途上國外 λ?老具備

司。i ~Äl 旻苦于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7于美國吋~ Ài 發想是制度宣誓 o}t-l斗賞施科歷史五

日淺桂林曾刊開發途上國叫n Ài告。1 Ãì1 啡。1 制度善堂村!<J.:i!. 01 制度.91施行方法，作成節

次等全理解詐71 始作意c}.:i!. ~~主持再司環境吋關聯是五毛分野011 峙 。于有汐'}Ä1 專門家斗

專門技衛。l 完全吽咒1 確保持只1 畏吐狀態外n ~雪o:j ~斗.

~~R告先進國州1λl5三句什問題點三L立指摘是專項。1 只l 吐尋司開發途上國外~ ^i吾吾問

題點。1 :!司主~1:-事項主立λf 昔牛~~ ~01 事業判決定過程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玲在司

連結司只1 長許又去l t:于全點。14. 吽吽Ài 環境影響報告書完全專業判決定。1 01 干什忍俊叫作

成司老苟乎并頻繁吽吋環境影響。1 深刻証事業正經濟性斗政治的決定吋吾外環境影響報

告書告惡影響告露出^1 丹 Ä1 當且早早作成司老三自」手持瑋金實情。1 斗.

。1 斗華各式.91環境~響評價制度判運營芒環攬斗11 -01 羽毛去影響告事前刊的止詐至1斗告

環境彰響評價制度斗目的斗l全社司量。i~Ä1 ~全無用吐制度主變質斗是牛敢告去。l 吽.

頃刻告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吾作成古C}~司全賓金斗時間。1 追加立所要~71 叫苦斗報

告書作成全責任只:1 .:i!.到完全專業擔當機關。1 斗專業者神。1吾忌避吽吋Z 吽之作成奄E千古1

旱。1 禹作成外l 正確性。1 1..午信憑性且E于全費用節誡斗迅速性合為主主作成意于全苟」乎并瑋

01 發生司全哉。14.

以上告司芒問題點音以外卅五。1 口l 美國吋n Ài 實施吐經驗吋 λì 1fE于吐問題點吾01 句什

開發途上國吋 λì.::己同一世樣相。1 才斗類似奄樣相~旦發生~7j 1..午發生塾裂。1 豫想是斗.



樹發途上圈011 持科環境影響評價制判劫率化吋1 開電T 研究 65 

6. 環境影響評價制旦|勁牽化克案

7L 環境影響評價對象項目

開發途上國外持毛昔l 利用斗全接近方法毛環境彰響評價量先進圈，且可-台l 美國~茍令斗

同一吐水準主主主毛環境星星響全對象主主意干什評價斗之環境影響評價吾要替老專業主

甘'â-古!廣範圈吐專業丘立擴大詐。司對象主主古?老傾向全 2乏自H去吋，] 0]9于去。1 許司之意}咕

毛司 什P] j于才隘路點，即資料.Q:j不足。1 垂Ã]，測定方法判不在， 專門家企!不足等.Q:j問

題外l 直面許月I]~斗. 0] 斗在各問題點什逢蒼穹于汁l 司咀喜司。1 制度自體外1 懷疑吾吾月1 司

主環境影響評價制.Q:j不信尋名無用許斗告判斷吾吾吋è]老牛7} 發生通斗.

正奄開發途上國叫1持台環揖影響評價外關奄節次斗評價方法自體吋 τ有封電吽毛如識。1

疇。i 蓄積司。i ~:A]旻吽71 叫苦叫11 01斗苦金隘路曇解消許71 ♀!司環境影響評價方法斗!關

証具體的咀樣式斗基準金吐吾71是希望吽平。l 吾斜特ß..è]搏斗 ll] 去電形式.Q:j基準書

7} 作成~7].;己電}4. 立呻吟。]PJ 墊基準書告問題~狀況。l 垂斗斗之事業~種額均受斗

Ã] 咀吋立實用性。] ~oi ;çj結局外全頭境改善吾吾為証寄與善堂牛敢告結果7于 ~7].;己

墊吽.

