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主利用計劃叫11

~ o-l什

環境評價制度 4
一環境影響評價 4

確立

基準設定研究一一

泰一兀秉

權徐楊

竣*

宇**
舞***

次

自

第 1 韋璟境影響碎價對象專業生l 範盟

第 4 章璟境影響測定製容量i:0l1

叫登基準

第 1 節開發專業展望

第 1 節環境影響評價 1嘉誠ij定方法

第 2 節環境影響$J類型化

第 2 節環境影響報告書再審查墓準

第 5 章環境影響評價旦l 節次叫i 叫爸鑫準

第 3 節對象。1 ~量開發專業
第 2 章璟境影響辭價對象司璟境要索21 範圈

第 1 節概設

第 1 節保護~汁。F 詮環境要素

第 2節

第 2 節影響評價$J範崗

第 3 節今司吟 E午<>11 ~什 λ~ $J環境影響評價

外國主司環境影響評價$J節次

節次構想

~3 章璟境影響評價讀書司構成要素叫l 叫登基準

第 4 節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運用上司問題點

第 1 節環境影響報告書司內容

參考文獻

第 2 節環境影響報告書訓基本樣式

第 1 章環境影響評價對象事業到範圈

第 1 節開發事黨展望

為芒韓國開發研究院。1 推定吽主

II干什 91 詐吐， 1977年平吋 1991年持:A]91 向後 15年間叫l 旦

司~ij 經濟生去年平均 10% 程度斗實質成長告成就告裂。]2，吽斗Ãì 華各期間斗國民總

生產各 1976年規模91 4.2倍立增大量役。1 泣， 1人當國民總生產名 1976年91 316， 000咀 4
3.3倍咀1，

057 , 000墊。1

耳重視。1 吽又有!'4.

(1)

0]

iI吐總量的 cù 國民經濟91

四倍吾董老姐

模 91 膨脹斗國民各者司所得 91 持續的電l 增大芒，當然音)各種生產施設91 增設斗廣範圈
*λ↑舍大環境大學院教授
艸吋舍大法科大學教授
料*λ4 舍大環境大學院助教授

(1) KDI，長期經濟社會發展(1977"'91年)答申報告書，

1977.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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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地域外l

是祖社會間接資本施設 91 擴充含誘發堂呂定。1 吾唱~吽.

研究報告書 7} 推定斗之旦1;:

l:l}斗是外，

r製造業各民間消費構造 91

啃 91 韓國開發臨科

高度化，

輸出增大，設

備投資斗擴大升官咕。1 年平均 12.9%91 至t~ 成長主主經濟成長金主導督之文 JO] :JL同時

吋1] r社會間接資本質其他 λ1 0-1l:l]è.工業金全產業科平均成長水準<:li年 10%91 成長。l 豫想」
~泣，

0] 中吋ilÀì .5:..汁1 寺司全「工業化斗支援斗國民生活斗質的改善告副司社會間接資本

。1 年平均 12.6% 立成長堂去 JO] 斗 (2)

以上斗在2名成長趨勢急立總量規模 91 成長傾向叫1] ~ 0-1 Àì 生=- :>:]吐 20餘年間 91 立去斗大
同小異詩文I 址，立內容。>1] ~ 0-1 λ? 老產業91 高度化，施設斗大兢模化，

地域的範間科擴散

苦斗面外l 紋。1λ↑芒:>:]舌 71} 只I 斗成長趨勢斗斗芒樣相毛r E] 全社 0] 豫想是斗.
外，

-c.}λ; 垂 8]

o}~ <表 1- 1) 01] 什且完全甘于斗晉升當主立成長91 先導部門。] ~重鎮工業部門中外H

z己，向後 15年間 01] ;:重化學工業部門斗年平均增加率。1 他產業部門且吽升吾畏。l 頭
想~:JL ~泣，電力，通信誓旦J 社會問接資本施設斗住宅，

1975

|金

區

業

全產

林

產

水

鎮

業
業

工

鍍

業

製

造

經

業
業

工

(食飲料嗅煙草)
(纖維製品)

I

2, 988
10, 395
214
10, 181
5, 562
(1, 822)
(2, 139)
4, 619
73甚)

(

(石油其石炭製品)

(1, 014)
( 781)
(1, 48 1)
7, 661
2, 943
( 319)
( 129)
(1, 044)

械

類)

社會間接資本 1耳其他
社會間接資本

(很

力)

(通

信)

(運除﹒保管)

其他吋

u]

(住

立業

宅)

(收

育)

(保

健)

額|構成比|金

年增加

額|構成比 11 隸主

21 , 0

(化學製品)

(第一次金屬製品)

1991

1981

額|構成比|金

重化學工業

(機

需要增大叫

部門別總產出額(1 975年價格單位: 10億司D

〈表 1- 1)

最

保健施設:是國民 91

(
(
(

1, 718
393)
414)
168)

11 ， 5是5

缸。|
(3.5)
(4.8)
(3.7)
(7.0)

(3, 504)
(4, 085)
13, 599
(1, 745)
(2， 28哇)

(2 , 409)
(5, 442)

i

(0.6)

14, 327
6, 139
( 789)
( 259)

(5 叫

(2, 196)

22.41
(1. 9)!
(2.0)
(0.8)

8, 188
( 755)
( 709)
( 36 1)

36.4
14.0

8.9
58.3
0.7
57.6
26.4
(8.0)
(9.4)
31. 2
(4.0)
(5.2)
(5.5)
(1 2.5)

3, 877
25, 452
308
25, 144

49.4
1. 0
48.4
26.4
(8.7)
(1 0.2)

(1刊

32.8
14.1
(1 .8)
(0.6)
(5.0)
18.7
(1. 7)
(1. 6)
(0.8)

5, 212
78, 768
500
78, 268
27, 330
(7, 341)
(8, 475)
50, 938
(4, 752)
(5, 760)
(8, 883)
(26, 144)
39, 123
19, 805
(2, 370)
( 790)
(7, 771)
19, 318
(2, 087)
(1, 642)
(1, 188)

4.2
64.0
0.4
63.6
22.2
(6.0)
(6.9)
41. 4
(3.9)
(4.7)
(7.2)
(2 1. 2)
3 1. 8
16. 1
(1. 9)
(0.6)
(6.3)
15.7
(1. 7)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資料

KDI，長期經濟社會發反(1 977 "'91 年)答申報告訴，

(2) 上揭苦，

p. 15.

p. 48

<表 4-6).

(1. 3)

(1 .0)

3.5
13.5
5.4
13.6
10.5
(9.1)
(9.0)
16.2
(1 2.4)
(11.5)
(1 6.4)
(1 9.7)
10.7
12.7
(1 3.4)
(1 2.0)
(1 3.4)
9.2
(11.0)
(9.0)
(1 3.0)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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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干毛 λ'Io-j <3]三三施設外l 叫吐投資 7} ;:>;]吐 20餘年吋l 比司 λf 電迫于1 垂呂定。1 斗.
旦以上斗毛主金產業施設斗社會間接資本嘎其他付。i <3]乙二施設吋1] t:11吐投資~規模增
大嘻哈。于t.j斗向後 15年間~頭想司全正吐外;:>;]特記堂甘墊

立地 7} 全國科廣範圍墊地域斗l 擴散司i!:j斗完全美。l 斗.

λ于4 名$1.2午在各施設~

0] 吋墊瑋想金韓國~

全國人口外

同期間中外n 3千 5百萬外l 吋約 4千 5百萬苟且主l. 03倍斗增加詐司斗告推定叫起因吐妥
當警址。于斗泣，

0] 期間吾~~國家發展戰略。l 地域開均衡成長會期斗之苦斗斗l 全國的咀

人口~都市化率。J 75"-'80%程度并只}司i!:j斗之豫想再 7J 叫苦。1 才正許 4.
~都市化 7} 0] 亭。i;:>;H去~階外 ^i 各地域住民吾~

0] 科普:rt金率

所得向上三L立世世社會間接資本施設

受其他各種都市斗。1 日1 三三施設州l 叫奄需要均增大許咱各種待。i <3]之施設斗

地域的擴散

。1 不可避管哉。]t::于. ;:>;]吐 20餘年間~經濟發展毆階外I]^i 玉璋金量斗大現模~施設投資持

玖玖~呂定金 λ于1. 0] 朴址，初期~ 10餘年間金京仁地方寺~兢存~工業嘆
外l 叫世投資 7} 集中司9J..:11.立以後刊全州立全工業圈地造成斗全國的世

人口密集地域
幹線交通網苦吋l

t:11墊投資井大宗舍。1 平說斗.

。1 外1 比司 λf 向後 15年間在既存~工業圈地于有ì~ 都市挂毛其他地方中心都市是斗l
t:11奄產業要都市外。i lcl] 乙二施設吋l 叫吐投資 7} 本格的J主主實施司重視。l 豫想是t:t.

全國的咀人口~都市化率。] 1990年代初升 75%吋1] 0] 三五全國土司

km

2當

人口密度持現在~

363人01] Ài 457人叫l 噎吽i!:j斗fE 展望斗吋苦。1 世λf 論及社斗斗登奎經濟成長趨勢

立位叫吋全國土司所謂經濟密度 7} 現在~ 1. 15億墊 /km叫}λ:ì 4.83 億咀 /km 2 7} 司司斗台
展望叫外1] <3]亭。1 且吋斗五三全國叫1 月甚型生產要 J社會間接資本施設投資~規模斗立地域的

擴散範闡吾吾斗昔牛~斗.

<衰 1-2) 外lλ? 且主=- <3}斗毛主。]

0] pj 吐辛為1 朴方l 寺~唔， 1990

年代初都市地域~範圍是;:>;]苦訓 58% 持吋增加堂去。].:11.工業地域司範圍~~帝才l 五
〈衰 1-2>

區

市

農

(人

當業耕

面積|構成比
積

面

都

1975(A)

分

總

地

域

地

鐵

地面積:坪〕

山

林

地

域

工

業

地

域

景觀保存地域

其

(單位: k祉， 9名)

國土利用展望

他

地

域

98, 807 100.0
2.3
2, 316
(11 , 087) (11.2)
22. 139 22.4
(186)
63 , 801 64.6
562
0.6
2.6
2, 553
(8, 99 7) (9. 1)
7.5
7, 436

1981

面積|構成比 面積|構成比 面積|構成比
98, 909 100.0
2.7
2, 697
(1 2, 911) (1 3.1)
23,(350 23.6
182)
62, 088 62.8
1. 1
1, 061
4.5
4, 456
(8, 997) (9.1)
5.3
5, 257

資料 :K凹，長期經濟社會發展(1977"'91 年)答申報告書，
(3) 上揭書，

p. 151.

1991( B)

1986

98, 965 100.0
3.2
3, 142
(1 5, 041) (1 5.2)
22, 593 22.8
(162)
59, 098 59.7
1.6
1, 566
7.9
7, 778
4, 788

p. 151.

哇 8

B/A
(~名)

100.2
99, 022 100.0
3.7
158. 0
3, 659
(1 7, 516) (1 7.7) (1 58.0)
2.2
99.3
21,(9189
47)
84.5
53, 881 54.4
2.3
411.2
2, 311
53 1. 7
13, 575 13.7
3, 607

3.6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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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現在科立~s:j 4 1l%s:j增加吾且世之是什斗:;!..推定禹王?.. ~c午.

全國土叫Il~什 À~ s:j都市地域s:j攝張苦吐。于吋 4 都市內刊 À~ s:j各種便益施設s:j擴充。1 急

如一區

速吉l 實施華呂定。!聽想19 71 叫苦。1] ，

立外1] tt午毛去共開發事業投贊 7} :A]吐 20餘年間 01] 111 司

λf 電位大規模立。1 亭。1 直接。]4.

{SIltSE1

1975

住居者當床面積(坪)

供

水

給

1 日給水量(l)

衛生下水普及率 (9屆)
交通

過

信

施

裝

率 (5名)

自動車普及率(臺當人口)
電話普及率(盲人當臺數〉

艾化

慰

樂

70.8
1. 8

78.8
2.2

87.2
2.9

98.6
3.8

43.1
21. 6
3.3

60.0
252
19.0

80.0
280
25.0

95.0
300
40.0

7.3
25.3
170
4.6

13.2
50.0
67
12.0

16.8
62.5
19
25.8

20.0
75.0
10
41. 7

10

16

設

都市道路率(%)
銷

1991

率

上水道普及率(%)
1 人

1986

境

自家住宅保有率 (9名)

用

OD

EA
唔，

環

層

BA
啥

分

n臼

住

都市J有什 llU三普及增加率推定

施

設

都市公園率(人當面積， km2 )

5

3.3

資料: KDI，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答申報告書，

p.163.

以上王午在金發展過程s:j辛Ãj1 善企司吾土豆外吾堂之立施行惡具體的咀開發專業s:j種

類吾豫斷聾牛毛全告ÃC于.

開發專業科施行 o 立'ù世環境影響全口1 司推定吽 71 剖音帶 λH去，

2fi立施行是各種開發事業音符兵體的'ù內容斗立地斗士見模吾吾吾堂。} 0]: 吐吽.

立司1f

長期刊耳星通經濟社會開發計劃吾吾樹立智斗鼠。1 斗，具體的'ù開發專業斗種額斗規模斗立

地吾確定垂牛毛=- ~ C于.斗斗λ:~ 0] ß1奄開發專業s:j施行計劃岳不可避吽月11

1"'5年s:j但期

計劃外11 s:j司 λ? 作成斗之修正哥牛耳干斗Il~斗.
:Lf.司主主乎司 7} o:j才 Ài 試圖許生于聞發過程呼叫墊展望妾，各種具體的世開發事業主主

平司~環境影響斗質斗量全豫斷言:}71 剖 Õ~À~O] i.'.于 7] 且 4完全韓國社會7} 世主主必要主斗
才塾環境影響評價制度s:j全般的世性格斗機能告決定斗 71 ~註 ~01 i.'.午五且件。于會裂

。1 斗.
。i 討社立場外!付，當λ? 論述証 ll}斗垂毛開發過程s:j展望告千五且社 τ呵，
15"'20餘年聞名大單位機械，重化學工業合~証工場吋:A]工業團地建設，

韓國科向後
立外1 吽芒物

動量~輸送，保管寺告割噎交通施設，港灣施設，立斗之水資源時藏嗅供給體系，大規模

動力施設其他支援施設，立斗又都市地域s:j全國的咀擴散外吽毛住宅間地，都市內交通
通信施設，上﹒下水道寺s:j其他都市λ1 什 ll]~二施設~擴充 01 :Al 吐 20餘年州1 比~À1 型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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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立投資要去 0] 確實許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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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毛主金工業嗅社會問接資本施設吾。l 全國的乏主擴散閱

讀司 èl4急待當毛不可避許補國土內斗1λq 9]自然環境斗人工的施設物斗斗
立主咀吐國民司身體斗健康外"0]科全嘻嘻 0]

增大量按各當然吽 E司，

Áì

正吐各種開發專

自然環境吋1] ~ <>J Á~ 生

業科想模 7]- 大型化古:]-2 立施工9]技街。1 高度立發達聾裁。1 主主
態系全體叫l 口l 羽毛去哼芽。1 深大誓要。l 豫想是斗r::千金節斗n

相街之 èl2

0] 華各環境影響吾吾吾吋

分析的主豆類型化司且 7] 立有f 斗.
第 2 節環境影響旦l 類型化

已有 7]λf 試圖司且司令全社金一般的'tl環境影響叫額型化 7]- O} t-J泣，
開發事業主主咀吋 Áì

招來是環境影響9]事倒量合調查司 λ'1

:::L 典型的哇!叫咱含金司司老

去。1 斗.旦 97]Á~ 調查玲對象。1 通環境影響各肯定的'tl影響。]
害。14.

0] 垂金過去9]環環叫il

t:lj告被害事例吾調查司 λq

主咐，堂之三韓國斗~吋 λ? 各種開發專業9]

韓國外l 扑過去各種

O} t-J主環境呼

叫吐被

:::L 典型的世之是金額型化叫苦主

環壞影響評價制度是踩擇奮斗n

環境影響告于立之評價9]對象主主堂去世 7}吾決定許告吋

~斗斗吽墊

參考資料立告主持斗司完全

呂定自1 r::于.

過去9]各種開發事業吾立'tl司 λf 招來是環境外叫奄被害音告平也五月1

斗午。1λf 類

型化司且咕，項事1 各種公共土木專業垂在立施工過程斗設置立'tl司 λq :::L于世自然環境
9]原狀吋}變形吋 Ã] 毀損含招來許泣，吾棉大競模9]產業施設吾毛主之稜動外l

依司 Á~ 環

境9]污主健全招來許之立主'tl音帶 Áì 住民量均保健衛生斗戚脅告誘發 ^17J2 ~9-.

9-λl 甘

甜 λ? 大部分9]公共土木專業科環境影響全于立立于咀外l 叫証生態學的影響( ecological
impacts) 叫 Ã1 景觀毀損的影響。142 聾午到泣，工場吾$J產業施設$J環境影響各終局
的主立全保健影響 (health impacts) 全招來許老三是 0] 斗五分類普牛到斗.

平桂前者，即各種公共土木專業量科環境影響金吾吋具體的主主分析司且 7] 主社吽.
1964年平"&] 1978年聞外施行是各種大規模去共土木事業告全對象之主建設部 7} 調查司

等毛主資料外1] $J詐唔，(1)高速道路，

質供給施設，

(5) 工業圍地造成，

(9) 宅地造成事業，

(10) 唱工事，

(2) 其他國道，

(3) 國立公園施設，

(6) 港灣工事，(7)上水道工事，
(l1)治水專業，

(4) 工業用水帶水

(8) 土地區劃整理事業，

(1 2) 公有水面埋立哥叫建設事業量。1 五

千之施工過程旦告設置立哇!司付手喧自然環境科原狀吋1 變形正急毀損告加詩之玖
斗 (4) 0] 吾開發專業吾9]自然環境斗1 招來許告毀損9]內譯告吾吋斗斗l 司企苟且咱，

1-4) 呻吟斗斗 ~C l:l]-斗苦。]，地形9]切開斗華是自然環境科原狀外il

<表

t:司董事喜形金招來

許老去。l 立主宗告。1 亭玉7.. ~~訓， 0] 司吐類型企J 環境毀損告招來智斗n ~<>J Áì 告道路$J

建設斗宅地造成要區劃整理事業。1 玲等芒苦舍去:}Ã] 許2~ 斗.
(4) 建設部，國土毀損整備嗅豫防對策，

1978. 12, pp.