口干斗λT 開發途上國科苟令喜吉l 昔牛到全既存環境現況調查并禹。Hl.:A]室主斗毛Ã1 :E. 

全環攬影響金測定堂沿噎時間斗技街。1 不足許E于毛Ãl 苦于全事情全社吐吐斗~制度貨施

苦日期殷階外l持平喝完壁奄制度吾施行意til守主意'l-~ ~是且吽老祖期段階吋lλft 部分的世項目

址金組雜詩才l 始作者t.:z^~斗斗施行~經驗0] 累積司喧持環境影響評價項目主擴大λ! 丹斗

7}.:z翻定01 1.午瑋測方法主精巧言}才司斗持全方法。.1主斗現實的'ù方案。14.:z l-~ 帶有2斗.

評價禹。~o干聾環境影響項目是基礎資料科有無外吽斗選別的主主決定司斗環境影響評

價判對象主立禱告之丸。1 1l}苦斗會主定。14. 即環境影響評價時刊主主考慮~完全評價項目

別主立吋關聯型基礎資料~有無吾檢討吐後評價對象項目全決定主主宇宙1 。干堂去。]t:于.

頃目別立資料壹舍外叫堂之~2..吋求得。!可能有t 飯存資料斗。于有汐'}Ã] 理論不足， 實驗

困難等~理由主求得。1 不可寵若資料〈不明資料) .:z. è] .:z當土豆資金，人力，時間，施設

世許容吐立于咱求得01 可能華資料，斗Ã] 1è.f2..主主斗警告環境影響評價苦為精 À1全址玉

又!堂。于。于董必贊賞料立區分司是牛7于~2..):司(臼)制度實施初期段階州1吋全前存資料并

致全項目平éÌ環攬影響評價~對象土豆告之吽告殷階外1])守主去求得可能資料斗必贊賞料~

項目朴Ã1 包含λ1 丹環境影響評價吾垂牛玖全裂。14. 01 斗在。1 環境外關聯司全正毛資

料壹檢討司 且有i (表-2 參照〉養料科不足狀況告一目瞭然呼叫堂牛敢告譽。}1--)斗將

來叫11 01 亭。1 Æj 0]: 聾資料7} oi 哇畏。l 吋緊急詐才1 求5]];升。F 量資料7} 平吱位只1 等主持資料

(13) Richard A. Carpenter,“Using Ecological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Plàn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Symposium on Tropical Ecology, Univ. of Malaya. 1979. 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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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環境影響評價項目別資料求得可能性檢討例示

資料利用可能性

ret存資料

評價項目

叫:oi營;物rl晶晶l系
求得不能資料

求得可能資料

必須資料
代替可能資料

o I 10 
O 

O 

蒐集91 優先順位主口ij;司塾牛到全利點。1~金牛~斗.正註資料并不足堂時fT 環境91

污染程度斗現狀告把握詩云呵!直接必要証資料全求量牛故只l 吐間接的主立斗斗概困苦的

咀清誰度斗環境水準金翻定司是午~完全間接資料并求得可能贊苟千五奴主1'1干。1 草

7à平。1 全間接代替資料7} 有用斗才1 利用聖牛旦旦i斗.勿論。1~奄賓料主環攬影響全翻

定詐生去吋1 有用普牛 ~71 叫苦斗11 01~証資料91 活周五贅料不足91 問題外逢著頭金7à平

。'11 ;:哼哼吉~ ..!之外。F 垂代案'ù毛主。l 斗.