15司 17 參照

0] 吋比吋 Áì 唱工事夸金

〈衰 1-4>

毀損事業別總括表

Il…
分

I

2

一般國道

工業用水

5

圈地造成

6

港灣工事

7

上水道

8

土整地區對理j

9

宅地造成

10

11
12

治水專業

公有水面

埋立
河川
淪落地

14

其

他

~t

人為的

自

切闊地|採石地|土取場|捨土場|小

'"

~~~J
908
(1, 774, 234)1 (1, 663 , 980)!

1
(1, 900)

13
(30 , 720)

3
(55, 500)
12
(56, 252)

計

Ml)!

(1, 400)

2
(3 , 500)
8
(9 1, 570)
10
(66 , 730)
3
(4 , 800)
25
(526, 666)
24
(728, 255)
8
073, 142)
19
(328, 783)
55
(1, 747, 551)
43
(5, 234, 285)
11
(47, 838)

2:
(3, 5005)||

2
(3, 500)
3
(47, 570)
9
(65, 900)

2
(4, 000)
16
(363 , 452)
14
(689, 260)
5
(50 , 486)

1
(30 , 000)
2
(11, 800)
1
(3 , 000)
14

(3 日， 498)

18
1
(5 , 000) (1, 075 , 990)

8
(1 33 , 214)

7
(24, 795)
1
(1 7, 216)
2
(16, 605)
35
(659, 061)

(91 , 570)
10
(66 , 730)
2
(4, 000)
25
(526, 666)
2;:\
(725, 855)
7
(70, 702)
16
(328 , 103)
54
(1, 740, 051)

4
(9, 150)

1

(2 ，哇。0)

1

(1 02， 是 40)

3
(680)

43
(5, 234, 285)

6
4
(31 , 300)
(3, 315)
1, 398
1, 191
68
(11 , 175, 414) (3 , 209, 753)1 (1, 609, 678)

資料:建設部，國土毀損整備嗅豫防對策，

1
(830)

浦落地|荒廢地|山沙汰地|小

241
4
(7, 900)
(446, 660)
934
2 2 l
低咽1(間曲:)

叫L

l
(1 3, 223)

11
(47, 838)

70
(976, 696)

44
5
1, 334
(1 4, 750) (5, 810, 877) (5, 336 , 725)

1978. 12, p. 17.

的

然

8
(1 2, 230)

計

10
(7, 282)

(1 6，甚32)

(800)

1
(800)

14

1
(2, 400)
1
1
(75, 000)
(1 02, 440)
3
(680)
1
(75, 000)
43
(5, 234, 285)

12

64

(1 5, 582) (5, 364, 537)
)主全面積m 2

掛糊峙帥訓時離

13

1

(4鉗制個

i " __.

3 鷗立公園|
4

言十

。3

國土利用計劃叫]斂。1 斗環境評價制度叫確立

7

〈表 1-5>

毀損狀態別及況

i

行
為
分一一一一
|工事旦因會|不

區

區

分1

m2)

(單位:個，

毀損原因別區分2

計

法

l

自然毀損!機

關

l

民

間|
件
牛

仿氏5， 叫
0
(4，的3也臼昀馴叫
叫)1 (1，4ω
9ω
， 42必，8 側，

CU

,

民υ

(全面積 1978.

'

斗ant

資料:1)建設部，國土毀損整俯嗅豫防對策，

nHV

Ea

5δ1 ， 096 I
(5，呦，的 )1
(7， 812 ，鵬)1

cuqo

Atnu

( ,, qapb nu )
'
,

A

)

A住

,

戶U
川

nJM
n3

。。

,

F
且

(

)

心&

nHV

A

,

行。

I

qO

262 I
'，‘、

AaτqO

42

(1，間， 19叫

啞

I

(4， 6月， 198)1

'

Fhu

A

rf、

1, 301

4Qd

qLn4

FhuqJU

10
(2 1, 514)

的tυ

自然的

1, 072 I

1 I

AU 。O

人 為的 I (仙4 拭 i器諮:誌!)! (山8，叫，捌臼)1
193

42 I

)

302 I
1, 398
(3, 363, 316)1 (11 , 175, 414)

12, p. 2 1.

2) Ibid , p. 19.
立工事立咀古1λ? 浦落地叫:A]山沙汰吾招來古干完全夸~瑋毛主生態學的'ìl

毀 t員全誘發言于早

到斗.

立以外外l 五三採石，土取，捨土寺乏主'ìl吐自然環境外lτ耳垂變形斗才

變質含招來許善

事業音。]~有水面埋立，治水事業，港灣工事，宅地造成事業等。1 吽.
旦 0] pj 証自然環境毀損各大部分許可是施工方法。于 1 不法的哇!
t-l卒，立工哥草坪性格叫苦斗l 當然司招來是去吾'ìl訓，

工事立哇!電}

-?i! 0]

o}

0] 吾工事~主體完全大部分公共機

關。1 斗.

以上斗垂各自然環境~外面的咀變形叫:A]毀損。1 長期間斗l 主持正主2.第二次的'ìl
影響 o 立世司 A司，立于草生態系外1 對司持

。1 吋吐吾吋益之廣範圈奄生態學的影響

(ecologjcal impacts) 告招來查呂定咀 7}吾推斷許7] 全容易許只1 。于t-l詐斗.啃~政府~調查
五外面的世變形甘吾吾對象丘立吐呂定。l 泣，立在毛主變形~第二次的'ìl

生態學的'ìl影響全

管 7] 副司^~完全吾吋長期刊社型綜合的'ìl觀察。l 必要昔呂定。1 斗.三五吋'-t剖斗在各資料
1fr.2..立 >\(1 玉，各種公共土木專業。1

自然環境斗l 招來許台影響~多樣性斗立地理的範圍~

廣大苦含金牛 ~7] nJl告外，向後。1 在芒公共開發事業~揖模外t:ì 斗予~ :A] J!.立地城泊
分布 7千吋通才l 擴散要去。1 斗是事實告豫想尋唔，有什玉叫什斗列記奄甘于斗
開發事業吾芒立事業計劃告審查管什1]

~~付之于有1

自然環境外1] BI 搏斗

在毛主去共

口1 型影響全事

前評價詐告制度的節次沖吽嘻司。1 作會投 01 斗.

E千金苦功部業頁斗開發專業吾，即產業施設吾~環境影響告全苟且 71 豆墊吽.

0] 吾產

業施設吾~環境影響各堂 ^ì 五論及註 B} 斗在外，于立之生產告♀J 吐諒動過程外Il^~ 招來
司生去哭。l 旱，立施設~設置施工 o 立世吐環境影響問題全啃持

公共土木事業中~

圍地~造成專業，工業用水施設立J 設置等斗在金額型~ 裂主主把握堂午~吾吾

:!E 01 音持部額~開發專業名叫司合共土木專業~
土豆民間企業'ìl去。]

工業

呂定。1 "C于

7å平斗啥叫立事業科主體 7} 原則的

"C}.

4 汁 λf 對象 o 主古~}J!. ~全產業施設吾~環境影響毛主f 5!..大氣，水質，

土壤~污染告

環境論叢

8

招來苦干全污染物質.91周邊環境斗1 叫世噴出斗騷音振動等.91生活環境交亂作用自14.
~位大氣污染外11

~oJ Àì

01 吾產業施設.91各種 01 外王三 11 3:..91寄與吾替之

~~斗斗l 關

証過去.91事例調查主=- ~~t.午<表 1-6) 斗11 Àì 昔牛敢告甘于斗垂金制限遍地城外1 鎧期間
吋1 惡名現代的咀產業施設。1 密集司。1 設置是蔚山，仁川斗基金安金吽喜地城外1 比司
外各種大氣污染物質司濃度 7} 全金外4 吾吾且由于五。1 吾產業施設.91

環境影響。1

電才會

各容易古l7i1 推斷鞏牛~斗.嘻 oJ- oH4 垂芒地城吋IH 玉L 工業園地內吋 />:1 立甘于立瞬近
斗其他地鐵間.91大氣污染度 7} 相當司巳1 毛毛又全且。?正當牛9). 4.
水質污染.91茍千五事情毛大同小異許斗. <表 1-8) 外1 斗斗斗~;: ll}斗巷。1 ，大規模司工
〈表 1-6>

地域別大氣污染比較

分|工場地域|住居地域 1 區

區

窒素酸化物 (NOx)

窒索酸化物 (NOx)

0.07
0.07
6.7

亞黃酸持正主 (S02)

一酸化炭索 (CO)

一酸化直是素 (CO)

自(1971)

大

山 (1974)

室主

亞黃酸斗士 (S02)

、窒素酸化物 (NOx)

0.46
1. 51

"亞黃酸7}三三 (S02)
JII (1 975)

0.025
0.028

蔚

0.0102
0.02
4.5

I

0.016

山(1 973)

亞黃酸斗士 (S02)

仁

資料: 1) 盧在樞，

0.1
0.09
9.25

亞寅酸 7于三三 (S02)

0.05
6.5

ppm)

分|工場地鐵|住居地域

全 (1975)

J有

(單位:

0.02
0.038

2.8

r都ï1ï環境污染 J ，

2) 金安濟， r經濟發展斗環境問題J ， UNESCO子為學苟且今茍司司彗星全是，

1979, p. 45.

3) 日本科環境基準金 S02且17<1 ♀ 0.05ppm 以下。l 畔， 1975年日本東京且1 NOx污染名 0.034 ppm 咀.
蜜素酸化物 (NOx) 斗亞資酸斗士 (S02) 夸叫地域別濃度比較

〈表 1-7>

(單位:

ppm)

只h士!l瓏的時t?戶i:l;tir)(2之
一竺」虹口|早到 ::;::;;lu;二:2|JF
均 lzjzl:1;|::;;|;28|::“
是也戶g/m2)

2) 全

inA

位l

平均 I .:JV 2

(Mean) I CO

中央值 1

80 2

(Median)1 CO
資料:金安濟，

i 一

I

i0.0叩門

I

l;:;3|

I

I

r經濟開發斗環境問題 J ， UNESCO 子司是苟且斗唷.9.Ji1守主苦苦，

1979, p. 49.

國土利用計劃叫11

~<>j Á~ 環境評價制度且J 確立

〈表 1-8)

9

(10-3 ppm)

韓國沿岸畸重金屬含量

分 1h(74)i 日 (73)| 臼叫|的3)

Zn (74) Fe (74)
I Cu
制 j 司主制|持正啊!苟且制 l 持主持才!再 Z 司苟同 Z 啊!如

區

0.3
0.3
0.3
0.2
0.2
0.1
0.2
o. 1

0.2
一

0.3
仕

0.3
0.3
0.3

于

這三

叫

0.9
0.6
0.8
0.6
0.3
0.8
10.1
0.5
0.4
0.4
0.4
0.2
0.4
0.3
0.8
0.5
0.3
0.3
0.3
0.3
0.5

它是村村71 吾|
資料:1)電哥叫吟詩到7.]，

4!

31
4
5

l

l

9
5
9
3

91
5
6
2

1
1
1
1

3

1 7
11 31
5
l
21 42
1 3

61 21
41 12 2
21 18 (2.2) (5.3)
(1973
3 7

3

4
1. 7
3
0.8

a才11
0.1
一

4

l

l

1
2

1

l

6
4
2

哇

4
一

是

1

340

l

1

叫

1
11
2
1
3
2

d

3

31 11
51 72
3 9
51 45
8
2
5
一

1

一

3
2
9
126
4
2
4
3
2

4
2
3
2
31 11
31 11
3 7
4
2
6
3
4
2
3 6

叫

叫

叫

301

一

14

9

8

8

一一

1, 000

Vo l. 10. No. 1 (1 974)

2) 金安濟， r經濟開發斗環境問題 J ， UNESCO于司是苟且~~.9-j司啥芷若是，

1979, p. 52

業圈地 7千敢告咀~.9.j重金屬含量fEE于毛地擴咕址且 q 相當古l~吾吾兒全且唔，各種產
業施設.9.j立地井水質吋深大吐影響吾吾口1 河之~告告嘻補會牛~t:干.

水質污染均苟干什生土豆業種別寄與度吾且唔，
肥料苦。1

飲料品，紙類製品，基礎化學製品，化學

斗毛業種叫比古;l^; 相對的丘立全告金管牛 ~q.

構造.9.j高度化斗國民生活水準.9.j向上 o 立吾吾吋惡。1

設置塾

ojÞJ 奄業種毛當」主立產業
畏。1

讓想司老毛是晉升。T

^; ，產業生產活動土豆哇!吐環境污染斗度全過去外比司斗相對的丘立吋

~o} 垂吾兒。1 吾

王iJ~斗(表 1-9 參照) .

土壤污染，騷音，振動苦斗吐吐地城別主綜合的世資料主=- ~..2..斗。1 吋哇生活環境乃至
生態系斗叫吐嘻嘻 0] 到令各公知.9.j事實。1 斗，

2己毛大規模旦全密集司 öì ~~產業施設

.9.j環境污染金寸斗立地拔的範圈外擴散司主立濃度 7} 深化噩呂定金吾當~t:午，吽2}^;

01 ÞJ 証產業施設.9j設置計劃告審查普吋七千社平哎且 5千五生活環境.9j

污染。1 人體叫吋

羽毛去嘻嘻斗之于有1 生態系吋口1 羽毛去影響。1 事前吋分析評價再 öì 01=堂去。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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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水資源斗排出 BOD 推計

〈表 1-9>

一暈-):

一一、
J

耳 訓月
1/ 一， i'iQunFU

-u
刊nnH一句 dqdqd1A

一咄日-4 幻 zauaLaaaLaaa

旬，月

314qFUnEnL

繩

inyQdtinb

ha--61ι
月

i

目。。可
PO

boono

吐

。

位跡

qdnUQU

「||「|||||||||il--lli---Ili--

耐心
w-aa

8

I

9 一量的一

叫u 一

1-a叫一 49136017252164
i-kω-aaaaL14

-n

-z-nbqdnuqdAuxq4n

一J
，enu
一，

-nu-oDqoqo1inOA

-TQ
一

一量)一、63

一出自-4080001203341

“

24.0
67.9

一排叫-a伍的心11aammaza4

俏，“

nhu

23.6

300
12

資料:金安濟，

{一。“、一

i

】

213

13生

一量的一

一，

一叫 -45176066147710

一，:-

EbLU-qJquqdnhUFORUAHudAn4Aaτqυ14FUAU
當弓，
Qd1 止， AAT9

-nu

- z-A

-ω
用一

。白， 141inUPU-A149μ

可idaqF

‘ 3-1iodRV
44
叮i
14QJ1iFURυλ
官弓， Hqd

128

石炭製品

9

I

一叫一

- fk-QUAU

佳句，自

-P-5058814140121335

旬， inL

戶
UFUnJA

製合喙製合製製化化肥

石油製晶

300

:一DU--74

正

一產

-1inJ

一

平一切-j

1

t

玄。 ιL

7+IM--A1i刁

寸，/←ι-Qd

一旦旦-

一咀一

用一即一

種一晶晶系物品被共品板品品學學科

一}}i

一食欲纖織繳製木紙印皮之基其化

業一缸，和科維材齣類刷草平礎他學

phu-eJ-P-906112202529
-D--AU02 -B-

5.0
7.2
0.8

159.4
50.4

r經濟開發斗環境問題 J ， UNESCO 于斗在苟且有-電$J~男主之苦苦，

32.5
15.3

1979, p. 55.

第 3 節對象。 i 型聞發事裝

以上刊 λ:i -?-c.J-c過去韓國。11 持斗l 立n 立。1 吋吐環境影響全招來許奴主去 7千告當Jtj .!'已梵 ;;>;1

甘己毛公共土木事;真正 fT 五毛民間產業施設外l

叫司吋立事業決定吋 ;;>;1

許可苦奮斗

法。1λ↑「環境影響評價」吾要求科 71 芒。?奇斗.各開發事業。1 招來會環境影響 91

輕重整哇

。于1-J C.J'立開發事業自體91 性格正 ff 立開發事業施行91 國家的必要性寺玉「環壞影響評
價」制度斗運營。1 配;主持。i ò]: 許 71 叫苦。1 斗.
美閻8j聯邦環壞政策法芒 fEI垣影密評價斗對象。 lsl 語專業垂「聯邦政府斗哥王L董事業」

(Major Federal Action) ò1

斗之揖定唔，丘主外，一應「人間環境外1 重大社影響含 u1 型專業J(5J

。1 斗之限定吽之玖吋.美陸1 .21 聯邦政府.9.1

金許台憲法規定叫苦斗「政府主!專業 J

司令外l -c勿論州。II 對吐聯邦政府 91 權限制限

(Federal Action) oll

叫 Bl1λ1 世遍用吾友之主意l2

玖丘吟，大部分斗州立1 環境法 -E 斗規定斗。i~ 全民間斗開發事業外!1

t:Jl吐規定斗11 ~~Ài

主「寺♀世事業 JÒ] 斗主要{牛毛共通。1 斗.吾吾平曳。l 兵體的哇1 7ð千呼

「寺♀世事業 JO]

(5) Sherman J. Rosen , Manual for Eavironmental lmpact Evaluation , Prentice-Hall , Inc. , 1976,
pp. 14-15 參照.

國土利用計劃叫IJ

~外持環鐘評價制度且j

確立

11

L干善對斷言}主去呂定金一律的咀基準外11 .91司外許 7H去。1 萬9-.美國.91司令斗11~
定.91解釋。1 法跪斗11 .91司 Aì 漸進的主主二L i!1 JI.事例吾通司吋具體化禹。~
舌之立法it 叫為l 立于毛主i!11.91解釋論。l 共用持平去1 9-.

7} JI.

法.91

01 巍

~;<1 吐，

;<1

寺，當該專業之三千司招來電視。l

頭想再告環境影響.91重大住全基準主主吽完全美斗，當該事業自體.91規模，

之外)投資垂

費用，施工期間吾告基準乏主意l~ 畏。l 斗.

。l 叫世美國科判例法.91發展傾向五千司吋1 汁l 參考神聖世吽 ;<1 址，韓國斗巷金鐘濟社
會發展殷階叫]λf 告當該開發事業科國家發展戰略上.91比重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運營上.91費

用斗時間.91所要苦斗.91比較主意干什外雪夜。1 斗.主苦吐 o}斗斗最近斗美國科苟令斗

巷。l 國家安保上正全國防上必要吐事業金「環揖影響評價 J .91對象外什除外許台岔五參
考互會址斗斗.
以上斗毛主金嘆 7};<1 要件是告考慮古}唔，韓國刊獄外 Àì .91環攬影響評價.91對象事業金原
則的主立當該專業。1 施行!ë]才斗藤動聖地城斗「自然環境與件」外l

。1 瑋想!ë]

寺.B..吐影響全口l 型之丸

7j"1- 5':. ::L.立吐司 Aì 直接間接的主立人體.91保健衛生叫1 害立全影響告t:I1 電呂定

。1 豫想再告呂定。1 斗之一般的咀規定會堂午到舍去見。1 泣，國家安保斗國防上.91必要，當
該地擴斗社會經濟的吐發展告副司 λf 切實古1

必要詮專項丘立付之立囡吐自然環境吋l

吋

吐否定的吐被害吾事後外l 復舊叫只l 除去昔令玖全性質科專業等~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上.91例外立認定音牛誠合視。1];干.
立吋斗。1 喧事業告環境影響評價.91對象主立科全氓。1 妥當電}7}吾吾吋具體的土豆判

斷吽71 !白色~+~去，韓國斗在毛~ 73 ♀斗。ì.!::. 程度範圈.91環境影響評價吾要求吽;:
切吐 7千古于全問題斗相關。1 ~71 官司是外，斗告章吋 λ1 分析判對象。1 塾
吾劃定甘于全乏足斗關聯吋 λ<1

-3l 01

遍

環境影響.91範圍

];午又!論及許 713三世吽.

第 2 章環境影響評價對象旦|環境要讓旦|範圍

第 1 節保護 %J

0\ oþ

重環境要素

。1 章外1λ? 今i!1 7于吽平之三句古于全社妾，前章外lλf 位司芒甘于且午在2毛各種

開發專業.91環

境影響吾禹。1 王二範圈立i!1之外王二程度扑扑吾制度的主立環境影響評價.91

對象土豆仕金

投咀 7}014.
前章。i]A司令i!1完全。1 喧種類.91開發事業量。1，立于咀環境外11
討意l~;<1 址，

~ tt!影響吾土口l 均生:-7}吾檢

J己毛閱讀專業外叫司 λ1 立i!1之二L .:2，.毛環境影響全評價.91對象 o 立告全美

。1 無理念于7j 斗不必要吐苟令 7} 許多弩之見。1 斗.主芒環境影響全評價.91對象主立告完全役

。1 無理詐吽老三是各技衛的主主無理吐苟千五到告裂。1 之立評價.91對象。1 !司老開發事

業企1 性格上立討會牛玉~立，旦叫主莘莘吋高次元4 政策的必要耳目是斗

立司董牛主

環境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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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裂。1 吟.

7~ 苟美國聯邦環境政策法$J規定叫}依吋吋玉，

國防上保安告要許老開發專

業金三王環揖影響全評價噎~]斗斗詩之吋主專業施行~許可昔噎金牛~~裂主午在主金呂定

金後者$J 7J♀斗毛主岳之定。]2 ，

<>l喧開發事業主主因司 λ<1 20年正告

30年以後刊發生音

只:]..:己主立全環壤影響全分析判對象主主仕全;;;!毛技術的主立無理吐7J~叫l

該當堂呂定

。1 斗.
。1 強芒，

<>l Tf!共體的'll開發事業司施行主主哇!司 "\1

招來吾吾先。1 豫想再去去

環境影響全

分析吽 7] 割司 λH全有L位平吱且吽先行~<>l斗會堪。1.立對象專業。1 施行嘻地城$J r環
境與件J

(environmental setting) 全調查許台裁。1 斗.

。1 垂金「環境與件」告調查言C}~ ;;;!$J目的名勿論當該計劃是事業。1 施行直

噩環境影響$J分析告為証基礎資料吾嘻 7] 剖奄裂。]7] 主詐斗址，
。1λ? 當該開發事業科必要性合判斷言l-7]剖吐資料苦追 7]
。1 垂金調查$J對象。1 司老「環境與件」含劃定許台;;;!
$J分析吾吾鋪墊對象「環境」吾吾定義啡生=- ~外l 該當吐斗.

業。1 施行嘻地域外l 鼠。1 吋「環境的主主寺J1..証事頃J

0]

同詩刊三L 地域斗~~

副社毛主。]7] 主意干斗 (6)
13}立特定開發專業$J

0] 屯意味$J

(environmentally signifìcant items)

~是嘻嘻吾吾事前推定意于全哉。1 苦「環壤影響卦析J (environment
7~ra

吋l 吾晉升付。1 嘻地或外1]"\1 ~

環境影響

r環境」定義吐當該事

t.Jl Ã] 要素昔金選定替老裂。]~旱 (7) 立導才l 盲目付選定型專項叫 Ã] 要素吾刊

。1 斗.

苟♀招來

叫世豫想

impacts assessment)

r環境的 o 主寺♀証要素J 7于是吋l 瀛種~可能性

。1 致全動﹒植物。1 包含是牛旦到全去。1 泣，正斗喜地域外I]+~去歷史的遺物斗斗古考
學的價值扑到全遺蹟。1 包含~<>l。干昔吋互致吾吾吾。l 斗.吽斗λf 特定吐開發事業啼啼

吐環境影響評價吾剖吐具體的'll r環撞 J $J定義吋 Ã] 劃定毛主，

地域~特性注七二L 專業

$J必要性~專業施行~方法斗節次苦斗11 ~司 λ? 逼切許片I 調整斗。1 0 ]: 堂去。1 斗.

立吋 L于 1970年平 pj 美國司聯邦環境政策法。l

施行甚以後，

實際實施是

環攝影響分析

過程外吋發見司全事例吾~一般的吐7J守舍且咕，叫j 立~]立各專業科特蛛佳外l 吽 4"\1
至于斗在金要素量。]

"9-

r環境」調查判對象 o 立選定司 2 ~"9-.寺，

(7刊原子力發展所建設專業$J

7J♀外l 告，

(1)工場數地叫位置斗地形

(2) 地域，人口特性，土地要水資源利用狀態
(3) 地域內$J歷史的，景觀上，文化的漢自然的 Landmark
(4) 地質特性

(5) 水理狀態一地表要地下水
(6) 氣象

(6) Larry Canter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cGrow-Hill Book Co. , 1977, pp. 30-31參照.
(7) Ibid ,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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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態系現狀
(8) 放射能分布狀態

(tf )斗士供給斗。1 乏'*世架設事業
(1)地形，地勢，地質嘎土地利用現狀
(2) 土壤一生化學的特性
(3) 動﹒植物嘎生態系現狀

(4) 社會﹒經濟的地域特性

(5) 大氣嘎水質
(6) 其他地域特性
(吽)唔建設工事

(1)土地利用現狀
(2) 人工施設物，其他歷史的遺物
(3) 動﹒植物分布狀態
(4) 景觀構成

(5) 河川崎自然的流水狀態

(6) 大氣
('*)空港建設事業
(1)不動產價格，土地利用現況

(2) 景觀現況
(訕地域社會構造

(4) 公共施設現況

(5) 大氣，騷音狀態
(6) 動﹒植物分布狀態

(7) 水質
(8) 森林現狀

(9) 其他生態系現狀
以上斗在各c9 "'1 事例外11"'1 抽出司咀一般的世傾向。191 卅五美國地質調查研究所斗11 Ãi
丑苦朴告試案斗n .91許吐斗告斗毛主是 887}-^1 環境要素吾告各地域.91特性外l 當局l 吾遍切
吽才i 調節司吋告牛~斗之詮斗(表 2-1 參照) (8)

耳目斗在各吽吋 7千-^1 美國.91過去事例斗地質調查研究所.91基本List告主社叫，環攝影響評
價制度司實施吾剖吐「環境」判定義斗l 包含司老環境要素 (environmental factors) 全主持l

(8) Luna B. Leopold et a l., A Procedure for Evaluating Environlllentl! I Impact， σeoloç. $U1"Q.
Circ. 645, 1971.

環境論叢

14
基本環境要素 LIST

〈表 2- 1>

1.物理的/化學的特性
A. 陸地

4.

3.

5. 范 lll/詐。l 苟

木草

水流

1.鎮物資源

4.

農作物

6.

2.

5.

微生植物

7. 避暑/休養地

建築資材

3. 土壤

6.

水生植物

4. 地形

7.

滅種植物類

5.

自然放射線

6.

特殊地形

8. Barriers
9. Corridors

B.

B.

水

C.
1.

司三1.'9

美的對象
景觀

2. 荒無地叫質

動物界

3.

空地判資

4.

造景設計

5.

特殊地形

1.地表

1.鳥類

2. 海洋

2.

陸上動物

6. 公園/休養地

3. 地下

3.

魚類

7.

4. 水質

4.

昆蟲類

8. 稀貴種，生態系

5.

水溫

5.

海底動物

6.

含有量

6.

微生動物

7.

:r/ 它各 NJ:吐位

C. 大氣
1.大氣質(7于乙二!'ll

7.})

2.

氣候(局地/廣域)

3.

氣溫

記念物

9. 歷史的，考古學的遺蹟地

D. 文化的水準

7. 滅種動物

1.文化z咱這(生活樣式)

8. Barriers
9. Corridors

2. 健康/安全
3. 寵傭

1Il.文化的要素
A.

土地利用

4. 人口密度
E.

建設是施設/活動

1.荒無地/空地

1.構造物

1.洪水

2.

濕地

2.

交通網

2.

3. 林野

3.

公共施設網

3. 堆積(沈澱，凝問)

4. 木草地

4. 廢棄物處理

4.

溶解

5.

農業地域

5.

收養 (0] 金交投/錯化)

6.

住居地域

5. Barriers
6. Corridors

6.

斗吾/硬化

7.

商業地域

D.

循環過程

風蝕作用

7. 安定性(位外E\1!可是)
8.

凝力，緊張(地震)

9. 大氣移動
n.

2. 灌木

生物學的條件

A.

1.
資料:

N.

生態學的體系

8. 工業地域

A. 水資派斗鹽水化

9.

B. 富營養化

B.

鐵山/採石場

慰樂

1.

λ} 球

植物界

2.

!;t什

譯音木

3.

且主

C.

病毒含媒介替老昆蟲

DEF..

e埠R未 開。唱1 判拓連地鹽鎖且j水 化
蠶食

G. 其他

Larry Canter , op. cit. , pp. 44-46.

分類古?咱在寺，當該地域 2] 經濟﹒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立司主文化﹒景觀環境主主
會牛玖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斗一般的咀目的外1

開發專業~環境影響分析是全副吐「環境與件 J

區分

日l 亭。1 且咕。1 五毛環境要素量。1 特定

(environmental setting) 調查司對象。1 !有什外

科至~^1 址，個人~開發專業~目的質立計劃過程吋l 鼠。1λl~l 事前調查事項斗關聯 ^1 ♀1-'-1
λ~ Z}"ß"}咕，五毛苟千呼叫斗苦毛主芒環境要素外11 1:Jl會調查吾要求董必要告說舍去。l
z干.4吋甘苦現持， 7} 苟評價~對象。1 吐o-j咀聞發專業~本來~目的。1 當該地域司經濟
的所得向上告剖詮去。1 ç.j-唱，叫斗經濟﹒社會環境要素件l 該當許完全事項斗11

1:Jl唾「環境與

國土利用計創刊紋。1 持環境評俄制度且1

li直立

件」調查全二l 專業科計劃過程斗。1 口l

泣，其他環境要素斗斗音調查址。]

專業自體.9J妥當性分折合叫司外堂牛到吾吾視。1

í環境影醬評價 J 吾有4 古~À~

。1 吾吾吾二重調查刻不經濟苦斗吽 71 副司外嘻吐。于"1斗，
過程斗1]

~<>l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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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堂去。l 吽.

五毛開發專業.9J決定斗施行

í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J~] 要件土豆'ù吐時間斗經費斗過外華所要吾節瘋吽

7] 副司 À~ 玉，韓國斗巷名經濟發展殷階。1] 鼠。~ À~ 善，副主才三王汁1 分類吐環境要素量均告叫
什生態學的迫自然環境要素斗歷史﹒文化環境要素址金基本的'ù í環揖與件J
主古t~ 呂定。1

調查對象主

妥當普裂。1 斗.

。1 中吋lλf 王文化﹒歷史環攬要素告文化財保護法﹒公園法夸.9J特別法.9J保護吾華之~~
苟♀斗l 全當然司立吋吐現行法斗l 司司持當該開發事業斗.9J街突與否 7} 事前外l 調查嘻裂

。]7] 吋苦斗，大部分.9J苟千呼獄外 λ↑告剖~] í 自然環境」要素址。1 實際基本的咀「環境j

要素斗l 包含!ëJ才惡去。1 已于.
第 2 節影響許價 ~I 範凰

oÞ1λ1 千叫 7} t:-}亭司 Z 古十七呂定金前節外1λf 定義註I:I}斗是金飯存.9J í環揖典件」外11 ，

<>l

咱開發事業。1 施行再五三世司 À~ 招來華去。l 豫想再怎環境影響含什么程度旦台。1 嘻

範圍扑扑事前分析摯友咀 7} 0]];十.外喧特定奄開發專業。1 施行斗才斗報動唱主立州立
于咀濃揖與件呼口1 型牛S1~影響金時間的 o 立寸寸斗E}甘牛旦旦l ..JL 10"'20年4 期間
。] :A]吐t1-告外~

0]:

世經路壹通古~À~

1:1]立主 1千吽當牛玉乙~旱，直接的世影響 o 主斗吽昔牛且去l ..JL間接的

y- E干甘牛玉:..~斗.吽吽λ1 0] 在各長﹒鐘期，直接﹒間接.9J

.5:.毛環揖影

響音全部事前分析推定司 0]: 普拉咀 7千古于全問題全環攝影響評價制度運營上.9J技術斗經

費叫i 至大嘻嘻嘻金 u] 又1 完全重要墊課題。] t1-.
特定吐開發事業.9J í環境影響」毛叫，;(11 立斗告斗巷芒四 7千只1 基準 o 主斗牛。1 昔牛~
舍之丸。1 斗.寺，

(1)純 (net) 影響斗粗 (gross) 影響
(2) 直接間接影響

(3) 密集(concentrated) 一分散 (dispersed) 影響
(4)影響再重要度 (9)

oþ] À~ í 純 (net) 影響JO] 苦，當該開發事業。1 完工是母叫斗11À~ 斗二工地域斗苦i!ll環境斗
二L 開發專業。1 敢說全~♀斗之地域.9J寸~~環境科相異是指稱許叉，

í組 (gross) 影響」毛

當該開發事業。1 完工塾仕E有什 À~ .9J :::z..地戚斗寸i!ll環境斗立開發專業。]~告二L 地域.9J

現在.9J環境斗.9J相異吾唾吐斗.

í組影響 J .9J概念叫苦當該開發事業自體.9J

影醬墊址。}斗

斗立開發專業均施行斗藤動土豆咀司 À~ 招來嘻其他環揖影響。1 包含~吽.吐吐「純影

(9) Corwin Heffernan , ed. , Environmental lmpact Assessment, Freeman, Cooper & Co. , 1975, 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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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觀念毛主當該開發專業企;第 2 次的影響。1 度外觀斗早到斗.
美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下叫什告一般的丘主「純影響」
分析﹒推定許台呂定。1

立司斗。1 刊 τ呼叫 /.1

概念外包含司全環境影響吐量全

普通。]4之吐斗(10)

i害苦專門家吾芒什嘻地域斗1] ~J 什 λ{ 之地域~

社會﹒經濟的'tl成

長叫嘻立芒影響告口1 又1 ^] 0于1.-)意于全小規模~開發專業斗J:1l"5] j可完全「純影響」吐金分析﹒
推定斗吋正考書l^] 吐，大規模叫開發事業外 τ哥哥1 持是「粗影響J 外
析﹒推定斗對象。1 司。1

0}

包含Z才是環境影響旦分

吐 5千五註t:-} •

.:z.a-j L午+司斗在2金三宮 +OJ) 老前節叫外論及電} ll~斗萱 0) ，環境影響評價~

主對象。1

自

然環境斗人體斗保健衛生什叫吐友。]2.同時叫評價司對象。]-'9完全開發專業~計劃樹立
過程吋 /.1 立開發事業自體斗地域斗種情﹒社會的發展劫果 7} 0]0] 分析推定有2 茍 +4唔，

又事業規模科大﹒ IJ、苦不間吽泣，吋-fr r粗影響」推定告要求董必要告說含 5克。1 斗.

吽

'4λ司令iJ.9.j茍 +OJ] 告一般的主主「純影響」分析﹒推定金原則主主急于平再斗是各開發
專業自體企{社會﹒經濟的妥當性調查并司。1

:U -^l

替毛司令 011

限司 /.1

r組影響J 分析告要

求許是毛主。1 1:l}昔苟言:}t:-}.
!E r直接影響」斗「間接影響 J .9.J區別主斗平是斗苟♀斗容易詩文]

邦環境委員會 (Council
昔「第二次的 J ，

0} 1.-)許斗.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并制定社指針呼叫詐喧，

r刺輯是 J (stimulated) ，芷若「誘發是 J 影響。14辛苦:}2.

美國司聯

r閱接影響JoJ

r直接影響」名「第

一次的J (primary) 影響。l 斗之世斗.
二Ltq 1.-)-具體的世茍+叫什咕開發專業丘立'tl司 /.1 招來嘻去。1 頭想斗完全環境影響.9.J連

鎖的 (chain) 世繼起過程刊叫百H

/.1

019 扑扑吾「直接的」吐役。1 斗之古l 2. 01 斗斗卒吋是「間

接的J 'tl影響。l 斗之奮之是'tl 7}全客觀的世旦台科學的哇!基準外11 ~"5~吋

斗•

劃定許 7] 主芒。111

7} 'i@ 刊吾吾。1/.1 江~上流斗州立全啥工哥華善意于毛:- ?ð ♀外，三工立世叫什自然生態系

斗宮是存.9.j景觀。l 破鹿斗全三是吐告直接影響。l 斗主持平景觀~斗斗立世司 /.1 觀光客。I.!.主
持~才:!9:!己主持立地域社會斗所得 0] 鐵小司主土改金吐王三 λJ 間接影響。1 斗之堂午~毛吾

友也并苦斗問題完全科學的吐基準斗l 依司 /.1 判斷是性質~ ;;;).01 斗 71 旦司斗主去，
叫環撞影響評價斗主目的。1 千咬 0] 吟。1]

~吋到斗之言干什。1二堂去。1 斗.

個人均茍」字

t:-}久?當司 /'1 ，

01

ttl 工事施設~設置。lJ 吽芒環境影響評價E-]第一次的哇!目的。1 立于哇地域9J自然生態系
斗保健衛生。n 口l 型 ^]1三五立全被寄去防止甘于司全美 0] 咕，立斗吐環境要素斗斗!有T 立生
產施設斗污染物質科影響與否吾分析推定志于全改名「直接影響J 分析外l 該當堂之定。1 旱，司司
9J平均^l 環境要素以外符其他要素外1τ升華影響各「間接影響」土豆取故玉皇牛:U舍去。I

E于.
。1 'è-1 註 FS 」子刊玉1:于世問題是間接影響舍的主二範園林^]二L iJ 2.

(10) Ibid , p. 118.

01;.

-^à 玉:..~期間。1] 主

國土利用計劃吋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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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1 招來玉皇之是扑扑吾分析﹒推定丹l 堂乳白]1.干什斗.理論的主主持寸妥當吐接近方法令

技街的主立主義制。1 可能証期閱。11 謹 ;'(P1 ，立cJ.ï!..科學的主立相當電苟且位哼哼 0] 致全
確率立/.1 推定量牛~~範間內斗主芒影響外 τ有吐分析推定告司。于言};:裂。];<)吐，當

λq.;已言及吐甘于斗盈。1 寅際斗運營過程斗IJ+~. 立開發事業.9J施行上.9J時間 4 經費現技
術吾.9J制約條件吋l 依司扑通正斗才l 限界;<)♀1 ;<1.;<] ~金牛~舍去見。1 斗"[:午甘開發專業。1

À1 ;:可能証跟
-5! 0] 4.

宜施是以後吋1 原狀回復正耳 ;<J 除去 7)- 不可許斗之判斷持台環境影響叫1 對吉~

毛吋長期間斗是迫立 CJ 立各吋盟各範圓斗影響推定。1

夕之外 0]: 電}

下水處理揚工事斗直接一問接斗環境影響例

〈表 2-2>
第 1 次的影響

第 2 次的影響

第 3 次的影響

被害→直接

鎧期

建設公事中土壤浸蝕

水生接息地判崩壤

魚族資源減少

長期

有毒 7} 主斗過期的放出

周邊地域勻地價減少

近瞬住區司社會經濟的構成司
變動*

被警→間接
鐘期建設雇傭

長期

待t.!1 土地域內吋11

一時的'ù住宅供給

^ì

交通量增加

交通混雜/騷音/丘之旦立

住居地域開發許用/鼓吹*
註: *不可變的'ù影響

資料:

Lunar Canter, op. cit. , p. 7, Table 1. 1.

-:ß刻立「密集有2 影響」斗「分散是影響J 全

區別許台-5!名，立什么呂定金環境影響分析判

對象土豆華社 0] 哼哼問題立 /.1 0 )7) 且吽告，立開發專業主主因吐環撞影響勻地域的範

圈吾吋司推定會主主外立主咀墊便益斗費用科地域的分布善堂又苦 λ.) 01] 事後復舊.91

難易度吾告推定斗才叫 t~À1

0) 斗.

7}苟害立全環境影響咀苟♀叫il r密集型」形態斗~金

該當地域內斗被害台相對的主立吾友。);<]址，事後斗原狀回復吋;<)除去告容易量呂定。l

4.

0) 吾吾環境影響.91地域的分布告，又去。1 社會﹒經濟的'ù呂定。l 唔，

4λ1 立開發專業

自體.91社會﹒經濟的妥當性調查斗I 包含禹。1~ 舍去丸。 J;<] 址，其他自然環境要素吋吐普拉
。l 吐五毛評價對象開發事業外1

斗精吋技街的主主可能証範圍內斗吋調查推定禹。1 0]: 堂

去。l 斗.
吾土豆「環境影響斗重要度」基準玉立第一次的哇!目的是分析推定.91對象。] !有全影響
告會一定吐重要度基準外11 .91司持分析整理苦 o 立外二L 結果吾且全件苦苦主意}c司舌當該

開發專業均妥當性與否吾評價首于全前l 客觀的'ù判斷基準吾吾吾E丹1 許祥生:- ~ 0];<] 吐，
的世目的名外 k 苟且.91重要度以下判影響各分析調查.91對象外吋

7] 五斗斗.

除外許 7]

第二次
月堂之見。1

0] 吋墊「重要度j 全大體立影響.91持續時間 (duration) ，地域的波及範園 (scale) ，

立cJ.ï!..社會的重要性等科基準主立測定要牛~"[:于.

乎也持續時聞基準 01) 叫告「重要度J -j:去，(1)一時的，

(2) 一年，

(3) 5年， (4) 20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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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眠定寺9-]巳H! 等級主主斗-'r-<>1昔牛~叉，地域的故及範圓基準叫~ 9-]世「重要度J';:去，
(1)計劃型專業地內，

包含吐于咀地域內，

(2) 瞬近地域內，

(5) 道內，

(3) 當該尋旦台市域內，(4)當該是干旱全市吾

(6) 全國的，(7)全地球吾土豆斗斗。1 是牛到全裂。1 吽.

。1 叫lτ~ "5] À~ 社會的重要性基準毛(I)生存，

(2) 保健斗安全，

(3) 物質的生活水準，(4)

精神的安寧苦斗哺育T 影響丘立區分詐。~ À~ 斜(1)叫l 口l 才完全影響舍外帶寺sl.吐~.Q..主意于
又以下順序斗1]

u干斗持立重要度并要毛吾吾土立主吾吾兒。1 吽.

以上斗在岳重要皮9-]等級設定各有4 斗持正言及吐甘于斗在。1 當該事業 91 環境的妥當能

告評價智斗~ ~01λ.~ 0-1 王二程度并只]9-1 環境影響全甘受斗之立事業全施行量去~'Ù 7于吾判斷

斗 ff吋1 必要有T 資料 7]- !尋毛主改。1 丘豆，可能告限。~己芒等級司影響告分析推定許老去
。1 甘于普苟言于吽.立斗斗影響分析91 範園去劃定苦外1] ~什 λi 玉， 7]- 茍持讀時間。1 一時的咀
裂主Ef全專業地內斗1 局限~~旦台精神的安寧外l 口1 均是影響夸岳除外許 7] 叫吐基準 o
互利用華牛~告友。1 斗.主 0] ~1 吐「重要度」基準金地域斗特性斗開發事業科

種類外l

吽吋待遇切合于汁l 再調整要牛互致舍去。1 斗.

第 3 章環境影響評價調書旦|構成要素凹 I

美國斗7ð丹Lff 環境影響評價時 01] 聯邦政府 91

onmental Impact

CH 登基準

活動外1 對司 λ↑喧吐環境影響評價書 (Envir

Assessment) 去作成許正尋呼之外吾土臺立吽吽檢討吾 71 持環境影響

報告書 (Em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吾作成許正是干許JI.~斗.

即環境影響評價書吾

檢討古干什甘寸証環境影響全 7]斗才斗三王才1 論路。1 !豆牛旦l~ 環境影響全 7于是素地 7]- ~
是事業吋1τ~ 叫什告環境影響報告書 (Emvironmental
立嘻;::>:]注音 7;] ♀吋告琨接影響評價吉主甘苦'1- 71]

01 .c環境影響報告吉吾作成合H:士吋11

i=-

Impact

Statement) 吾作成許主尋古千五

~司告吏。1 斗.

[主主-自用.?}努力。1 必要告碧血?斗斗。1 斗在各

過程-告 71 勾芒吋時間斗所要五替。] 517] 叫苦。1] 0] 司有T 點告社址言?什

環境影響。1 疇。1

發生斗芒事業斗徵徵古1州發生斗告事采令區分叫什琨琨影響。1 深吐專業企告集中的主L
J立二工影響斗程皮斗惡影響斗發生與前去把眼司1
平斗l.-t~]- .9]司千芒環境保全法主1

告書立區分許只:]

且 71

♀l 司吋咀呂定。]

t:-]-.

內容令2r~_t1j 環境影響評價調吾吾環境影響評價書斗報

\:.&-又~.Q.. l有都市開發，產業立地，