世界各國科環境影響評價對象事業合且吐大部分司國家量。1 評價持必要有T 事業主主斗

扑扑種類科事業合提示意千五Z 致全吽安持台主要採取業斗製造業吾吾剖吐施設。1之音z羽

毛去主毛種類科發電設備~;j羽毛去主要交通施設。1 '9 或持台新都市5年大摸摸都市化專業。1

斗(14) 開發途上國斗~ ^ì台詞期毆階平司。l斗垂毛主專業吾吾五千對象三L立社斗吐口千金。1 昔

呂立」主立豫想司 71 叫苦斗1 翻期外1] ;:對象地91 特性斗事業科類型告考慮吽吽環攬影響評價

對象專業全甘~司制限λl 封實施斗之。ì~二程度經驗。1 司!l: o] ... 王吐後外l 擴大實施許全呂定。l

1'1}昔苟言}持斗唔 7-}有14.

q. 多目標代察方法(Mu1tiple Objective Evaluation) 

(1)特性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朴實劫性敢告制度均司 71 .$1 '5ll j守主去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外意見決定過程

(政策決定過程)斗聯關告嗅片l 斗。1 。于它于是吋l 現在各國吋持施行斗互攻完全環境影響許價

制度叫賣態分析結果專業判決定過程吋1 環境影響評價司樣式。1 斗時間。l 聯關司;;<:]安詳早

到金告且什子早到斗臼}

主干剖開發途上國家01] 付老環境影響評價過程外lλf 考慮司。1 升華吽否有 7};;<:1 代案金社司考

慮許只IES泣。l吋經濟的世考慮~政策的考慮叫1 依'5ll專業決定會司等各後吋l 立專業吋l

對墊耍式行為~一環土豆環境影響報告書吾作成許均11 ~告苟♀7} 替毛實情有1 ll} 吋斗在

各節次完全環攬告改善待到之環境外!對墊惡影響全事前。~l 讓防言;};:劫果量是它有才是牛

(14) OECD, En申ironmental lmpact Assessment, Paris, 1979, p.19. 
(15) Ibid. , pp. 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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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說完全毛主。14.

斗斗Àì 閱讀途上國告為司且4 劫呆的吐環擅影響評價制7} 再 71 剖司持台專業判決定

過程叫1 直接連結垂午9l~去環撞影響評價方法斗節次神摸索司。1 外堂去。1 斗.

開發途上國科環境影響評價制吾專業判決定過程刊連結λl 還牛致全方案丘立提示噩牛

致全呂定金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Multiple Objective Evaluation)主主荷。1~ 等可環境影響

評價.91一環土豆行搏斗全環境影響毛主考慮吐代案.91作成斗代案中吋~ Àì .91選擇時司等iï1

有用斗才l 利用通牛鼠忌方法。l 斗. 01 方法毛主平.91嘻且毛大學.91 A.S. Atkins斗 W.T.

'Ü'Brieno] 提案証方法主主Àì 0] 口l 立于外1λH:" 港灣開發專業時外l 施行合司芒經驗舍去

Z 鼠吽.

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Multiple Objective Evaluation)金多目的評價方法(Multiple Purpose 

Evaluation)斗全相異詮方法 o 主持前者全專業司長鐘點音相異証地域社會目標叫l 依司 Àì

評價吽全拉什關奄方法0]2 1;臭者全單一目標即經濟的劫率佳外l 寄與意~}~統合的咀結果

苦生產，斗告最善斗專業告發見õ] 叫爸去支付1 關証方法。]t:于.

里奄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金(Multiple Objective Evaluation) 費用一便益分析合適用許老

叫什持惹起司老缺點音告是正司于五容認塾令全lb 地域社會科 目標吾限定λ1 封于正

是早詐吋提案是專業司設計過程。1 斗形成過程持一部7} 惡牛敢正等司苦斗. 0] 方法金

華主最終的主主專業告選定詐左王之~o] 。于L-j 2 ..2..司司相異吐目標量全包括許台一連.91最

善.91技銜的可能性音舍提示鴨子之λ? 政策決定者外地按社會告代身司 ^ì 7干啥孝。于許台

事業合決定許正是于許台呂定。1斗的

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Multiple Objective Evaluation)司吋立全點毛提案是專業刊影響含

量牛致全相異吐目標吾聞外相衝0] 玖告苟♀外經濟開發計劃0] 1-午政策決定.91詮并朴

方法吾吾提示意千五到斗毛點。]4.