011 吋7']開發等.9~環境保全斗

影響全吋

才完全計劃告樹立吽主持會叫環境影響評價吾吾作成許正等現定吽互致斗司 7] oJ1λq91

環境影響評價調書刊叫司 λ↑告明白吐規定。1
美國斗苟♀.91 環境影響報告書 (Environmental

立嘻 zf 詩才是斗.

氓。T

兮兮吐諭難斗對象。l

Impact

塾牛玖至1 只:]

'fr

Statement) 斗類似等各同一吐視主

01 斗益。1 哼哼時 b 理由芒。1 口l 環揖保全叫1 影響告于全計劃告明確詞

選定司 λ1 立事裝告外l 甘環境影響評價調苦苦作成立尋吽 71 叫苦斗!立專業。1 環境保全斗l

國土利用計劃叫1]

~~/有環境評價制度再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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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全 P] 斗才l 司全 Ã]

o} l;}只l 量檢討司且全過程。l 必要滋補s;] 7] 叫苦。14.

評價書 (Environmental

Impact

即環境影響

Assessment) 址。1 喧提案塾事業吋吋墊環揖影響音分析甜

苦主主司 À~ ::L 事業。1 叫司環境影響報告書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吾作成司。于

許台 Ã1 外吐 Ã] 吾判斷言于苟言于全-3l.告立機能主主意于7] 吋丑叫l 環境影響。1

深刻証專業州1

甘環境影響評價調書吾作成許正是干規定祥之主l t:干完全-3l.名環境影響評價調書吾作成糟。}董

事業。1 環境影響分析過程斗斗決定司老呂定。1 o}叫主事前外決定是斗告次全意味吽 9 11于

<4λ? 環境露響評價審判作成各省略垂牛 ~4主呂定金意味詐吾友。]t:干.
~iij 斗斗斗 Fg 」Ff芒環境保全法。1 詞期~階吋11 ~2 廣範圍証實施吾保留意}豆豆l 告狀態
外1] ~71 叫苦。1 環境刊深刻証影響全口l 電嘆 7千Ã1 專業寸金環境影響評價妄為吐對象專
業主立定斗之~全事情下斗持全環境影響評價書斗環境影響報告書吾區分司 À~

作成許只l

~o}五岳問題 7} 截至~.2.. tf 本格的 o 立環境影響評價吾為世對象事業金主芒政府專業土

豆擴大甘于 4 適用 λI 是斗毛.::<1 民間專業卅五適用。] s;] ~去殷階斗持 Ã1 禮。þ千均是吽咕五毛
專業刊叫司徹底詩之完璧吐環境影響報告書吾作成到1

世 4全按告無理7} 鼠舍去。l 吋

二王三世昔哼哼力Ã) 副作用。]若起要素地乏誠~ ~見。]斗.

白于<4λ? 本格的世環攝影響評價

7} 施行司全段階吋 À~ 告環境外1] p1 利完全影響。1 深刻意l71 l.午論難。1 種牛~告專業合抽出
吉~ 1再生去過程主主λ~

3:.毛專業斗環境影響評價書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吾作

成立尋許又。1 評價書吾土臺立環境影響評價$J本報告書斗苦牛~~環境影響報告書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吾作成弩之去世 Ã] o} l;} Ã] 吾判斷古干什深刻奄環境惡影響
全世主丹台專業外l 司司 λ~~ 環攬影響報告書吾作成主等許告裁。1 甘于昔司董裂。1 t:千.
口干斗λi 謂書$J內容外1 泣。1λ:ì .:s三環境影響評價書ff 略式$J形態吾取許正等科主主且 4 簡

略古;}2 概括的咀環境影響全分析意干什探討性$J程度址舍把揖會牛敢正是干吽吋本報告
書究l 環境影響報告書 fE 具體的。1.司完璧吐分析會通司環境影響。1 寺苦司說明均主專業

叫11 t:Jl世代案正揖示許吋內容。1 理解許7] 官正是手體系的土立吋告司正是辛辣 01=堂呂定。]4.
第 1 節環境影響報告書旦|內容

環境影響報告書告之自體井去又到全重要性。1

丘才叫苦外l 報告書$J

內容。1

oi ~喜功

。1 亭。ì Ã] 主持外1] 11午斗λf 環攬污染鷺防告♀J 司試圖是環境影響評價業務司成敗斗左右司老
三是 0] t:干.

環境影響報告書斗內容毛斗持社事頃。l 包含~斗。干許老外是決定斗7] 割吉~ÀH去要持久l
基準金設定董必要 7} ~斗.環境影響報告書$J內容去決定斗全基準丘立À~ ~視楠，環境
影響報告書$J內容金環攬影響報告書外 7}Ã] 之致全機能斗目的外合致司老

內容。1 ~司正

是于補升華呂定。l 斗.壹楠，一般人。1 斗槍討者吾。1 事業$J環境影響告令是司理解堂牛~
告內容。1 司升。于音-3l. 0] 斗.付款1 立全環境影響報告書叫作成告通司

環境影響全最少化

λ']712 環境影響。1 有名代案金發見什翟牛~~內容。] !司外 0']: 會去。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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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報告書科目的三年各機能全是再且咕贅用'R .91目的名提案是活動.91環境外 n] 均

告結果壹討司叫又一般大眾，議會，大統領功1]

0] .91深刻性刊叫吐警告音許台前1]

~2. tij

昔刻苦環境影響報告書 7千計劃過程.91一環土豆作成司老呂定。l 斗.λ~] 持台環攬影響報告書并
決定過程.91手段土豆利用要牛敢告點。1 斗.即環攬影響報告書告。1 喧專業oJ]τ呼叫聯關

是五毛晉金影響斗斗芒影響告卒于當古句子之玖 71 UjJ是什計劃過程吋I]À~ 一聯.91活動全

探擇許台叫到。i À~ 一般大眾斗才1 考慮要牛~~情報 7} 揖供要牛~告呂定。]-c于.
目的各環境影響報告書 7} 環壇管理司手段。l
。l 斗基金環境影響報告書 7}
λi;:

À]

Y;:

吋I] ;s啥叫

塾牛~斗全點。]4.

目的告最大限達成會牛到芒要件全確保詐 7]

剖司

環境影響報告書.91內容毛

哭叫主環境.91現況把揖斗調查并包含!ê]五星子司外電f ~丸。1 吋
告單明三三環境外o lÌÌ吐影響.91正確奄評價持完璧詩才1]

AI] ~唱主ff

0] 干什持。于弩之丸。].31

環境外1 叫世惡影響。l 司令代案金發見許斗。l 吾寺是司說明縛。F 弩之見。1 斗.

吽 7] 吋l 追加司 λf 一般人。] L十報告書.91檢討者均理解司主哥吽Z 寺是世情報苦受主尋

尋 7] ~空調 λ:ìi全提案塾行為e.p 專業叫1] lÌÌ吐說明斗立吋1 叫奄分析。1

包含司正是干司。于普

3月。]4.
要約司 λf 說明電t:-}吐環攬影響報告書生去最少限斗告.91吋1]7}À] 事項告包含 À] 丹。于環境影
響評價業務7} 墊華司。I 干什直牛 215LE守所期斗目的會達成會令誠合呂定。]4.

提案是行為三年各專業吋吋吐 λ? 告即行為.91目的，理念，專業科範圈，

費功立fE

專業方法，專業

科內容等。1 寺苦司說明!ê]五分析!ê]甘檢討峙。i 0]: 堂呂定。]4.

昔z咱乏主幸事業。1 發生墓地域.91環境斗周圍環境外l 司吐現況調查斗分析。l
告役。1 斗.

隨伴司。1 。干

0] 斗在金調查斗分析令專業.91實施主因吐環境外l 斗持台影響告把撞許告司

基礎資料吾提供司于吋將來.91環境斗質斗變化吾豫測許告吋~什 λf

基準告提示斗月1

司告畏。1 斗.
λ~] 功立全提案是行為每名專業主主因司發生持台環境吋口1 才告影響告分析司 0]: ~且

按自1 斗.

OÞl 外 λf 取挾持全環境影響各吾吾奪金影響斗斗一些影響告旦干包含 λ1 司分析

吽呻吟詩要L À] 1fr 早年可惡影響音重點的主主檢討分析吽吋外弩之是 0] 斗.

吋1 車~i乏主提案喧行為三年各事業。1 斗吐代案吾 0] 提示!ê].31說明司升。于會主見。1 斗.
以上斗在各內容金環境影響報告書 7} 妥字。i 0]: 垂最少限條件。1 斗之
專項。]

tij

λ~ 7.}吾令旦}.;:

01 以外外l 早上記.91內容告捕完斗之明確斗才說明至1 吾牛~~內容。1 包含吾

牛~至1 斗.
即本格的哇!環境影響評價業務并施行是吽咀吋璋令專項。1 包含!ê]~

分析司。i 0]: 詐按

老喝1 墨子計環攬影響斗分析事項。1 吋具體的。1 平明確朴方1 檢討吾土立外理解 7} 告之事業
吋1 叫奄評價五三正確詐功。1 干什直令~舍之見。]

4.

國土利用計劃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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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環境影響委員會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0]1 吋告環境影響報告書刊包

含λ.1 7-1吋取投王有什外華項目丘之立 ^1

~萄扑扑吾提示替之玖告商il 01 中 3個項目令堂外l 待提

示吐基本的'll最少限.9j項目斗同一首千五 斗吋 ;<:1 5個項目金最少限.9j基本的項目合吋捕
完司平之明確吽才1 司于全項目吾吾提示許正玖斗。I 吾告金lEj且咕吽告斗苦斗.

@提案是行為斗土地利用計劃，土地利用政策，影響圈內科地域外l 叫墊統制斗.9j關係
@環境叫l 叫司不可避許月1 口l 羽毛去惡影響叫1 關吐專項量，即不可避奄惡影響告要約古T

:ï!..

olèj 註影響吾吾輯和 λ1 是牛~毛主方法.

@人間環瓊.9j局地的。1 泣起期的利用斗長期的生產性維持要增大斗.9j關係
@回復 λl 電牛載台資源.9j利用

@惡影響吾吾相投入J 是牛~t:千五 λ~ 7--}!才告聯邦政策上.9j關心事斗考慮專項
」手叫斗斗.9j苟丹L 卅五現毆階斗lλq Jf-持本格的主主政府專業叫司司五千環攬影響報告書
吾作成立是早有r4毛 ;<:1 吽咀 λf 立內容告強化 λl 丹桂段階立移行是斗咕。1 吾專項量。1 包

含喝早早早詐~ ~頁。1 ll} 昔司董裁。1 t:于.
第 2 節環境影響報告書旦1 i基本樣式

環境影響報告書告包含 λ1 丹斗會內容。1 5:..平包括的土豆取投持。i 01=詐 71

叫苦斗。1 吾

內容斗I]~亭。1 報告書作成全哨吐基本樣式。1 定司;<:] ~月1 甘于普有許吽.
環境影響報告書告互補區分吽吋持1] 7} 才部分土豆分類叫苦牛 7于~吽.

社 7};<:] ~衰紙部分。]:ï!.. t:于毛草并 ;<:1 若要約部分。l 斗斗吋叉l 吐 7千;<:]告內容部分。1 吽.
@衰紙部分

表紙部分吋l 幸去耳}2:三斗斗告斗在各事項。1 明示司。1 。干奄 4.
a.

事業名

b.

專業.9j位置

c.

事業機關

d. 報告作成日字

@要約部分
耍約部分~衰紙部分寄1 0]1 添附再生去前1

要約部分令環境影響報告書.9j內容含一目瞭然詩為l

把握斗吋內容.9j重要結果世告簡略意}現l

整理會主立外環境影響.9j程度吾容易吽均1 理解司

正尋古}~機能金發揮辣子全部分。]t:干.

口干斗-^1 要約部分金斗令五年在各事項。1 主管!êl旦哥叫外華視。]1:午.
a. 事業名
b.

連絡處斗措當者(追加資料要請時利用管電話，姓名，住所)

c.

事業擔當機關

d. 事業名

環境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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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事業9-J要約

f. 環境影響9-J要約
g. 代案9-J要約
h.

審查機關

i.報告書提出日字
@內容部分

內容部分芒環境影響報告書 4 本文土豆 λ↑環境影響分析資料 7于五千包含禹。1 說明埠。1 。干
吐吽.

內容部分毛斗告斗在各項目。1 五千取投司。1 伴有T 斗
a. 事業概要

b. 專業對象地域要周圍環境現況
c. 提案是行為尋各專業外1] 9-J ÕJ1發生可能証環境吋 P] 型影響
@正9-J影響斗負9-J影響
@直接的影響斗間接的影響

d. 提案是行為什等各事業呼叫社代案
e.

不可避吐環境斗1] P] 型惡影響

@不可避奄惡影響

@惡影響全緩和 λ1 型牛玖全方法

f. 土地利用關係(摩擦三年岳不調和是土地利用計劃)
g. 環境9-J種期的。]2 局地的利用斗長期的生產佐維持要增大斗9-J關係
@長期的損失金環境利益問司相投

@鎧期的損失吾吾代價立社長期的環境利益問9-J相殺
h.

回復不可能吐資源9-J利用

i.提案喧行為什叫世環境外lτ司在惡影響全相投λl 是牛~斗主嘻2f~司全國家政策
斗其他關心事斗考慮事項
。l 吾項目中 e.

f. g. h. i. 項金本格的咀環境影響評價并強化!9'1J.告吋包含 λl 是牛到全

項目主主λ↑♀斗斗斗9-J苟♀現在斗垂金制限通事業外l 吐初步的土豆環境影響報告書吾
作成呼台設階吋 λ? 老 a. b.c.d 項告中心土豆報告書吾作成許泣。1 吾徹底訪1
。1 吋令實幼性~台報告書.9]樣式。1

王星牛~舍去。1 斗，勿論長期的主立完璧社報告書

吾作成吋 01=許台水準叫1λ? 毛主毛頃目。l

。]c}.

分析當于全裁

包含司正是早報告書~樣式。1

具備司。i 01=會裁

國土利用計劃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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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環境影響測定製審查的I

cH 世基準

第 1 節環境影響評價製測定方法

環境影響。l 吐環境構成要素斗變化斗。1 吾在斗相互關係斗之定義惡牛玖 71

叫苦斗1 環

境影響含把握吽之測定詐 71 副司持全環境構成要素9i把握。1 先行司。i 0]: 堂去。14.
環境斗構成要素告。1 世上刊存在許全正芒裂。1
台前il

環境。1 斗之苦牛 ~V1 叫晉升測定持

7十寸重要証要素址告選別詐。司對象主主意于全呂定。1

日于苦斗堂去。1 斗.環境科構成要

素苦大別司且吐生態物理的環境告構成替老要素斗社會經濟的環境吾吾構成科全要素立

區分要牛~斗~ ~名異議9i餘地外跟老明白幸事實。l 斗且是牛~t:于.
咕 Ai 生態物理的環境外11~ 人間生存斗l 必須的世要素告中心 o 立苦干什現在扑扑環揖污染
9i深刻佳外重點的主主論議 7千5:] 2 ~ ~要素吾選定許生王丹l 環境影響評價吾割墊側面叫
什甚斗吐妥當量裁。1 斗.

0] 亞觀點叫什芒吽咀生態物理的環境吾吾構成吉}~要素立全

1.大氣質

2. 71<.質
3.

騷音要振動

4. 地形地質

5. 土壤質
6. 生態系
吾吾令~至1 斗.

。l 吾要素吾金今司斗斗9i環境保全法斗 Ài 對象土豆井之~~環境污誰叫種頸吾五千
包括許王玉。l 外1] 2個耍素 7} 吋追加禹王王旦~~ ~ 0] t:于.
t:-}告社會經濟的環境告構成許告要素立全

1.人口
2. 經濟
3. 交通

4. 土地利用
5. 審美的要素
6.

社會﹒文化

吾吾午到吽.

。1 吾要素吾吾。1 咀專業。1 實施再說全叫社會經濟的咀觀點什 λ~

7}帶影響全疇。1.屯

告牛到全要素址含選別吐呂定。1 吽.現實的主主環境，影響音測定斗五分析吽告作業。1 復
雜吽E司等司社會經濟的環境金影響全世1 司老範圈 7} 廣範斗之立速度正長期的。171 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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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l 環境影響全測定意};:作業。l

替毛期間全所要許汁l 許 2~ 斗.

立道理由主因司司!..ij

tf 斗斗巷。1 開發事業。1 急速度立進行再告狀況下叫lλ~;: 環境影響評價吾完璧詩才}施行吐
斗ff 按各現實的主主事業斗遲延。l 斗妨害是井台要素 7} ~是素地 7} 寺苦司玖 7] "司是什

困難許至~ 42 .!之至~.2.. 9 吽斗持現實的'ù觀點吋1]-"↑且咀人體保健吋l 深刻吐

影響吾吾吋垮台

最少限.9J環境影響要素'ù生態物理的環境金重點的主主分析言千五湖定吽全才1]

~}昔苟言}ij

吽哼zj-是 EKZ哥司社會經濟的環境毛開發專業。1 計劃再告殷階外ij^~ 0] 口1 開發事業科妥
當性告分析証吽毛-^]波及劫果吾測定古于全過程全 7~ 才有1λ↑環境影響.9J測定。]

0] 亭。~

-^]7]

叫苦斗l 環攝影響測定作業科一環土豆二重的世分析舍董必要 7} ~金毛主。1 斗.

1.大氣質 (Air

Quality)

大氣質~本質的土豆千種額.9J

因子 (structure elements) 0] 2

環境要素外l 關聯司什

到全吟1 吐 7}-^] 全環境.9J構成的

1:于芒有}7}-^1 老人間活動外11 .9J司發生司老排出物。14. 大氣

環境科構造的因子刊關聯司全要素告氣溫，風速，風向，濕度，降雨量，氣壓，

等含量牛~至1 主人間活動外ij .9J補發生司老排出物主持全咀朴，煤幣，立含金，

地形地勢

惡臭等

吾吾吾牛~至1 斗.

人間.9J活動。l 大氣質吋1] n1 才是影響告說明吽完全前ij;: 97千 -^1 .9J要素奎利用電告牛玖裂主
吋。1 吾要素吾令吽告斗在斗.

@擴散要素 (diffusion

factor)

@浮遊徵位于 (particulates)
@亞黃酸井之 (sulfur

oxides)

@炭化水素 (hydrocarbons)
@酸化窒素 (nitrogen

oxides)

@一酸化炭素 (carbon

monoxide)

@光化學酸化劑 (photochemical
@有害毒素 (hazardous

oxidan ts)

toxicants)

@惡臭 (odors)
安車1 斗擴散要素 fE 環境.9J構造的園子叫i 關聯c9 2

L十吋 -^1 要素量是人間活動吋ij .9J吐誰

出物 011 關聯是要素也1 1:于.
(1)調查測定方法

人間.9J活動。1 大氣質 011 口)才告影響全測定古千五調查吽 71

。1

叫司^~告持ij 7}只1 斗

調查測定

01 亭。i;;(~ ot 詮斗.安叫老大氣質外l 影響全口1 云:全囡于壹調查測定呵。干斗又告功告

大氣質.9J現在狀況告調查測定司。于斗斗斗l 補告。1 斗在各現況調查資料斗大氣質外l 影響金

口l 羽毛去因于吾土臺主意干什大氣質.9J豫測作業。1 01 干什Æ1 ot 奄斗.
7千.大氣質吋影響告口1 均主因子調查捌定

國土利用計劃 011

CD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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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 持環境評價制度斗確立

昔

日于苦。l 大氣質外l 影響全平吾吾吾主主風向斗風速吋依司 À~ 咀吋1 風向斗風速金大氣

.91下層域(地上 2m'"'-'500m) 斗上層域 (500'"'-'2000m) 舍區分古干什相異奄方法主立棚定吽圳

是 4. 下層域.91 ~♀地上 2m rv l0m 區間毛主地上，電咕屋上，丘腹地等刊風向風速測定器晉
設置言千五常時測定司。于言l "'l

500m 77} ÄJ $j區間毛氣球吾司令iI 斗精采1

測定呻吟墊吽.上層

域.91苟♀fE 移動全古?咱 À~ 測定意干完全視。1 日于普苟言于5千.
@氣溫

氣溫.91 ~♀五日于普$j茍哥'-9}斗在外只l 主 500m以下.91

下層域斗 2000m以下司

上層域舍

區分司持下層戚.91 ~♀急地表面。1 斗丘腹地，嘻嘻屋上等.91一定地點什固定 λ.j;司
完全裂。1 日于普苟言千五上層域司哥哥L 完全移動詐咕 λf 測定科全裂。1

測定古干

日于昔有許t:-r.

@天饒
天挨斗關聯持。1 測定持。~ 0]: 誓項目金子苦量(雲量)斗日射量之主持雲量金

每時間吽 E牛棚定意千五日射量是自射計奎利用科o:'j ß} 啥。1 1f氣溫.91

目測主立

測定時間斗1 世亭。1 制

定意千五善于有}];:干.

@地形地勢
地形地勢吾土地利用現況圖斗地形圖吾利用許件(1 /25 ， 000) 地形地勢均變化斗溪谷斗
平地是嘻嘻古l 把握許正尋吐吽.主千古l 溪谷是平地主斗污染物質斗大氣污染狀態吾停滯化

λ19) 才叫是叫1 尋司意義~~資料7} 華牛:U 4.
@污染物質再發生源

污染發生源叫老固定發生源斗移動發生源.91干7}Ä]7} 致全吋l 固定發生源金發生瓣。1 固
定司。1 一定地點外 λ1 世發生 λ.19]~ 苟令。]2 移動再哇 À~ 污染告誘發 λ.]9] 告茍q- o] 吽.

固定發生源金發生源.91形態，排出 7}乙二.91流量，

速度，溫度，成分等。1

把握司。~ 0]:詩之

移動發生源哼哼千呼台道路，交通量，運行特性等。1 把揖持外外昔斗.
斗.大氣質$j現況調查詢l定
大氣質科現在狀態是調查測定斗丙吐持'J7}只1 觀點外IJÀ1 調查測定司老去。]

吽老一定地點01]λ1 .91大氣質斗斗芒吽斗是全
l午全廣域分布狀態.91調查捌定。]t:-]-.

一酸化炭素，

浮遊粒子，

高度分布狀態吋~;守主司大氣質。1 哼，

大氣質科副定金亞黃酸斗士，

光化學酸化劑，

u} 苦斗吐吋1 詐

惡臭，

正 E于毛詩

炭化水素，酸化窒素，

有害毒素.91濃度 7} 重點的丘立調查.!9 ~ 0]:

吐斗.
一定地點外lλq .91大氣質測定各地上司副定機器吾設置許台片il

u} 昔乏有許斗高度分布斗廣

域分布狀態.91棚定金~司 À1 告航空機奎利用科iI斗人工衛星告活用意千五三等許是刻1 甘于昔有
許吽.主証。l 吾.91測定叫l 必要社翻定機器fEETf?斗苦斗.

大氣質測定機器喜于是測定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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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換器，測定法

大氣耍索

o
o

O 亞黃酸 7h之

AU-glass Midget Impinger
Air Pump

o Air Flowmeter
o
o

O 炭化水素

Spectrophotometer
Flame Ionization Method

o 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
O 酸化窒素

OGriess-Saltzman Technique

o Nondispersive Infrared Spectrometry
o High Volume Method

O 一酸化炭索

O 浮遊粒子

o
o

O 惡臭

Scentometer Method
Odor Judgement Panel

(2) 大氣質科豫捌方法
環境影響評價全開發計劃 0] 實施.;9 7] 前外開發活動叫司司惹起塾牛泣全環境外祖l 羽

毛去影響全事前斗1 把握許台作業 0] 主持司 7] 叫吾叫

大氣質斗豫測方法。1 重要性金委主l

~吽.
大氣質$J蠶捌 λ]:::三盟各斗舍。1

土臺立諜捌 Simulation告詐。4

斗 4 0-全〈圖 4- 1)斗主金時]大氣質外1 關聯是現況資料是

風向風速分布計算，擴散分布計算，移動發生源外1]

內叫!立拼出司 tE 污染物質量告計算許正尋註吽.
響$J ]是測告言?為1]

$J吐區域

0] 昔計算結果吾綜合的乏主分析詐。4 影

~斗.多樣哇活動外~$J刮大氣質吋~ '0]科全影響全評價許 71

剖 õnÀ~ 美

污染源$J與否，污接物質含著動 λ~ ;7]至王子毆量，污染被害者吾告驗討司。于吐斗.

污染物質

告移動 λ] ;7]~-手段吾金氣象條件斗地形條件件l 司司統制禹王王污染被害者吾告人間吐。l

0} 1.-j 2 動物，樹木，他物件苦音是世千五:..~斗.
2. 水質 (Water

Quality)

水系環境 (water environment) 金生物的要素斗無生物的要素 7} 復雜詐功。1 干什等各體
系。1 吋物的要素斗化學的要主義，生物學的耍素持相互關聯持。i 水質吋1 影響告'01 文:12 且
已于 .7.)<.質叫1]

'0]均告影響音測定許 71

@物的要素 (physical

elements)

a. 安全吐地下水 (aquifer
b. 流水量變化(自ow
c.

safe yield)

varíations)

泊額 (oil)

d. 放射能 (radioactivity)

e.

♀1 吐指標立 λ↑全 1 ，j7} 只1 苦苦牛旦1 至1tf 吋]

字遊物質 (suspended

solids)

r:干告斗苦斗.

豫ìIItl

料

資…料附咐分蜥析

|

氣 象;資 料

1

:

|

?士 料

;L|

且且l

閏-主笠哩蚵吋主竿平血且叫主史封叫叫空出叫叫~山l鬥
1J惡ì 惡

|

|什

;

II
I I

矗立上一 :斗…:阿上玄

1 1J~ :!I[旦擴散係數|
L~~~l:._1

11壘垣ifJ :

L........L....
Simulator呼

叫奄豫ìIItl

結果且J 整理分析

L 立 _1

世哩

II II

1

1!

iih--…j 二亡

(

II

[鴻章富別蓋章|

1

…
J

l

J.5~.ï.:朱

.-----r--;--..""

Él

:

||孟屋孟之l

!

國 L且
H 可自迫叫→些主K
一
一緝
銘部
。嘲通建阿拉幫扯

資

System

I'

7;;(一戶可JILl:古iJij[i三
lj主Fffi:lF星 1
區三室|

墮三聖J

工…;

直三!f!: 1

蓓一點
「一

i

評

價

f字

業

|Bac地round算出
•

荒草

ï蓓一頁I
一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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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熱公害 (thermal

pollution)

@化學的要素 (chemical

elements)

a. 酸性斗甘于'}2-J性 (acid

and alka1i)

b. 生化學的酸素要求量 (BOD)
c. 摺存酸素 (dissolved

oxygen)

d. 擂存園形物 (dissolved

solids)

e. 營養物 (nutríents)
f. 毒素混合物 (toxic

compounds)

@生物學的要素 (biological
a. 水生生物 (aquatic

elements)

life)

b. 排泄物.9j大腸菌 (fecal

coliforms)

(1)調查測定方法
7}.

評價作業過程

水質外1 口l 羽毛主影響音評價許台作業企互補現況調查作業斗豫祖u 作業主主大別會牛奴

主~..2. 9 細部的過程斗節次全〈圖 4-2> 吋I]Ãi 且是:- 13}斗苦斗.
"t.水質.9j現況調查測定

@安全量地下水
。1 全地下水層毛主枯竭 λ1 型。]

'ilÁ 0]

用水量供給華牛玖完全地下水可用性金堂斗若真主立

測定方法毛苦之試驗時利用斗全方法舍利用量令 ~q.

@流水量變化
流水量斗流速。1 水生有機體外l 叫♀重要詮叫。H去營養物告供給詩才吽移動 λ1 7']2 酸
素俱給司機能含意于 7] 叫苦。1 斗.流水量變化測定金自動流水測定器告利用許吽翻定量牛

~t:于.
@油類

溶解泊類斗乳化油類等毛斗吋斗才有機告 1盟主音接觸λl 玉立主主吋 λ↑昔立平5j

世牛 ~q.

抽出色1

0] 以外叫1] !己 7] 吾 7]91 吋立工吋告音是 q毛/:] 7] 吾 7]91 1吾 λff7t 吐持毛 /:1 昔27]

L干干有辛苦苦叫它叫或名:31-玉L 立吐斗毛-^]等。1 斗甘于吟。] 7] 吾主立豆'Ù q毛-^1 許是次
全 fi，[許是」之三百~ Ãi 泊類吾調查誓令 EliE守計量的測定毛定期的司l

水質檢查分析方法 o

立翻定昔牛~斗.
@放射能
放射能各高感度.9j放射能測定器吾市中外1]

天然7.l<吋11

1

。一

7

Ãi .9j放射能許容限度全社 u}.2..叫 E于

斗。 1 豆豆副司 (microcurie) 0]

t:}.

1.于斗~完全製品 o 立利用斗咀翊定。l 可能吽五

同位原素7干擾合竭。i 1.十 E于"t全苟.!f- ~ ml t去

0] 許容限度吾超過許芒7ð千七人體斗7.l<棲生物叫害

國土利用計劃叫~

~O-J吋環境評價制度$J確立

〈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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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影響評價作業過程

|計劃內容司 分析|

•

!現地踏查|
發備調查

|文獻﹒資料蒐集 l
現況調查

|

類似計劃地點調查

•

|測定項目叫
本

調

查

選擇

|水質調查計劃 l
水質調查持

貫施|

L
解

析

!資料整理﹒解析|

|五嘻樹立 l
豫測作業

豫

評

說1

價

Simulatiøn

l 水生檢活質討變吋1化4斗影社響會
$J

7于是 E十五王之E于.!ij外。于奄吽.
@浮遊物質
浮遊物主吾皮膜墊 E司斗石綿哎主音通z甘苦苦金濾過舟子守苦乏主叫什翻定量午

濁度全要Ej透過程度奎利用証測定機具吾利用司 À~ 測定警牛;u斗.

濁度7于全金呂定金水質。]

;U~吋

浮遊物質。1 時71 1.干

';;t o}只l 全呂定。]t::十.

@熱企害

水溫Ej測定金簡單首}.:i!.正確詐祠堂牛;U~吟。1 喧事業。1 周圍水溫外1

吋科全影響各

數學的主草告利用會主主-1(1 址。l 干什直令敢去去復雜吐問題。]t::于.
@酸性斗堂外 ij 性

生i"::' pH告甘于于 ij 性科條件全吽 E干叫主要毛 pH全酸性科條件含意味許告吋l 酸性斗堂

外司性Ej測定金測定機具 7} 市中吋販賣主司.:i!. ;U~1:司測定方法正簡單詐斗.

pH7} 5.0以下

環境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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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斗 9.0以上電茍令全苦之 7] 玲等全可能性。]

*4.

@生化學的酸素要求量 (BOD)
。l 指標完全有機性 i芳草起物質。1

自然狀態斗生物學的同化過程。1] 什昔叫什枯渴司。1 井台海

存酸素量 (DO) 吾吾 斗斗叫老三荒丘立 λ1

洞川污染防止斗是.9-]

水質檢查昔叫司井旁重要吐指標。]4.

自淨能力吾吾評價持正

定期的'Ù

定期的電l 生化學的酸素要求量測定金實驗室外 À1

稀釋技法 01] 91 豈有 0] 干什萱牛~斗.
@摺存酸素 (DO)
好氣性有機物毛榕存酸素外必要古l noJ無害產物吾吾生產量吽.
美的問題 7} ~~雄氣性狀態旦發展。] ~4.

f容存酸素并不足斗咱惡臭斗

榕存酸素 91 測定單位老 mgjlo] 斗測定金。于眾l

丘法 (Azide Modification法)全利用扭過正實驗法吋司司。l 亭。1 型牛玖斗.里挂市中斗I]À1
販賣~若梅存酸素吋I]E干旱吋榕存酸素量詛.u定音午五 ~4.

深刻吐摺存酸素問題fE 夏季刊

惹起~'Dt;
@溶存圓形物

多量判，搞存圓形物毛主生理學的影響，擴物性91 哎，經濟的影響叫苦斗1 寺 ;;<:1 ~主斗.總搭
存圓形物金吐吐唔，晉吐吐唔，當重干苦，有?告唔，'Ù吐宮，甚至T 甘，是舍，

是苦斗和合是其他甘于手融和。]

P}-立吋l 舍1.十互苦，

o}.

總溶存固形物 91 測定金湖定。] ~01 0]: 會告全夸啥λl 卅一定吐溫度狀態 91 ~之芒叫~ À1 乾
燥持電旦旦司 λ1 決定是斗.

結果值全 mgjl TDS立表示尾時

O 營養物
水中營養物。1 單富15];;<:] 吐藻額 7} 增加斗 Z 藻類 7}- 密集~吐水面吋l
形成是斗.藻類 7} 死滅會叫廿五z. ij二世惡臭 7} 斗才I].!司 Z 上水淨水場斗

問題是惹起λl 外 7] 五哇吽.

喀什司司

或:]7.司 7]7}

追司吾B}司汁l 意l~

蟬，甚士，吐士，鐵等。l 營養物91 役割告呼台吋l 自然水叫I]À1

fE 蟬'0] 正常的'Ù植物成長告制限芯l~ 量告含有許之泣。1 重要性音符祖斗.揖.91分析毛

干段階立。1 亭。~ ;;<:]全吋項補段階完全憐告含有吐形態4 次全可擋性.91 Orthophosphate主

轉換λ1 7'1 全呂定。]2 苦功偉階全可擋性 Orthophosphate壹色度計立決定言l~ ;;;l. o] t:于.
值主:-

mgjl P

結果

(Phosphorus) 主表現吐斗.

@毒性混合物

水銀，鋼，銀，鈴，J.>j墊，主噎旱，耽素，于千五苦，三五苦等91 重金屬含含有吐廢棄物::個
別的土豆或是復合的土豆水性有機物叫i 害毒全世主7'] 完全吋l 有毒物質金害毒司

樣性。] l，.i 平廣範吽吽.

0] 吋墊廢棄物告調查詐告吋~

Bioassay7}重要有T 手度。1 是吽.

告。1 研究科結果外特定廢棄物放流叫1 口干旱水棲生物叫1 叫吐害毒91 程度吾

許容限度吋關奄勸告哥叫晉午 ~7] 叫丑。l o}.

程度斗多

0]

斗斗叫于吋

國土利用計劃叫11

~oJ ^ì 議場評價制度且!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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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
水生生物9.J生態系全吟。l 供給，量均化學的特性，物理的變數等叫1] 9.J司變化是斗才丘L
b叫人為的'ù 污染物各自然的'ù生態系9.J均衡告破壞λl 歹]7] 唱斗.
水生生物叫把揖吾吾剖至ßÀ~ ~現地調查均不可避古千五現地調查時全通常的'ù

生物學甘苦

至2 方法斗分析方法舍利用吽00]調查司。干堂生態群集斗類型毛主苛三王芒， Periphyton ，于有

辛苦苦，魚類， Macrophytes o ] 斗.
@叫當昔9.J

-.:羽毛?苦

苦名疾病9.J傳操媒介體沖撞牛旦l t::午.甘苦苦。1 苦斗l 含有司。~~吽全呂定名叫電量。1 污

染司9.t 4名證攘立λ? 在于許月1 是斗.τ司帶丑告測定言于全方法毛已于 7};-;] 9.J方法。l 利用~3I.
~~叫世 7};-;] ~

Multiple Tube啥立唱。1 三z. 4毛吐 7千才是 Membrane垂司法。]t::干.結果值fE

lOOmg當叫寸丑 o 立 À~ 表示司斗測定道具 fE 通常的徵生物研究斗Il À-J必要証道具奎利用証

斗.
(2) 水質科鷺測方法
水質利瑋翻告副司 λ? 若現象9.J資料吾蒐集分析古干什主謹告甘苦後。1 奎利用証 Simul

ation吾吾司品主立外水質含豫測量午 21 至1 斗.水質9.J讓測告哨吐5:.禮金洞川斗1l9.J污濁
水司擴散金蠶測古于 7] 剖吐主謹斗沿岸海城外1] 9.J擴散告瑋測吽 7] 剖吐 2己墊，之王司主混合

主墊吋11 9.J吐方法。]

~~甘于 0] 吾正當全樹立吐 f矣。l 吾利用許吽 Simulation吾吾許咀瑋測

資料告求量牛玖吽.
3.

騷音要振動

工業化斗都市化9.J影響土豆騷音要振動主立因吐公害 7} 急增許台趨勢州l 致全吋l 騷

音嗅振動毛環境9.J質含斗E于1羽于全重要吐要素 7} ~3I. ~4.
搔音斗振動9.J影響是人間生活叫什前 7};-;] 立官l 刻又去l~ 1I}騷音斗振動刻變數全是干

司生理的影響，心理的影響意見交換外1

口l 文l 七影響，作業遂行外1 口1 清苦影響，

社會的

行為什1']司老影響。1 斗全觀點什 λf 測定。].~斗。于普呂定。1 斗.
(I)騷音質振動斗調查測定

騷音要振動9.J調查測定作業金〈圖 4-3) 外H 且吽于全甘于斗

巷毛順序曇 7~ x.j

遂行會

牛~.2...j:司現況調查作業結果蒐集型資料吾土臺立司 λ1 豫測作業合實施堂牛~至1 斗.
騷音嘎振動9.J調查測定金叫司調查斗。1 斗會項目金騷音9.J

企{測定。] 0] 亭。1 斗。干詐辛苦功騷音之苟且官司測定。]

73 ♀外l 全哭叫騷音司l 型

0] 干什持。F 垂斗.

@騷音司1 嘻

騷音吋哩金搔音9.J三王 7] 吾甘詐fE 呂定 o 主λ↑騷音9.J三五 7] 外l

泣。1λf 刻變動狀況告

測定古于

全呂定。1 斗.騷音司l 哩9.J翻定名指示騷昔計斗騷音自動測定器吾利用言干什測定會牛玖台商1

結果值完全 dB立λ↑表示是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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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J一旦一一竺-1
實施計劃 l

|lF哩!哩]
查

現

[現

況

第 0 次影響頭說j

主義

第 1 次影響豫頭j

到.一

準一
水一

動一↓
振一

騷一

血日一

@騷音三三司主嘻

(
ji
j
分 -一
L
i--間

備

騷昔乏現主唱金騷音$j周波數吾噎古}告呂定」之三 Ãì

高周波數電牛善于人體外1

世l 有丹1] ~斗.騷音乙二司旦唱$j測定金斗斗立分析器，定比周波幅分析器，

吋王守主告全

定周波幅分析器量

利用許什測定量 ζj=-~斗.
@振動商1]\堇

振動司1 型毛振動$j三王 71 去測定斗吾土改主主 Ã-] 振動剖l 型計奎利用詐。4

振動$j三五乃是測

定會牛玖吋.
@振動三三司主宮

振動周波數吾測定斗ff 變數立 Ãì 令，-"4主主分析器是利用意干什振動土耳有三唱告測定堂牛法斗.
(2) 騷音符旗測方法

調查持。1 干什

區童音$j豫測告副司 λ~ ~ <圖甚 -4) 叫，]Ãì 且~ llr 斗志fO] 騷音發生源呼叫吐

.il立吋l 叫吐資料 7于寺是司蒐集司。1 。于言千五。1 是根攘立古}斗氣象條件斗

防音構造物。]'-+

防音裝置斗1 斗吐的音劫果吾考慮言干什騷昔斗程度玲瓏測王有什。F 堂去丸。]4，

國土利用計劃j 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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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條件刊特音酬啊補正]
防音壁，反射板，遞音壁.91劫果叫141 奄
音壓i!ll 啥叫補正

i 結果均表示|
4. 地形，地質
土地告限定通資源宣誓斗斗斗人間生活斗根據地。]7] 叫苦斗l 土地外l 叫吐人間生活.9J
影響毛主莫大世呂定。1 斗.

土地呼口l 天l~ 影響吾土壤浸蝕，地盤沈下，地下水污染等多樣許吽 0] 斗甚是影響全口l
羽毛去要因旦旦吐多樣吽吽.旦工業圍地建設，交通網整備，

都市開發，

地下資源開發等。l

l干地形地質斗影響全吋有:J!.. ~t::于.地形地賀科環墳影響評價作業是互補分離持斗現
況調查，影響分析斗主義測作業，

Monitoring 評價報告斗 47~ 過程主主構成墊吽.

(1)地形地質.9J現況調查

開發行為并開始!<J 7] 以前勻地形地質告中心丘主吐土地環境.9l現況告調查許台裂主
主λ.J 0] 外1] n午喜過程名專前資料分析，現地調查，地域環境均分析，自然過程.9J吋升t-j告.9J
分折合署司現況調查晉冀施堂牛 ~q.

事前資料分析段階外~À~ ~現地調查吾剖吐準備作業主主λf 飯存刊行是資料吾蒐集分析許
老毛1 世前i 各種地圖類，航空寫真，各種政府刊行資料，報告書等全蒐集合;}~。于普呂定。1q.
現地調奎段階外lλ? 毛去現地吾直接觀察言:}:J!..計測詐吋資料是蒐集垂墊。}斗斗意見調查旦
實施司正確証資料扑克集司五三哥叫。干証斗.毒者|重點的主立調查司。1 。干昔調查項自各

傲地形，表層地質，地盤，地下水，土質等斗洪水，土石流，崩壤，

其他自然災害等.9l專

項。1 包含持正是字叫。于堂去。1 斗.

自然環境吋升t-j吾分析設階急地形，地質中自然災害.9J可能性舍外祖地域去把握詐什
分析會主立法1

自然災害判危臉性告緩和 À] 7']7] 割吐對策告樹立吽完全前1] .5三告。1 塾牛敢正

主千古:}71 剖會主兒。1 t:干.主千計浸蝕。]1.干堆積作用，地盤沈下作用金緩慢詩才l 作用許7] 叫苦外l

E農境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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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呼叫外1-J吾含分析古干什。干什吽吐結果 7} 算出垂牛誠合裂。1 斗.

(2) 地形地質叫嚷測方法
地形地質斗豫捌方法芒。}~方}?:]開發型方法。1 時?:]詰丘吋開發型方法中叫I]Áì 老 Matrix
法叫1] .9j奄豫測方法斗 Flow-diagramoj] .9j司自然災害危險可能性含抽出司叫台方法。l 有
用言:}r:}-JL 昔牛~至1 斗.

Matrix法金 Luna Leopold7} 環境影響評價吾為司開發苛方法主

立持立刻方法各地形地質.9j環境影響塾外1-J斗五毛環境構成要素吾包含λ1 7'1 JL ~o-j付
地形地質吐.9j豫捌方法土豆利用吽 7] 叫I]~ 變形。l 必要許斗.

o]~ 奄點吾吾補完斗o:j日本科

網永。1 開發墊方法名 Matrix吾 27~ 作成甘于特 1個老主要 Pro jectJJJJ 立環境外吋電影響毛主
抽出許全 Matríx 去作成許早已于毛 1 個老影響別互影響音啥告影響要素吾把握言:}~

Matrix

立構成許互攻斗. Fow-diagram外依吐方法金投入!9是因子斗產出持台因子吾原因結

果斗fT 闢係立把撞斗斗 Flow-diagram告作成許o:j分析許全方法。l 吽.

01 方法毛主勾 λ1 復

雜詩之多數斗因于 7} 混合型苟 J乎全使用許 7]7千困難斗斗老弱點告只l 斗之玖吽又是午

~4.
5. 土壤質

土壤質毛主大氣斗質。1 斗水質斗吟在 7}?:1 立重要吐環揖.91 構成耍素 7千持正~r:十.

土壤

系主去五月!] 1-j-午。1 土壤空氣，土壤生物，土壤水，鎮物有機物主構成司外玖主 E司，物質.9j分

解，物質.9j合戚，蜜素固定，水分保持，物質科吸收保持，熱.9j吸收，

放熱等斗機能告遂

行詩JL~ 斗.
土壤系司機能刊電三句古l

損失合唱司才1

許台過程金安功立地上構造物叫~.9j吐土壤.9j

被覆。1 辛苦功立土壤斗浸蝕，持IJ ;，<~全土壤污染。l 斗又告牛到斗.
(I)土壤質斗現況調查斗豫測方法

土壤質.9j現況調查斗報泊j作漿。1 必要証諸事項斗作業過程芒〈岡 1-5)oll Áì 且七日}斗巷
斗.土壤質.9j現況調查斗旗測作業金貴施詐 7J 叫司 λ:ì":::計劃案叫司有T 分折合通吋土壤.9j

質吋影響音-01 全可能性。1~ 全影響全J 種顯斗發生時期，持續時期，影響斗範圖等告把握
許c司。F 吐斗.立斗之 1千λ:ì ~土壤.9-1 質外l 關聯是資料音。1 蒐集司o-j 0]: 許完全吋l 調查玉皇事項

音名表土司深度，有劫土原斗深度，耕轉斗難易度，表土斗碟含量，湛水透水性，

元性，土地叫乾說，自然肥氏度，營養分.91 單竄，陣響性，災害性，傾斜，