費用一便益分析(Benefìt-Cost Analysis)斗持台主毛事業劫果吾金鐘玉L立換算詐2 ~Þ1 

叫苦斗。1 世事業劫果完全低評價~7-11--j-尋各社司反映。1 司 ^1 ~告茍 Jf-7} 璋毛吋 多目標

代案評價方法斗I]Àì 幸去 。]P-J詮問題是脫皮斗71 副司吋專業.91妨果吾金錢的'?l劫果(Monetary

Effects)斗非金鐘的吐劫果(Non-monetary Effects)立區分古千五非金錢的位劫果台共通斗

目標主持判斷塾牛~~同質的立吾土豆非金錢的要素吾立晉化λl 卅五哥當于五玖七十.

(2) 節次

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Multiple Objective Evaluation)金 5個殷階立立節次告要約華牛玖

裁4.(圖-1.參照〉

(16) A.S. Atkins and W. T. O'Brien,“The Multiple Objective Approach to Evaluation and Envi
ronmental Hnpact Studies, " Paper Presented at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Conference, Canberra, 
1978, p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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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克村民階tE 目標晉設定言}.:iL各目標$.j主要構成要素量究明許台設階。14. 例吾吾吐

港灣開發專業$.j苟令。l 專業$.j本質的'ù目標全社會的福祉吾向上λ1 丹台毛主。142 堂牛

敢告訓。1 i>J吐目標$.j主要構成要素告經濟的劫率性五年環境科質主究明管牛致全按 01 1:于.

量單明殷階完全觀存$.j經濟的能力斗資源$.j利用可能性等吾吾評價-õ}.:iL計劃。l 融合苟♀$.j

將來司經濟與件斗環境條件吾吾吾象翎古于全段階。l 斗.引用1 設階告經濟的目標斗環境$.j質$.j

目標闊叫l 重點含多樣詐月1 平吐λ? 代案量合開發扑到全段階。1 斗.

現持設階ff 經濟的劫率性斗環境科質$.j千種類$.J目標叫i 叫奄主芒代案吾$.J費用斗

便益$.j評價誓言?完全段階。1 1:于.

〈固-1) 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Multiple Objective Evaluation) 節次

|解決方劇創出|←

各目標判成就程度什叫督

等級別解決方察判評價

|劣倒解決方斜除外 l

優位叫解決方案制通正性判斷|一兩

l 遍正
相衝司令全目標且l Jît就水駕車間相殺皮吋1 吽

毛還好評告解決方集訓范芳

斗封神殷階老一般大眾吾$.j協助下。1 經濟的目標.2.j-環境的目標吋叫司相對的比重金

子吐À~ 可能奄代案音中外斗它帶告牛9l~代案金選定許台設階。1 吽.

。1 司吐斗妥殷階完全一方通行的吐過程。1 由于"-1且當毛反復，修正，循環。1 必要墊動的計

劃過程叫一部。1 斗.

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判該心。1 -'司令)先是代案叫構想斗。1 $.J評價主持 結果的主立全最

終選定過程吋~ À~ .2..毛劣位叫計劃代案吾金除外λ1 :7'1 才11 !9吋去苛吋l全非劣位{Non-inferior) 

代案吾吐苦才是4.

非劣位代案(Non-inferior)吾含選定科全過程金吽令斗垂。1 01 亭。~~斗. {7lj吾吾。1 千71-

Ãl $.j代案(解決方案〉即 A斗 B7干到斗早飯定吽之 A代案斗 B代案告多數$.j目標基準吋

III 亭。1 比較哇斗之意于持. 01 叫 A代案。1 B代案且E干什喧基準吋~ À~毛優位州11 ~Ã1 妾詐斗

咀 A代案金劣位~代案(解決方集)01 斗主管牛~.E..t9吐吽 A代案。1 B代案且斗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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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社7r-^] 基準0] 斗之優位吋1] ~2.最少什么詮井村基準外I]~ B代案且4 劣位外1 到三~"à

干7r只!代案芒五千非劣位代案(Non-inferior) 0] 42.告牛~斗.