酸化還

夜蝕母材，地形，

氣象，植生，水利狀況，生產性，土壤.9j履歷等。l 調查埠。ì 0]: 奄吽.
。l 斗在。1

項目吾丟了現地調查，聽取調查，栽培試驗調查等告通司調查司正等許z 調查結

果全生產力制限要因告抽出穹下之外外1

吽芒土壤質斗豫測作業金現地斗同穎.9j事例吾選

定斗吋利用許毛方法正奴主主室內可旦望試驗告通司土壤系斗變化苦豫測許台方法旦旦i
..2..!司因果關係昔關係式主主、作成許件。1 吾利用計算會主主司吋豫測詐完全方法旦旦l 告吋l

關係式告利用詐fE 方法各自于朴方?朴實用化!9 717千呼;Q;困難墊點。1 璋吽.

國土利用計劃叫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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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4-5>

土壤質再現況調查斗預測作業過程圓

|計

劃一一三|

(捕;Hdt報編|一一一一情結晶晶ptl
|一一一|一檢討 l一~l

i 且豈方法判設定呵函，調查項目，調查時期等)

lEEl|面包

直豈1 I噩噩|

l 調查結果均 解析 l

|土壤質再說況把握|

尚昆EFElJ l掉哩監學些rr~ 1一
|濃測作玄|
|潔測結果均評價|
No

I

I No

I

土壤改善對策

一一兩例如←一ljm 」→l fi詰TZ間提言

|豆豆豆*1
土壤質 91 讓測作業金。于斗高度91 精密性告扑克註定量的方法。l 開發司只l 要意干什調查者
91 土壤系外l 關吐知識斗經驗叫1 立肺吐綜合的判斷。l 必要許吽辛苦午到斗.
6. 生態系

人間。1 居住詐J1.~全環境丟人問舍，告司外之效老人間以外 91 生態系斗密按世聯關全
嗤之~.Q..吋生態系 91 下位水準 91 要素外}影響全 p1 科全問題 7} 發生~咕。1 吾吾人問 011
汁l 影響全 p1 斗才11 -{l1:于.

生態系斗全贊頓吾吾說明古1 吾牛~~全變數量主持是全大動物，捕食住91

鳥類小動物，魚

類，貝類，告λ:ß ，農作物，稀貴種，天然植生，水生植物等告列舉証令其1.9-.
(1)生態系判現況調查曳豫測作業

生態系 91 現況岳調查嗅瑋測作棠，動物斗植物舍區卦吋 λ? 調查斗全役。l 平均 Ãl91 調
查方法91

差異點合考慮堂叫<J}昔苟言}斗.

咱 À1 植物 91 現況調查方法合金 yj 芒吽吐臨存資料吾蒐集古千五判讀詩吋扭存權生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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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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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豆豆

1-1 的 l

巨極區環境評價國|

1 重回

!主|

一l 啥?也| ;F
戶戶陣妻蠶
F
畫

工

業
園

地

造

成

l 調查地城選定 l

計

且一

-I_~I
完成操業

l空哩主堅堅旦|
(一圈函]一一

握言r .ï!..調查地域告選定許什現地調查苦實拖鞋後現存植生圓吾作成立去年有t 斗.

01 0\1 t司

苦。1 潛在自然植生圓斗自然密閻吾作成許泣。1 外1 依據科件環境評價圍并作成司正是干奄斗
植物持現況調查嗅豫測作業斗作業過程芒〈崗 4-6)0-11λ1 ~已全甘于斗在斗.
主辛司植物現況調查時留意司。于華點芒稀寅植物告調查詐告役。14.

植物叫豫測作業金植生還移9.J豫測告中心土豆。1 平斗斗。干堂 ~01 斗.
E千金動物9.J調查作業金植物社會主斗動物社會持謹也多樣古千五立長期9.J觀察。1 必要
游斗.動物調查完全世才組成種調查 7t 01 干什才 o"þ 呼之外斗併行司持生態調查即形態變

更，食生，適應性，生殖場所，生活範圈，移動，季節變化等司調查均實施司。~ o"þ 墊 4. 動
物調查嗅豫測作業判過程;:

<闡 4 一7) 斗斗且全甘于斗在吽

國土利用計費j吋紋。1 斗環境評價制度為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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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口
環境金主才1 分顯詐吋生物物理的環境斗社會經濟的環境主主區分惡牛到完全前l 社會經

濟的環境吋口l 羽毛影響全把握許 71 副司外吋現 7}Ãl

環境構成要素吾考察叫苦牛車i 完全

吽井苛吐才把握~件。于普要素 7} 人口。I 吽.
人口.9J側面外11À~ 社會的影響主主意味到完全變數老人口數.9J變化，人口構成，人口司配

分等全吾牛敢去~..Q.斗。1 持社變數.9J變化全社會體系叫他構成要素。'11 汐'}Ã1 互影響全口l 詩
才是斗.

人口。1 口l 主1 全影響含評價詐 71

音司收容能力.9J變化，

~詞吐檢討事項吾立λ? 老苦功立事業建設毆階吋11 À~ .9J影響

Ãj1 神經濟的立i!lJ?.雇傭呼叫影響，叫司

住宅斗團地.9J特性等。1

列學華牛~斗.人口影響金評價吽 71 斜奄對照者告已于各衰斗1λq 1.千吽吐甘于斗在吽.
〈表←1)人口影響評價善為在對照衰
1.建設段階斗影響
@再配置

@建設斗吟喜直接的影響(勞動者叫流入)
@建設吋吽芒間接的影響(勞動者叫潛定的變化)

n. 收用能力.9J變化
@物的(空氣，苦等)

@形態的(地區別，土地利用計劃等)
且經濟嗅雇傭外l 叫昔影響
@直接的影響(該當地域外I1 À~ 雇傭是者)

@間接的影響(經濟發展外科吐新規雇傭)

N. 住宅要圈地.9J特性

@住宅.9J求得可能性，質，費用
@交通費用五年交通流司司直

@美的，健康上再考慮
。社會文化的要素
@地域司特性(學校，主 ~Àjl 司等)
建設毆階.9J影響各事業.9J建設外1 關聯是影響全垂科全視主主À~

01 p-j吐影響。1

3..]::于咀

事業合割草1 必要墊勞動力斗量斗再配置司。~ 01=堂人口數等。1 推定司。1 0 1=吐斗.
收容能力.9J變化老人口壓力。1 惡。于2日刊吽吽上水道供給司增大斗毛外地區制吾再調整

奄吽芒 Ã1 等.9J影響。1 檢討再是 2月吾吾垂詐吋下水處理施設.9J擴張，大氣質斗基準，土地利
用現則等全變更 λ15'1 是去吾 01 包含塾牛~斗.
經濟嗅雇傭斗1 叫墊影響各必要証勞動者.9J數斗質吾吾失業者斗對比司主吽立地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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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I]^i 雇傭聖勞動者叫數斗外部叫I]^-] 轉入司斗。于管勞動者.9.1數斗推計持。1 干什才。于世斗.
住宅要園地.9.1特性是專業訓1] .9.1 õ~ 變更司老廣範圍吐變數吾包含言千五?. ~~吋

0] .9.1變

化;: 7-]于主人口數，人口分布，構成什影響毛主口l 司司是斗.
(I)人口豫測方法
@直接趨勢外插法 (extropolation)
。1 全芥子F 簡單世推計法土豆 λ7 時系列主是資料吾利用吽吋人口變化9J 11~ 型金豫測司

.，!;1..;:方法。1 吽.

0] 方法令基本的主主人口數告時間.9.1

函數斗全關係立^i 表現 λ1 7']完全方

法。J -c:.}-.
@割當法

。1 是直接趨勢司外掃法斗吋寺復雜奄方法斗峙中間叫1 該當古千美方法 o 主持

料是 A 地域斗 B 地域叫人口.9.1關係吾決定司于全吋l 利用~.:ï?. ~t:于.

時系列資

0] 方法名小姐摸

地域叫人口推計吾為司喜古l 利用~;:方法。]t:于.

@生命率法
。1 方法丟人口推計斗1] "tl限定~方法。1 吋專業科將來教果判評價是副司 λ↑全直接教用
性。1 鼠-c:.}-.

0] 方法吾吾判精 λf 必要有T 資料吾名粗出產率，粗死亡率，立~.:ï?.推計期間中實

際發生華出產者數斗死亡者數。] t:于.
@混合推計法

。1 方法名 Bogue斗 Duncan oJ] .9.1剖開發喧方法主主斗多樣吐年齡，

性別，

人種立吾.9.1

規模叫1 繁盛奄利用可能奄資料吾發見意干什生命率法斗 λ↑利用通同一吐計算方法主主人
口推計誓言干完全方法。1 吽.

@多種回歸法
。1 方法名人口推計歪斜有1 7}- 寸強力可方法咀吋1
利用古l 吽獨立變數。1

時系列資料斗三千金交叉分析資料奎

基礎奄從屬變數數值吾算出堂牛~:: ]象測公式全

社晉升利用古于全

方法。1 斗.
(6)住宅數外~ ~1 吐方法
去芒.75ì世論理芒混合法。]1..午生命率法斗同一世吋J

喧資料吾利用電l t:-l-~點。1 差異 7于~斗.

0] 方法芒斗士收容能力斗l

0] 方法斗斗主咕 Ài

直接關聯

人口數 7} 最終集計是後.9.1

住宅數司變化量推定許泣。1 住宅數外11 1 家口當人口數苦斗吋人口數變化吾推定意于全方
法。1 斗.
@構成要素法
。1 方法令真正吐人口學的接近方法主主持人口變化主l
利用可能吐人口學的情報告最大限利用古千七方法。l 斗.
斗告吽苦斗.

原因告構成要素別立區分古干什
0] 方法.9.1根本原理是數式化斗吐

國土利用計事j吋11

~oj 持環境評價制度均確立

39

Y'+1 =Y， +B，→卅一 D，→'+1 +M，→1+1
Y， =t年度~人口數

Y'+1= 圳年度~人口數
B，→叫=，年斗 λf 卅年持 Ã]~ 出生數

D，→叫=，年叫~ -^~卅年方~Ã]~ 死亡數
M1 → 1+1 =1年叫!]-^~ 1+1年林又~ .9.}純人口移動數
(2) 人口移動議測法

人口叫1 口l 文:]~影響~評價吾剖叫什老繼續的世出產斗死亡金叫于主奄人口瑋測方法
且吽老人口移動~讓測。1 吋重要性吾吾吾才1] .!有吋等言l 立影響各深刻詐均1] 1.午吽首次 o 主
唔之十是斗.

@人口移動耳垂嘎 λH于司1] 0] 位法
人口移動~麓測斗1 關吐接近方法金子立地域分析專門家吾 0] 璋 0] 利用精扶老司。l 方

法吾金主主主去 λ} 苦斗斗立正望。l 相異吽吋去甚有三L主告人口移動~原因。.!司全經濟的
要素斗其他人口吸入衰素吾利用電T 相對的人口誘因度苦說明君胡平完全正禮金開發言1 利用
意}.:;r. ~4~ 點吋-^~~類做許 4.:;r.苦牛 ~4.
@回歸正謹

回歸王三種舍利用許七方法丟人口推定時利用說堪

回歸法合~在補充詐吋利用意}.3L ~

吽.部世 7}Ã] -t去現在叫人口流入金過去叫住宅價格，失業率，生活叫質叫l 吋吐指標等刊

S!J õll 起因是 E千五王其泣。l 斗巷金隔差變數量導入司 -^ì .:!正禮金求意于全方法。1 早已?毛吐Y于只l
全過去S!J繼續的咀人口移動資料吾利用 õ] 吋回歸方程式全求意于全方法。1 斗.
@嘻斗。l 法
。1 方法各專門家吾~該博吐意見全由于平草制約全加吽Ã]

.3L

0] 吾斗豆甚合綜合古干什豫甜言?老方法。l 斗.

0]

~古之合意吋1 到達苦于林主胡平

方法金蠶測方法。1 吐哉。l

家 7} ~咀瑋卸責料吾利用吽平推定方法舍利用管~世 7} 詐若按各分析家S!J

甚至哥金分析

判斷斗1 依

攘吐巳t~ 點全根攘主立當為控告吾吾Jl.~完全氓。1 斗.

8. 經濟
。1 喧事業。1 實施吾土主司外地域社會吟地方政府吋吋羽毛經濟的影響毛主調查甘于五推
定許台吋利用古}~方法芒 37}ÃJ 技法。]~斗.

吐7千朴方法各政府事業外1]

(cost.revenue analysis) 0]

t:ll司，，]科全影響全測定吽完全方法咀

~..2..Jij 1:于毛吐 7}朴方法名私的部門。骨干主利用持台方法吐經

濟基盤分析 (economic base studies) 0]

output

analysis) 方法 0]

費用一便益分析方法

~..2..Jij 1.午吋 Ã] 吐 7千朴方法金投入一產出分析 (input

t:}.

費用一便益分析方法金特定政府機關。11 ~司提案再三王實施 4 事業主主平司發生持台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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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費用斗便盎寸金局限司扑考慮許老三是。]t::午.

0] 叫司費用，便益各專業主主平前發生

司 ff 直接的費用。1 斗便益墊。}斗斗間接的費用。]1十便益方'}:A]五三同時吋l 考慮埠。1 算出埠

。1 。于奄斗.經濟基盤分析毛費用便益分析。l 地域經濟刊民間部門 91 影響告把握垂令說啡
生去未備點吾吾補充辣子全方法 o 主持根本的主主告投入一產出主草 91
~斗.

單純型。1 斗Z 昔牛

0] 方法斗 λ? 老產業部鬥至今于 7~ 91 部門土豆大分古干什首于 1牛毛去基地活動 (basic

。1 斗五詩之吽芒詐斗全局地活動 (local

activity) 0]

<!十五分類詐。司

每台商l

activity)

基地活動。l 沿

線出部門。1 斗之五苦~♀吋外部地域叫市場合對象土豆許完全經濟活動全意味吐 E于.

基礎主 Homer Hoyt告 Basic
雇傭乘數 (regional

Service

employment

0] 吾

Ratio吾開發穹下奴主吋。] Ratio立平吋容易詩才地域

multiplier) 吾算出剖喧牛外玖t:-}.

投入一產出分析各提案是專業科民間部門叫l

口1 羽毛去經濟的影響舍且吽主理解堂牛

~完全正望三吋投入一產出分析斗持利用持完全投入產出表全經濟91 墊部門。1

他經濟部門

3年。1 喧聯關性。1 致全力吾吽吽叫于全衰。]4. 0] 分析方法毛1: 3!;;唱。1 嘻地域SI 經濟的
狀態吾金額之主表示意}c有說明吉胡平之~旱，吾車司主芒。1 咀經濟部門 91 變化呼叫司誘發斗
是經濟部門斗變化量分析司丰台吋1]

.:s:.告吾吾于五玖吽.令~斗斗91

苟♀告全國的~投

入產出衰老作成司。12lil干地域經濟吾說明吉胡平全地域間投入產出表芒

。于~作成司:A]

旻補正確有T 影響評價斗。l 干什:A]7]7干什司全實惰。1 斗.
9. 交通

交通~社會經濟的耍素主持取披嘻牛~:Al 吐交通斗~ tI羊毛影響毛去守有土豆大氣質全
污染λl 丹台移動發生源。1 司主振動單單音 91 發生源。l 司主 ~7] 叫苦斗!

生態物理的環境影

響汐'}:A]'::乙聯關。1 司完全要素。]t::于.
(1)交通斗現況調查

對策地域 91 交通現況告調查吽 7]
安補告對策地域內 91

副司 λ1-1::-

道路苦地圖上外l

事前外1]

明示意}.:;:?.昔楠，交通量調查地點合設定斗斗持1] h(~

交通量調查臼，時間苦斗調查時間吐有合設定吽泣，

定縛。干哇吽.

0:]司 7} :A]準備 7千先行埠。1 吟詩:全吋1

吋l 補交通調查地點91

0] iI吐準備作業企哇後外1 告觀測者外交通路線斗l

配置司。1

觀測人員告設

實際斗交通量

全觀測調查許正是干嗎 0]: 奄斗.

(2) 交通量豫測方法
交通量豫測芒咕才立地域內斗 À~ 發生s1吾經濟活動告豫測斗什土地利用計劃金策定
吐?是地域特性 011 安全發生交通量告讓測許.:;:?.À~ 現況調查。ì1-^司

墊。1 也 O.D表哥利用許吋

各 Zone5JIJ 分析交通量告算出詮吽.立 ~.:;:?.À~ -::道路交通現況斗之問題點等吾吾考察言千五斗
。1 吾土臺豆道路網上司配分交通量告決定詐z 草種別交通量現況調查資料壹考慮古干什
道路網上 91

時間別配分交通量合豫測吐吽.

10. 土地利用

國土利用計劃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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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環境評價制度斗確立

土地利用外l 吋吐環境影響全評價許台作業金 3殷階主區分叫苦牛 7~ 敢去去吋!哭叫段階
告提案是事業外1] .9i司潛在的主L 立影響全世吾吾牛致全範圍內.9i地域叫1 叫社區是存土地
利用現況告分析科全段階。].2.告司段階全土地利用什斗吐五毛可能吐影響含究胡言1 叫

老殷階 0] .2. "11 司設階完全土地利用外l 叫世影響叫性格合評價吽之影響斗規模量分析許台

段階。1 吽.
兢存土地利用現況告分析許 71 副司 λ~~ 船空寫真金利用許咀吋♀便利許 9 土地利用現
況吾吾副司調查局o-j oþ 會持有f 吾名土地利用活動類型五年上下水道，公園，三甘苦朴等9.j基本

的咀 Ãi ll] 乙二.9i類型要位置等斗現行地價，質貸料嗅土地質貸專項，

土地利用規制寺.9i

項目吾。1 包含塾牛玖姐斗.

土地利用正|影響全究明吽吾吾毛吋司方式丘立。1 亭。~ ;，且牛敢告吋l 安鴻毛去專業實施主
土地 7~ 直接的主主轉換司老毛是垂頭1 經濟的利益。1
新規需要持發生許台呂定吋捕事業合實施許 7]

♀J 古~

誘發碧叫吽斗特定土地利用外叫吐
::L 地域外1

各種 Ãì ll]::'主持延長.!ëJ.2.地

區制 7~ 變更有2 叫l 吽斗周圍.9i有土地 7~ 開發司老劫果，吋11ill~ 特定土地利用外1]

tlj 司制約條件

。1 加精:>:] ~劫果等 0] 究明司。1 。干堂去。1 斗.
1 1.審美的要素
環境科審美的要素老人間.9i感覺斗1 知覺司毛主毛感情舍總網羅墊 E十五岳牛~至1 毛主

鴨。1 中吋~

Ãì :!L.

~尋常重要性告安全改名景觀等斗在k~ 親覺的要素斗又是牛~強吽.

審美的影響全究明古?又說明古:}~評價方法金根本的主立于 7}:>:] 類型。1

9,L ~全吋許斗告

主觀的評價方法。].2. t::于妄言于'-t全客觀的評價方法。]t::于.正吐視覺的要素即景觀全 λ.j~
比較吽 7] 副董比較基準告提示許台方法金吋;:;J 7}:>:]

開發!iJ9J--c詩，]

0] 吾方法吾各大體的

主立于外:>:]樣態苦斗之~斗.詐斗告多樣贊景觀資海告各各相對的'ù數量的加重值

吾賦興許斗比較許台方法。].2. t::于毛有}7干只H去親覺的要素外l 序列含吋 7] 告非數量的比
較方法。1 斗.

0]

方法毛數量的世加重值吾賦與許"']詰告吽.

第 2 節環境影響報告書立i 審查基準

環境影響報告書台報告書告提出許台機關。1 吋墊吐 oH 斗，

法律外l

依司權限含賦與

企毛機關吋 ^ì 審查吾吽均是斗.美國.9i 7ð4-~ 0] 吋吐審查過程。1 吽吋殷階吋 ^ì

0] 亭。1

只].2.一般大眾吾吋1 朴方H 三環境影響評價書 7} 公表!iJ 7] 叫老外事實上令關心舍外祖

國

民吾立平吋 L于社會團體外~.9i司審查是世才l 司老結果 7} !有五~斗.
♀t=.J

1-于斗.9i苟♀ fE 環揖影響評價謂書吾作成許吋保社部長官斗協議許玉乙之手址

致全墊 o}~ 環境影響評價調書.9i審查節次型過程呻吟1 至1λ~~ 明白骨條項。1

疇。于審查 7~ 0] 亭。ì :>:]月1 司~

Ãl

規定詩之
明示2才華

0于\:J."']五分明許只1 當斗.

立司 1十環境影響評價調查.9i本來.9i目的告達成許 71

叫司 ^ì 全保社部長官司協議內容外

審查過程。1 包含持外其斗正確古l .2.客觀的。1 吋科學的'ù審查節次去通司環境吋

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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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p1 豈可能性。l

玖告專業企事前。1

專業施行全

保留 λ17']71 \..十修正 λ1 現

實施主哥古}~

措置吾取告主L 立外本來 91 劫果吾汁千五=.-l1牛言?毛去去。1 日于苦 zl 堂去。1 斗.
l.審查機關

環境影響評價謂書 91

機關外 λ1

審查全環境外關奄業務是主管許主

吽亭台視。1 他業務斗 91

環境影響評價業務量管掌許台

聯關性斗立劫用性。1 斗全面外11^1

2已斗劫果的空去。l

斗.
美國91

7J千至全環境主務機關哇!

聯邦環境保護廳 (Environmental

審查業務吾主管許是司聯邦環境委員會 (Council

Protection Agency) 011 ^-J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oJ1 持接定吐

什

兩 7};;<1 指針外1 依攘司 λ↑審查許正是干禹。l~ 吽.

平E1

t干斗判苟千斗1 環境影響評價調書 91 審查吾實施証斗吐審查業務全環境業務斗環攬

影響評價業務91 主務部署咀保社部斗斗主管許台去。1 甘于普~詐斗
查過程，基準等 91

環境影響評價調書 91 審

諸般專項金中央環境保全諮問委員會斗機能再古i

員會司機能吾吾活用詐吽審查業務外斗奄諸原則告作成立主于世J:O}.

環境影響評價部門委

01 原則外1 立腳言?什審

查業務吾施行主尋尋毛主克。1 吽昔苟言}~諸般援雜証節次斗案件金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
吾別途立設置詐 cxj

審議主哥古}2 環境保全委員會刊報告升!許台

節次苦;司司 fE 岔五 B}

苦斗許再斗 À~ z}是~十.
2.

審查基準

環境影響評價調書 91

審查全 2段陪立區分叫什實施科全氓。1 斗昔司董裂。l 斗.第 1 設階

fE 評價調查叫道正性合評價斗之審查許告殷階 012 第 2 毆階告提案是專業科評價斗審

查誓言干完全殷階。l 斗.
審查91

過程毛第 1 殷階外1 斗評價調查斗過正性吾吾審查詐。4

決定意}-1=-吋1

調查并通正吐并判

與否吾

斗告斗是各持17~ 91 範III右斗決定音叫直令 7} ~斗.

第 1 範!時調查 91

內容斗方法。l

過正案乏主持調查持審查苦苦叫事業科評價 7} 寺是司

。1 亭。~註午~生EFS ♀
第 2 範峙調查斗內容斗評價方法叫11

~ O-J持不充分吐點。1 發見斗。1 調書 91 補完。1 必要

有1 7J♀
第 3 範1時調茁旦l

內容斗評價方法。1

不過正古l 叫作成是調吉吐告

偵 7} 困難吐;;;:j♀ 01 ]:句。1 範Ut制1

7} 只l 之 λ~~ 事業斗評

屬科咕第 2 殷階'il專業評價吾

噎 ;;<1 旻言千五

'il-r:.J-•
第 1 設階外H 審查 7于是後調害沖遍正吽巳t~ 判定全世才11 ~咀第 2 段階世專業評價 91
殷階吾7]斗才是已于.
第 1 段階吋11 ^191 調書.s1評價苦賞她會吋 -b
點的 o 立審查詐吽判定金叫司正三年許許才11

-般的 J之三審查者fr 斗苦斗主是事項告重
B} 昔有許已于.

國土利用計劃叫11

~<>1吋環境評價制度且1

1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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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價調書.9.J完璧性合調查 -0] 叫老事業外1

環境影響，代案，

斗吐說明，土地利用司聯關性，

不可避吐影響，鐘期生產性叫1] t:1l吐長期生產性，資源斗利用，其他關心

事項苦斗l 吐許 c司令是許又完璧詩才l 論議司 Z 分析.;<] ~ ~ 7}-吾審查許fE 呂定。] t:于.
@提示范情報斗資料科妥當性斗正確性合評價一讀解力，論議.9.J焦點，計量化，資料，

方法斗節次，專門的咀能力，發見是事實判解析等全正確吽主妥當性到現l 訊全 À] 吾審
查持台去。]

4.

@o-]王三部分科調查 7}- 且斗吋摘完司。1 。干吽 -1::;- À] 吾評價一評價者全專業判內容金啥告:

理解言千五把握言干什o-]=-部分。l 補完司主強化現。1 吟詩主::À] 量評價志干什。F 吐吟.
第 2 設階主第 1 鹿階斗lλ? 評價調書 7}- 遍正吽 4~ 判定全世金謂書吾土臺立許斗提案

是事業。1 環境外l 影響全官l 均為l 司 ~À] o}- \:l À] 吾評價詐吋
評價叫~.9.J司吋

判定金叫司為l

是斗.事業.9.J

吋持台惡影響。] 7l.9.J

~71 Y-專業

4 告斗吾吾朴117}-À] 判定告叫司才是斗.

@異議~金-0] 哥哥~~去提案是專業。1

環境吋l

.9.J徵細部分世全變更λ1 汁吐惡影響。l 發生司 À] 詰全苟♀刊。1 斗在毛判定吾吾吋~才
是前.

@環境留保-0]

茍令全提案是專業。1

問題點。1 發見司外問題部分叫l

查 7}- 0] 亭。i~ 外環境斗1 叫司吋文1 芒惡影響告-0]羽毛::À]
7c)♀外~

0] 斗吾吾判定金叫~圳是吟.

o}- \:l À] 吾正確司

叫司

吋~金調

把握堂牛到全

7c)..l乎全問題部分外叫奄附加調查晉要求吽 oi 附

0]

加調查并 0] 干什:à ~OJ] 最終判定音吋吋才l 是斗.
@環境不充分一提案是專業。l 環攬吋叫司惡影響全世l 文|才1]

.;<] 7]

叫苦斗i 提案是事業合

實施司付老吐.;<].2代案含講究司。于普7c)千斗。l 吋吐判定吾吾叫司才是斗
提案重專業。1

01 ~事實上

否決司全茍令。1 斗.

第 5 章環境影響評價 ~I

節次叫I

r:H 告基準

第 1 節概說
(1)環境問題主持.2..告甘關心.9.J焦點。]

并且Á t:十.環境斗l 叫詮評價 7}- 立去是吐斗，
前叫1]

:::L 開發行為 7}- 環境件l

.;<].2

~完全呂定外企吋斗斗oJ]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t~ y-斗斗lλ↑告寺i!1l開發行為 7}- 苟言1 型7c)令事

口l 電影響全考是可調查檢討會。l

全音。l 型牛敢告環境破壞 7}- 沿想許老三重斗 7}- 司。1

氓。l

苟言;RÀ] 7] 叫苦斗I 叫立

環境影響評價.9.J重要性﹒必要性合叫

千五斗贊美。] 4.
吾吾立制度化外1 叫叫什老贅否兩論。l

玖 7] 全意}À] tfr 州立制定塾千司斗斗環境保全法

金「都市斗開發。]1.于產業圈地.9.J造成，外1 吋 À] 開發苦環境保全外1 影響全口l 科全計劃全
樹立吽主持言t~ 行政機關科長金大統領令。l 定古千七斗斗1

日午斗當該計劃外1

挂念}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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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社會部長官斗協議許吋 01=吐斗J (第 5 條)之規定許全社塾，向法施行令叫lλi r法第 5 條
9j規定叫1]

9j証環境保全外l 影響毛主口l 文l 全計劃全樹立許主持許台行政機關司長金立計

劃案斗計劃9j

實施主環境叫l

口l 又1 月1 要影響9j

]象測現影響9j評價外1

吐吐謂書 (0] 許

“環境影響評價調書"斗吐斗)告作成許吽t:z] ij 保健社會部長官斗協議言干什。F 吐 qJ
之規定音 o 立 .-\(1

吋1];:

環攬破壞吾未然叫!防止警告是合法制化意}.:2 ~，;于.

0]

制度外l

(第 4 條)

叫吐反對論

~;;'1 7}Ã] 外 ~Ã] 址，立 7} 苦強吐反對根攘告影響評價斗之意于完全事前評價主堂口1 址

。}必要堂開發行為 7} 誼 ^1 司遲滯!<j才斗不可能詩才l 垂 Ã] 旦旦芒持台叫到老毛是社斗.之

啥叫影響評價刊所要再告費用。] t幸。1 毛吽全改正反對9j理由 7} 再三王文~，;十.
尋開發行為外遲延!<j 71 1-干不可能詐才1] !司司已午五環境破壞吾未然叫l

價值選擇玉嘻♀電f 7ð♀ 7} 玖旱，豆吐費用。]

'iÌ o ] 毛 E十五言}Ã]

防止司。F

B]

詮 q.:2游全

'il- :::z. 呂定金開發行為9j建設

費斗1 比許咀僅少吐比率斗1] Ã] 1-干勾當fEE于全觀點五誠合牛 Zif去去。1 斗.
Br 斗毛主。1 ♀司斗斗吋l

之吋t1-

泣。1 À1 五環境影響評價 7} 制度化堂毆階外1]

♀f言當上述世

0] 三五玖巳r;: 呂定金口司令

重大吐意義苦斗Ã] i':- 呂定。1 斗堂牛玖斗.
(2) 環境影響評價斗吐司 À1;: 0] 口l 第 1 次研究 01] Àì 考察奄 Br 斗撞。1 國家外1] tI于 ;;.}:::z. 法
制度全世丘λl 統一司。1

~Ã] 替毛去呂定。l 現狀。]，;十.實質的世意味外l 鼠。1λi 9j

價9j必要性。1 程度斗差全旦~ Ã] 'il-認識噩外1] 0] 三毛拉金璋金國家外l 鼠。1
牛~斗 .:::z. 吋斗立制度化吾斜吐根攘書9j樣態苦金各國外11

Ã]Y .:2

~t:Or.

環揖影響評

共通。1 斗堂

tI于吽吋吋 7rÃ] ，;十芸特色告

0] 現l 類型別主且哇叫~，;于告斗在 q.

@一般的世根按法吾吾設定井之致全國家一典型的世例;;.}堂牛S!L~美國外lλn全國家

環境政策法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 , 1969)0]

制定司。i

~q.

0] 法律

斗二L 外l 基斗完全環境影響評價斗制度化告他國司制度化卅五 7r 苦苦司斗吐影響告宇平到

q.

立吋吟。1 法律金概要告定首于全吋l 立斗之旦i 」之吋，

立具體的'ù實施全寺èl1

CEQ9j

EIS 作成全副吐 Guides-lineo1] .5<]許件行司才真k~ ，;干 7r 最近外1 斗λ↑州立是規則。1 制定!<j

~q.
嘆地利外l 泣。1 Áì 五事業計劃9j影響外l 關吐環境保護法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mpact

of Proposals) Act , 1974 ,,-, 1975) 7千制定斗。1 0] 法律斗斗 EIS 作成外1 吐吐一定吐行政節次
外定司待到吽.

主旁正之9j自然保護法 (Loi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

一般的法律立吋注目司主玖吽.

0] 法律9j實施吾♀J 持什

1976) 主環壇影響評價 01] 吐吐

1977年 10月 12 日政令 1141號

外公布施行司早到斗.

三三割!可a 9j環境保護法 (Envivonment

Protection Act , 1969) 主環境影響評價斗吐奄一般的事

項告規定吽又去~2. t司，立具體化外華叫什告環境保護令 (Envivonment Protection Ordin-

ance) 0]

定精才敢斗.

國土利用計劃吋1

紋。1 持環境評價制度9j確立

@一般的有l 行政的措置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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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科全國家 -01 類型外l

奇古H:- 國家老環境影響評價斗是搏

pJ

0-]吋世行政的措置外科吽件實質

斗告別途立一般的哇!法律全制定古千五 ~^1~ 詰 ^1

的主立環境影響評價是實施許早到台裂主主苦令~全國家量。1 斗.

西獨外11^i 老聯邦政府井

Umweltraglichkeit) 0]1

1971年均環境豆豆立唱主立環境通合性.9J審查 (Prufung

吐司決定吽旱，

1972年4 聯邦諸省科共通事務處理規制個別現定外lλf

環境遍合性.9J審查外l 吐言干什補完的規定。l 吽電'?J，泣，正鞋，
置判環境適合怪叫審查原則 J

閣議外1 朴決定再'?J，t::干.

^i .9J 01 eì 吐傾向是叫 ~~1 ~三行政機關內部斗1

牛~至t~- 吟，

1975年外l 完全「聯邦.9J公共司措

(Grundsatze für die Prufung der Umweltraglichkeit offentl-

icher Massnahmen des Bundes) 01
西獨外11

des

泣。1λ'1.9J調整吾吾

有司董裂主主理解會

01 斗告別途立西獨 011^-l~個別調查法律外.9J~斗件實質的咀意味外11

^i .9J環

境影響評價 7} 啥叫斗之~吽.

司f~立咀王三五旦証。1 類型外l 哥哥吽全國家。14.

節次 (Environmental

同國外11^-1完全 1973年外l 環境斗保護斗向上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Procedures) 7}

內閣外11 .9J司承認司。i

1974

年平叫賣拖再三王玖斗.
@從來4 個別的法律吋11 .9J司實施吽.ïL ~ ~國家一典型的'ù例外l 寺桂英國外l 付老現在
寄電司環境影響評價刊吐吐一般的世法律金制定持。i ~^1

~主 ^1 吐從來斗個個斗法律吋I

.9J意干什 7-J- 7-J-.9J分野叫l 吽4-實質的吐意味.9J環境影響評價 7干什么苟且帶搏斗:J!.. ~4:J!.. 垂
牛玖已于• ::L 7}寸典型的咀倒台 1971年.9J都市農村計劃法 (Town
。1 斗堂牛致全叫，

01 法律是第 2 次大戰後.9J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都市農村建設斗基本的世計劃法。17-]Y 斗

立夸外l 環境影響評價斗!關聯持台專項。1 互會主有什玖斗.英國外Il^-l完全

都市農村計劃法斗是

各計劃法斗分野誓吐 0}Y斗公眾健康法，當外司法苦斗分野叫l 持正環境影響評價是實質
的主立行言十七措置 7} 規定司。i~ 斗.
立司主西獨金上述吐1:l}斗毛主。]，一般的世行政的措置吋1l.9J持全國家科類型吋l 寺詐z
~^1 址，苦斗斗1 個別的法律斗11

^i

zJ-zJ-斗分野斗l 吐許吋環境影響評價吾實施持台制度五

P} 屯斗之試斗.咱l 有i 叫聯邦。1 哎令防止法 (Bundesimmissionschutzgesetz ， 1974) ，聯邦建設法

(Bundesbaugese惚， 1960) 苦。1

立去。l 斗.

(3) 環境影響評價斗節次斗吐噎古干什件前國家叫l 共通的世問題告提記許吐斗告斗志t t::于.

@一般的行政節次寄毛師存.9J特定吐行政節次斗斗闢係一環境影響評價.9J節次全一般
的行政節次斗!叫司 λf 特171J善。1 幸去世外立嘻 ^1 詰主吐臨存.9J特定吐行政節次斗告別個
叫吋立是節次立規定量岔'ù 7}7} 問題是持-

01 問題全國家.9J事情外11 tl于斗1fr主持同一吽^1

當 ^1 唔，美國.9J苟」FfE 一般的世行政節

次法。1~ 旱，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 (EIS) 叫作成刊吐司 λ'1 ~ NEPA下外1 持科

一定墊節次 7}

吽立定司才 2洲，又對象。l~ 全行為神行政節次法。1 定斗毛規則制定旦台審對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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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言于全苟♀叫11 .:c立行為是全tâ-咀"ð1 行政節次法判定計全規則制定節次旦完全審判節次斗適
用金桂告毛主主立。1 吉;Þ12 ~斗.
西獨$l巷♀叫11 ~ ~辛嘻古1

環境影響評價持現l 外l 吐吐節次吾規定証法律。l 制定司 OJ

當斗.實質的哇!意味斗IH .9J環境影響評價.9J節次全一般的'll聯邦行政節次法叫11
劃確定節次，聯邦。1 虫名防止法。l 定許全施設立J 認可節次，聯邦建設法斗11

計劃.9J決定節次，

~À1

.9J 71 昔計

.9J 71 墊建設管理

.:z. <q泣，原子力法斗11 .9J 71 吐原子力施設旱.9J認可節次要

放射性廢棄物

收聽所.9J設置節次寺 7}全吋l 卅五智斗才運用持平~斗.
@環境影響評價 4 主體一美國曳西獨.9J苟令，環境影響評價斗

主體告原則的主主關

係各行政廳主主司。1~ 斗.美國.9J苟♀刊全環境影響評價全聯邦政府.9J

各行政機關。]

11

;1

斗斗司權限斗責任下什苟許正是干司。1~ 斗.西獨.9J苟♀外~~環境適合性.9J審查原則毛聯
邦$l公共措置斗l 叫古干什適用:09完全視。l 汁官司是什立主體主正吐聯邦主J

:09 2

權限~.:c官廳。1

~斗.

三寸乙之.9J

?ð令台環境影響評價.9J主體 ff 原則的主主專業主體尋毛主專業刊是世行政

廳 -"1 許認可申請者立司。1~ 斗.且可 1午二L 以外.9J者 7} 主體 7} 司告苟♀尋金民間.9J事

業叫11 J:jJ吉R A1 五行政廳。1 主體 7千五司 fE 苟千五例外的主立咀~是已于.
@關係行政機關.9J關與一環境影響評價司主體完全 7-} Z}權限。]~全行政廳'll苟♀井里主

只1 世，可追 73 千外11 ~oJ Àì 玉立主體'll行政廳。1 評價吾行智斗11 ~OJ (寄評價謂書吾作成
智斗~ ~OJ) 關係行政機關斗協議詐汁l 吐斗 71 1..干等司環境措當.9J行政機關.9J意見吾吾陳述稍

許老苟♀ 7} ~幸9-.

0] ;;;J，令環境斗 τ有証行政的考慮 7于吋吋行政分野斗1

關聯古l~ 去。]71

吋苦耐1 綜合的見地。1 吋斗評價 7于要求:09 71 叫苦。1 斗垂牛~t:-}.
@住民斗關與一開發行為斗環境外11 .9J影響刊吐斗件均苦利害關係昔

7}只l 完全呂定是地

域住民。14 堂牛泣斗，吽斗Àì 環境影響評價 -"1 節次叫到外 λf 玉。1 喧意味立芒住民.9J關
與 7} 咀;<.3 :09又到全去。1 通例外斗.

t:-}吐，立關與斗方法外l 吐叫什告吐主持法律.9J m定

外11 .9J苦。1 氓。1 行政命令以下旱，弄丟貫際上世;<.3 !有又去Á ~ 73~三鼠 ?:1 ~斗.
環揖影響評價 -"-1 準備殷階。11 ~OJλ? 一定社情報告住民主牛毛個人4 月1
見吾吾陳述到1 許台機會苦干什詐 ff 去。1 通例。171"Y 斗美國外lλ.J~

提供吽平，立意

環境影響評價.9J早期段

階。1λ1 市民參與 (public participation) 是確保許正尋斗之~~吋旦也

EIS斗草案 (draft)

外J:jJ吉~l 付告各種.9J團體斗個人.9J意見 (comment) 全聽取斗完全按告寺♀奄節次上司要件
主主斗之~斗.公聽會斗形式各址丘 λ1 要求持。1
主司芒。1

~A1

當斗.

日本斗地方自治團體寺叫l 吋制定實施:09 2 奴主去環境影響評價外l 吐吐條例三年各

要網苦各有司斗在各美國叫住民參與制度吾大幅導入許早到斗.

英國斗?ð千叫王計劃外11%司 λ? 是原案叫段階外1λ? 住民刊才1 公示持。1 住民刻意見告陳

述堂機會 7t 干什持正主干:09外文l 斗.

國土利用計劃叫[1

~OJ)司環境評價制度斗確立

西獨.91苟♀刊主計劃不確定節次 7} 定吉~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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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苟哥L 叫l 全事前吋l

計劃內容去了公表言干什住

民.91意見吾吾聽取許fE 節次 7} 斗電禹。~~吽.
主主苛三三.91

7CJ千件IH去都市計劃斗苟♀斗二王可q- .91

7-} 幸事業斗茍♀斗

評價完全立節次并別

途主持。~~玉~1-j-前者.91苟千叫1] ~都市計劃決定節次一般外l 吽三片11 !ê]升~.2..吋

0] 苟♀ oj]

全住民參與外l 吐吐嘻吐.91特別吐節次全毛^ß 古}Ã] 當主=-"C-十.立2.~ 1-于後者.91 7CJ♀州l 生去自克存

科公聽節次斗機能言}~苟令五~告午到已于.
第 2 節外留旦!環境影響評價節次

1.美國
(1)概要

NEPA.:;:去環境影響評價.91節次升挂古干什斗吾土斗在毛大原則是全1J}電吉千五~斗.
@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 (EIS) 是各機關科責任致全職員。1 作成許正尋註吽.

@責任~~職員金 EIS是作成常州l 堂λ↑聯邦.91關係諸機關斗協議苦于平之意見舍去五

尋奄斗.

@ EIS 曳意見，立;:q又聯邦政府翼地方團體.91諸機關科意見舍大統領斗 CEQ(Counci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oj] 提出許吋，主E 奄一般斗才1 公開許正是早吐斗.
@ 0] EIS 要意見寺毛當該讓定行為.91案件外l 是誼通當該機關.91

審查節次.91全展階吋

λf 當該案件 oj] 添付許正尋設吽.

@州外叫世資金補助外1] .917-1許吋啥叫 Ã] ~聯邦斗行為外1] t1l司 λ1
司機關注告職員名 EIS壘作成許台去。1 許容是斗 (42

一定詮要件下外l 州

U.S.C. M332 (2) (C) (D)).

。l 啥叫大統領命令 11514號:是 CEQ.91指針刊市民參與 71 1:'于.91節次叫

苦司甘À-ll 前規

定古千五玖吽.

(2)

EIS.91作成主體

@責任到全職員

EIS.91作成金環境外l 影響全方l 又]~行為是許台各機關.91責任外1 寺吐斗.
機關叫'] NEPA .91賞施吾措當許台特別部局 0] 設置司。1

聯邦勾當金

~4.

。1 部局各且寺 (i) NEPA.91實施吾剖哇節次告定許全世 (ii) EIS.91作成苦斗l 關詐。4
CEQ.91指針且吽玉=- 1::-1詳細証實體的世指針含定古于全世，

員全訓練詐全世 (iv) 再可重要電} EIS吾作成科全世，
音調整許全世，

(vi)

(iii)

(v)

EIS.91作成斗是電吉干什職

EISòl] 吐電機關內部斗審查

"C-}毛機關叫作成外1 芳草是 EIS斗!哼!詮 Comment叫節次吾調整許全

世告會立任務主社斗.

NEPA告各機關斗11 t1l古干什環境外l 影響音吋持台決定金茍智斗1]

學寺綜合的世利用金主主意干什「體系的學際的世接近法J

~~自然科學，

社會科

(systematic ,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喜活用量去告要求吽:5L~ 才斗斗， 0] 規定名豫定有2 行為斗企劃，決定什挂司

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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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1 塾吐。}t.] '*當該行為什吐吐 EIS 9i作成外11
職員告。11 À1

關係各專門分野斗專門家是否E 亭玉尋努力吽:A1

Guidelines !ì 1500 , 8
會主兒。1 井，

t有利 À1 主適用是斗.

CEQ 9i

(C)). 昔毛主毛機關。1

吽斗 À1 各機關岳之

~主主吐甘司正尋斗。1~ t:十 (CEQ

q} Àì1 斗。l 叫吐態勢吾吾辛 71 苛才叫不可能

Guideline玉立交。l 不可能吐7iJ千件l 告闢係持台聯邦，州嘆地方團體

企1 諸機關舍利用許 il 斗大學 714 外部9.1 Consultants9i援助善堂正是千古千五玖吽 (ibid) .