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吋~ Ãì 行嗎文!全代案選定過程州1] )司令最終的主主迪等量牛玖主代案

金抽出司吋 7] 為司 λf 劣位代案是金除外λ1 7']又非劣位代案吐舍克去7] 月1 再吋最終噎2.c:tt

告。l吾非劣位代案中吋~ Ãì 選定許均有2斗.非劣位代案量中。1] Ãì 最終宜之吐吾吾選定量吋吋1

全變形曲線(Transformation Curve)金活用許吽分析司昔牛7r ~斗. 0] 變形曲線。1 吐主

芒提案通代案量全包括許唱什非劣位專業昔吐毛主通過許台曲線之立。1 曲線$j傾斜立λ1

千7r只l 目標間.9:j交換率含測定堂令其l ~ ?l, 0] 斗.最終的主主專業。1 選定司老吾吾地域

社會全體.9:j 集約的'ù價值判斷基準吋1 依攘豈有吐持-^1 .s司目標.9:j犧性~代價主立于毛奄持;.;]

.9:j目標晉升王三程度利益全世才l 言t2::.l..干吾比較檢討後決定再 tE 呂定。1 t:于.

倒吾吾OJ <園一2>吋I]Ãì 且是甘于斗毛主斗吐 8個~代案中非諸位代案名 4個叫代案(2， 3， 4 ， 7)

主主持。1吾中地域社會叫價值基準吋| 吟吟最終案。1 選定~~呂定。1 斗1-干吋 ;..1 哇個代案吾

金變形曲線上.9:j代案昔且斗七劣位.9:j代案音。]7] 叫苦州1 除外~告呂定。1 斗.

〈圖-2> 變形曲線斗例

牟利用者便益(100萬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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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途上國外Il Ã1司環境影響評價制全經濟開發音促進λ.] 5']咱持正先進國外有~吐環境污

海問題吾。1 嘻才]斗咱瑋防堂午9J至1王三吟詩是前}立焦點。1 要辛。1 ;司 o}: 堂呂定。l 斗.環境影

響評價制完全立根本的目的。1 環攬吋吋墊惡影響全事前吋n )1象翻吽吋。1 吾讓防色于全商1] 9J 

.71 叫苦斗1] 0] 制度7r 劫率的。l 司 71 副司 λf老專業判決定過程刊連結~oì 專業決定時叫他

考慮要素即趕濟的劫率性。l 重Ã] 政策的考慮吾-'4同一吐比重土豆考慮噩牛9J完全方案

。1 斗草司 oì o}: 堂、役。]t:于.本稿叫什提示司早到全多目標代案評價方法(Multiple Objective 

Evaluation)企事業決定時主要許補考慮塾午到告考慮事項吾即經濟的利益。i 斗地減社

會2i快遍性等待互相反華午9J完全經濟的變數斗環境的變數吾同時外i 同一詮次元外持

考慮吽主主持環境影響評價冉一環土豆吽干什斗之9J全代案選定時經濟的利益斗環境保

全劫果是同時吋考慮許什遍正吐代案吾吾選定量牛9J全方案含揖示意}之試斗.

汪吐環墳影響評價制全韌期投階外I]Ã1 平pj 完壁挂評價7r 0] 亭。ì ;<]7] 至去。1 項 7] 叫苦斗l

0]量午4立環境影響評價制自體均不信~jj \.干劫果壹低評價司持完全。于1-] ~ 32.漸進的吐補

完全通司向上。] 0] 亭。ì Ã] 三哥吽耳聞發途上國2i立場外lλq~ 資料科不足狀態吾正確司

把握古r20]吾補充詐7] ♀J 吐努力合倍加λl 汁。于華呂定丘立唔之十卓斗.本稿外1λf 提示是劫

率化方案名環境影響評價符實施結果惹起追問題點告五千解決許7] .!fl挂毛主各自于1-]平主

有立一部吐告對象~且讓全墊。1τ42EZL豆繼續至高 λ? 吋璋金研究7于必要堂去J之三也

立于是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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