@州i 9i機關

1975年9.1 NEPA 改正斗]吽'*州外l 叫世聯邦判資金補助叫11

9.1吐行為斗吐可是 EIS9i

作成呼叫司 À1 t:千金斗基金內容斗吋立全規定。l 斗屯再說吽 (42

U.S.C. S4 332(D)).

等立 èj 吐種類9.1行為斗1 t:1J叫什全關係州斗機關芷若職員名 EIS 吾作成堂牛~t:于.
啥，立作成金 o} t:!l要素吾充足斗台可見。101 。于証斗.
(i) 當該州司機關主羊毛職員。i 州全城外|還科管理權合 7} :AJ 吋主社當該行為叫l 叫詐吋
責任告只.]~機關芷若職員需J

(ii) 聯邦9.1責任致全職員。l

;;;l.
當該 EIS斗作成全指導許正立作成外l

(iii) 聯邦9.1責任~~職員。1 當該 EIS 9i承認嗅採擇外l

聞輿堂接.

堂外獨自的主立立呂定金評價

會社.

(iv) 州旦全聯邦判土地告管理許台州正告聯邦9.1吽芒機關外l
~行為什叫司吋是聯邦9.1責任敢告職員。1 事前外l

相當社影響全吋文l

當該州旦台聯邦9.19-芒機關外通知

詐吋立意見告求聾牛~巳};::苦頭當該行為 7]- P) 文.)1::-影響外l 是古干什評價 7]- t:}苦苦千

外I]~ 聯邦9.1責任9J~職員。1 ::2影響評價9.1書商合作成許什上記斗意見斗骨科1]
合 EIS卅五啥叫有J

0] 書面

;;;l.

。1 廿五年巷。l 古干什州司機關注:王職員 01 EIS是作成墊苟千呼l 互聯邦斗責任文Á 1::-職員金

工 EIS斗範聞，質施性質內容。11 t:1J吐責任，

7] 斗 NEPA下外11 ~01λi 司主毛責任全免堂

牛~9-.
@許可等斗申請人
私人斗行為旦台事茉:外!是司什聯邦司機關斗許可，認可吾吾上丘吉]-;::吾土主斗。12lff

7iJ♀ 7千司:A]詰斗.

刊有1 斗，] )瓜子力發電施誰叫吐吐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Nuclear

Commission) 斗許可，水力發電事業卅五是幸聯邦動力委員會 (Federal
可苦。1 立去。1 斗.

01 èj 奄寺干干企{許可寺。1

Power

Regulatory

Commission) 許

環境外甘'=â-奄影響全口l 立1 全主要有T 聯邦9.1行

為什司寸井台7iJ♀叫l 告立。1 斗志干什 EIS吾作成許只:]

~言之咕。于t.]塾 fb 于堂堂斗♀1 .5:.. ~t:于.

許可苦斗環境外l 叫世影響如何叫苦朴11 1::-當該許可苦斗l 挂電是私人9.1行為 EEA去專業。l
環境外l 昔寸電影響金口)斗老外叫什平斗是Àì]4 垂牛~9-.
許可苦斗奴。1 EIS 9i作成。1 直♀奄茍 J卡，聯邦9.1機關各許可寺9.1申請人外l 才l 環境報告

書 (Environmental Reports) 告提出神詐。4 當該機關。]::2次全審查苦丘立法~ EIS作成9.1基礎

國土利用計劃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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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主古于全畏。1 通例立禹。1~ 斗.申請人毛毛司詳細，老大墊環境報告書司提出。1 ♀

午 ~7] 主社斗.立Dl斗。]Dl吐茍♀斗1] .5乙 EIS.91作成責任毛當該聯邦機關吋11 ~斗.
。]~斗l 挂念}c:j CEQ.91指針金斗苦斗益。1 指示古千五

~q.

(i) 聯邦司

苦墊情報吾咱持申請人斗才l 提出 λ1 型苟千呼台必要主意于全情報.91
次全援助詐:A]

tì..2..咕 o} -y塾斗.

機關。l 環境叫

概要吾指示吽吋二之

(ii) 01 吋奄司令外l 正當該聯邦司機關毛環境問題刊是意干

什獨自的哇!評價吾苟言?吋， EIS.91範圍嘆內容外l 吐意干什么乏主責任全:A]:A]詩三咕。于
斗這吽 (CEQ

Guidelines ,

~1500 ，

7 (C)).

私人.91行為正主事業外i 是吐許可哥叫11 ~o1 Ái 主 EIS7} 作成司主EFg 千呼吐.91
到 7] ;:古}:A]址，當該私人(申請人)各 EIS 作成.91

~"C十五哇 q(CEQ ，

費用金負擔許只l

例外 7}

替毛裁。1 通例主持。1

Analysis at 59).

(3) 環境影響評價斗叫吐 Comment.

@ EIS.91草案
NEPA;: 各機關吋l 叫許吋 EIS告作成智斗堂件，斗喜聞係機關斗協議詐互之 Comment

去世才當主咕。}-y有l t:Ò十七按合要求意}早到斗. CEQ.91指針芒。1 次全世 o}
草案 (draft) 9j形式主主作成堂哎，

量哎，

0] 草案告關係機關刊才1

01 草案告一般呼叫公開詐c有

一般.91關係 1千個人.91

EIS;: 咕朴

送付詐吋立 Comment吾求

Comment吾求量乏足，

0] 喧

Comment昔參考立意，}c:j最終的世 EIS去作成會友告定詩三L ~斗.

NEPA;:

EIS外l 吐吽吽草案斗最終書.91區別全意千五王~:Al 當:A]址，事前外~

"c干旱闢係機

關斗協議古}c:j立 Comment吾世告視主要求意}JL 玖芒克8 名草案斗作成。1 必然的主主要

求司全社主三是令玖吽.

0] 草案金市民參與科節次吾斜司 λ.jiò.午五不可缺均要素早在

于~JL ~"C于.
CEQ.91指針毛 EIS.91草案作成刊吐吽吋立于全斗甚 0] 指示祥之 ~q.
最終的究1 EIS 外l 吐電哇要素吾充足持台

~o]

斗斗咕吐是斗

(ii)

(i) 草案金最大限

草案金可能設限值

期問叫作成許吋闢係機關吋]送付許早已于λJ CEQ外i 提出許只I ESJ三t:tJ.~是 q.
豫定是行為外l 叫叫什 01 口1 1-11司祖決定金正當化吋7'17] ~唾手控。1 司。1λ1;:
該行為井口i 羽毛去環境影響.91評價手設主主

主告。] .0有老召見。1

(iii) 草案金
址斗斗當

。于-y喧~屯吽 (CEQ

Guide-

lines , ~1500， 7 (a)).
@關係機關.91

Comment

NEPA斗~ .91斗吐各機關金 EIS斗作成外l 堂 Ál 當該讓定行為井口l 持台環境影響斗l 吐詐吋
「法律上豆告特別吐專門的能力外1]
Comrr間lt吾垂勾當 o 咀~喧斗.

.91詐件權限告

7} :A] ;:聯邦司機關」斗協議意干什立

01 關係機關.91範團全法文上苛可不明確吽:A]甘 CEQ.91

指針。l 環境影響斗形態別(大氣，水質，魚類 12 野生動植物，騷音，放射能苦)主權限告 7}
:A]老機關9j ~之三哥揖示意}..:;王.'U tiCCEQ Guide Iines , ~1500， 9 (a) , Appendix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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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參與

環境影響評價叫11 ~什 NEPA -^}刻11 :::市民參加科節次是揖定古}2 ~-^1 ~吉斗.立吋 1千大統
領令 11514號叫，] 9-]呼叫聯邦.9~各機關 fE 公聽會 (public

hearing) 7] E于 ~1

方法主主利害關係

人9-]意見毛主聽取堂節次苦斗草堂去是全要求古}2 ~斗 (EX. Order 11514, ~2 (b) , March

5, 1970).
。1 次全世外， CEQ 9-]指針芒各機係斗斗古干什環境影響評價節次吋~ 1lll}芸殷階。1] .~ o:j-，守主4
市民參與 (public participation) 告確保堂去告指示意于吐斗斗岳王年甚各專項全定祥之故吽
(i) 各機關9-]節次規則。1 告公的關係，私的關係嗅個人。1 EIS9-]草案告入手會牛奴主

吋立吾9-] Comment吾世 71 叫世則定告設定許只l

當主咀址是斗.

(ii) 各機關芒草案合作成社叫什台立要舍外咀方法.E..立毛吐卅一般吋1 月1

會苟且主辛苦干

件。于墊斗.
(iii) 草案叫副本 (copy) 全提供吽告苟-'f-吋全可能吐眼無料立弩之見。1 哼，旦垂不得己

電 n呵呵1 全副本作成斗實費。11 立天!五尋司。干有rq(CEQ Guide1ines , ~1500， 9 (d)).
0:j7]外l 定首~A:j ~芒市民參與主 EIS9-]作成過程上9-]節次。1 吋立挂毛環撞外影響告口1

斗 fE 行為二工井村斗早在嘻嘻節次且H:- 區別許只1 ~孟之吐仕~t:千.

0] 市民參與司節次全 EIS

9-]草案-4苦草古干什各種團體斗個人均 Comment吾求會全趣旨主古~} :::呂定。]，，1 世主λl 公
聽會9-]形成金華♀主意于全社金 0} t.1斗.立司主 01 ;;，j奄市民參與台參加資格者吾制限吽

全吾兒。1 。于t.1斗 1是'21一般 011 月1 閒放是節次 0] r:于.

@

Comment司根據嘎內容

EIS9-]作成過程斗1] ~ O-J付老關係諸機關斗 Comment 嗅各種團體嘎個人9-]

Comment (市

民參與)若得許芒去。1 寺♀吐節次上司耍件。l 司。ì~ 斗.

各機關毛 Comment吾求脅。n

~ O-J立揖出期限金定許主尋司。ì ~t:于.

Comment 吾求許台當五千司 45 日以上斗期間金干旱，

r:.}λl 要求并且À .E..咱

提出期限吋芒
15 日間9-]期限

斗延長告哩1;:<à 苦?又到斗.期限令純過古~ .T己 Comment斗提出 0] ~芒苟-'f-外~:::當該 Com
ment 斗請求型機闕，

團體吾毛;宮、見令

7} :O<:] :0<:1

室主t- ~定主主

看i故是斗 (CEQ

Guide1ines ,

~1500， 9 (f)).

Commentoì]

~什扑芒豫定 4 行1~ .9 1

展境影響叫評價斗!重點告干旱，

挂電T 當該讓定行

為斗修正告提限許 71 斗吋立全代案告捏示贊牛 ~5乙ZF 斗斗 ~4 (ibid ， ~1500， 9 (e)). 各
機關各最終的~ EIS 吾作成苛叫到O-J

01 昔 Comment 毛主慎重詐才1 檢討許只l 當主咱。于t.1~

71 斗斗立 3月刊拘束司吾友芒。]-t1r:.}.
(4) 環境影響報告書斗確定

@最終的 EIS叫作成
Comment斗節次苦才有1 寺!最終的 EIS7千作成~r:.t. 各機關各草案叫!吋豫定型行為嘎

圓土利用計劃司11

~外持環境評價制度91

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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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L 代替案.91環境影響斗l 吐吐主要噎見解量檢討司干什。干首于全呂定。1 文~
.91古干什州立全專門的見解 7JB午4 意見。1 提示是7ð♀叫老立呂定叫11
境影響告再檢討椅。卡古十七裂主立司。i

1fr Comment節次叫l
當該行為主司環

Bl 4-o:j

~t:十.

最終的咀 EIS叫lλH芒。1 Pl世州立全見解旦台意見吾吾摘示古干什立外1 叫吐當該機關.91意

見全援示古}7:J

~主主哇。于1-]是t:J-.立tõJ.:ï!..草案叫加司在 Comment~去最終的 EIS外 ^i 個別的

檢討誓吐吐價值并試全 7} Ej如否吾 7} tõJ 7:1
主~rà

0} 1-]星斗 (CEQ

草案斗l 吋吋

Guidelines ,

~1500，

詰之五千立社金最終的 EIS c11

添付言}7:1

當

10(a)). 各機關各最終的世 EIS是作成誠合吋外l 告

Comment量提出吐五至機關，團體斗~

1:有許吽

Comment昔添付吐 EIS吾送付

意干什 o} 吐斗.二L tõJ.:ï!..環境保護廳 (EPA) 叫l 玉立按合送付許老裂主立斗。Hl t:于 (Ibid. ， ~1500，

lO (b)) .

@ CEQ叫1] .91送付﹒公表
NEPA~

各機關刊

τ有意干什大統領嗅 CEQ斗l

-?i!名一般0]]月1 公衰弩之是告要求意千五玖吽.

環壞影響評價報告書善提出斗之外全 pl

立

CEQ.91指針吋 λ1~全各機關各 Comment7} 舔付

是最終 EIS.91副本 10通告 CEQ外1 送付許旦得定許乏誠斗. CEQ吋11 .91送付 7} ~~咀立被

土豆寺 λ1 州1 大統領0月!均提出是裂主立在于是吽 (CEQ

Guidelines , ~1500， 11 個)).

CEQ告送付咀 EIS.91內容告審查普權限合并7:]完全按金。于1-]斗. CEQ告送付吾董老

EIS

(最終均按斗草案全包舍，草案五 CEQ吋送付是斗).91

tÕJ土豆量每田聯邦政府官報

(Felderal Register) 外1] .91司公表吐吽(Ibid. ， s1500, ll(c)). 0] 甘土豆環撞影響評價Ej節次
全世吐終了~ t:J-.
二五吋吽各機關各別途立行政節次法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Ej定許是 B}刊吽'*

EIS (草案斗最終的咀呂立包含)， Comment 7] B十判資料吾一般叫1 月1 去開詩文:] ~主主咕。}1-]
是斗.行政節次法毛聯邦政府.91情報公開叫l 吐詐什一般的'ù規定是全吽唱詩互致玉~1l'j

S.C. S552) ，環攝影響評價外l

吐吐情報正吾吾立遍用告吐-i::-t:J-.

(5. U.

NEPA 告特別可上記

行政節次法判現定告準用斗之 ~q.

@讓定行為.91執行
NEPA~ 豫定行為主j 案件的l 吐吐各機關內部均節次EjE..毛鹿階吋n ~oi^ì E蹈，
ment夸資料并當該行為.91案件叫l

添付司。i

泣。i o} 會吾吾規定斗之

~jj 1-]斗 (42

Com-

U.S.C.

S4332(2)(c)) ol -?i!金當該讓定Ej行為什吐吐法定.91E..毛殷階吋玖。1 當該行為Ej環境0]]
吋文1~ 影響舍吐為IJ L午考慮重t -?i!金正L于許台報告斗堂令~ t:J-.二L司斗

NEPA全 EISEj

作成節次斗當該瑋定行為.91執行斗Ej關係外l 啥叫吋別段.91規定金千三?. ~7:J 當t:J-.

oJ 墊

付吐司 λ~ ~ CEQ斗指針毛!:-t:J-告斗苦。l 定古}.:ï!..旦l t:J-.

(i) 議定行為斗挂電是 EIS.91草案。l 關係諸機關， CEQ苦斗l 送付是當立平吋
過証官司林司名當該豫定行為是執行司持完全斗斗是斗.

90 日。1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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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最終的'ù EIS7~ CEQ苦斗送付是甘立平司 30 日。I 經過量叫朴 ;<1 ~當該瑋定行為吾
執行司付老外斗是斗.

(iii) 副司

(i) 91 90 日期間內外l 最終的咀 EIS7~ 送付是7iJ千外全 (ii) 斗 30 日斗期間。1

(i)

.9j 90 日.9j期間斗重復司老限，兩者全競合古干什進行許老毛先土豆奄斗 (CEQ Guidelines ,
~1500，

11 (b)) ,

剖.9j

(i) 賢

(ii) .9j期間各最大限道守詩文l

當主咕。于 y 司全裂主主持。~ ~Ä1 1fr實際上

。~.=.苟且.9j拘束力。1 ~~ÄH全不分明吽 4，
(5)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運用狀況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均運用狀況外吐司 À~ 主 CEQ91 調查報告書 7千公表司。1 試~~ (En vironm-

ental Impact Statements: An Analysis of Six Years Experience by Seventy Federal Agencies ,

1976) ,

01 去。1 01 制度均發足聾的70年平可 1975年持斗斗實績91 調查，

問題點.91

指摘，

改善勸告寺金主誓言干完全甘苛司仕斗l 堂之丸。I 吋，立調查事項金吽 ÒJ 部面外l 毛主可~t;于.

oÞ1λi~ 節次斗于立關聯唱 EIS叫作成件數，立作成什要許ff 時間等吽吐.91事項吋l
限言?什報告書內容含在吐古l

0J

紹介智斗之拉吽.

EIS.9j作成件數

聯邦司機關。1 CEQ刊提出社草案叫 EIS.91合計全 1970年吋 319件，

1971 年外 1 ， 950件，

1972年 1 ， 385件， 1973年外 1 ， 145件， 1974年吋 1 ， 137件，立i:!j.::ïL 1975年刊全 1 ， 010件主主司
。~~4，件數外泣。~ 1971年。1 頂點告。1 早早~~叫。1;;;[ 名 NEPA.9j
繼續中。1 世聯邦.91行為什叫司持正環境影響評價吾義務 Ä1 J乎是規定。 1

制定施行當時現在
適用 ~月11 ~奴才

叫苦。1~];:干.

件數外惡名機關土豆λn去運輸省。1 1970年外 61 件， 1971年吋 1 ， 293件， 1972年什 674件，

1973年吋也2件， 1974年吋 360件， 1975年外 229件，

陸軍工兵局毛毛主毛5 年順土豆 7-} Z}

119

件， 310件， 211 件， 243件， 303件， 273件，農務省金 62件， 79件， 124件， 166件， 179件，

189

件，住宅都市開發省金 18件， 65件， 107件， 119件， 109件， 67件主立司。~ ~ t;于.

@

EIS 作成。1 要斗完全時問

。1 項目斗吐司付毛草案斗 'EIS斗作成叫I ♀甘于全時間 (1975年)要草案提出後最終 EIS

提出并只1 .91平均時間(1 974年)斗調查結果 7~ 1-十F}斗~斗.
前者叫l 是叫 λ? 老各機關別立最佳，最長~平均時間司調查 7~ ~2.吋，機關.9j差異叫l 吽

斗相當奄差并致吽.

草案叫作成外11 .B.詐全平均時間主主持寸之l 哎芒農務省.91土壤保全局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主吋 48個月，同局.91 7iJ-"手，

最值期間芒 36個月，

最長期間。1 60個月主司。~~斗.

立吋斗同局。l 提示意于全數字告吐 Ä1 草案作成外11 .B.詐告時間嘻哈。于 y 斗計劃 91 殷階扑扑
主包含奄期間。1 斗主墊吽.

國主利用計劃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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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毛機關外合吋1 平均時間。l 在例立全內務部科土地管理扁 (Bureau

El 20個月，

同局El苟♀最鍾期聞名

2個月，最長期間各

38個月，

of Land Management)

在各內務省El

埋立局

(Bureau of Reclamation) El平均 19個月，最值 8個月，最長 28個月含量午~斗.
上記土壤保全局合除外許之最長期間。] 7t寸之1 ;;l毛主是內務省El國立公園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苦El

草案叫作成斗[]

12個月。]q.
..fL言t~ 平均時間El

7干苦苦毛呂定金商務省住宅都市開發省苦斗 3個月 0] 斗

商務省El 7J-'f-最短期聞名 1 個月，最長期聞名 5個月，住宅都市開發省El

7J {-各zJ-zJ- 3個月

5個月主持。1~ 斗.

全體El平均金斗斗叫老三是毛無意味昔 J甘正豆子'1 t:于吐差 7} ~吽.
性質，規模，各機關El執行體制等有要因斗相異斗[]

El吐畏。]t::于.

草案叫提出主平司最終 EISEl提出朴 Ã] El 所要期間司
魚類野生動植物局 (Fish

and Wild1ife

o] ;;l各行為El種類，

平均主主持著 tl 裁金內務省科

Service) 主斗 19.8個月，斗告各國務省科

務省科國立公園局El 13個月，農務省土壤保全局El 12.7個月

14. 是個月內

7于芳香吾友毛勞動省El 2.5

個月，內務省 ~9 吐局El 3.6個月，法務省El 4個月合音牛~斗.

@ EISEl費用
EISEl作成刊所要司長費用各各機關外1

吽斗算的方法。1 一定許 Ã]

墊 7] 01 苦斗.立吋 1午各機關別主 197在會計年度吋n ~ 01
陸軍工兵局。] 1974 會計年度外[]
000， 000弗 0] 斗，

~ 01

Ã1 El

op定金同局El專業豫算El

El苟♀吋n ~ q干 27， 000， 000弗 0] 吋，

EIS作成

盤。于正確証數字昔

Ãl El吟吟茍~金額。]

t午吽斗玖斗，

Comment寺刊所要是費用是哼 22，

1. 2% 斗之奄斗.農務省El森林局 (Forest Service)

2. 7~話。]2.運輸省各吽

o. 18%夸至今

32， 000， 000弗。1 吋，

斗斗吋2. ~q.
CEQEl報告費若 EIS El作成斗[]

..fL穹下台費用各各機關斗旗算正告豫定行為刊所要再告

費用什比許咀僅少社呂定。]t:!午五評價科主主~斗.
(6) 附記

叫什 Ã1 紹介墊 CEQEl指針外代身合于全授主主持叫主全規則 01 制定司試斗.等。1 規則
毛 1977年 5 月 24 日科大統領令 1191 El授權 011 El才吽吽 CEQj于制定社呂定土豆吋

1979年 7

月 30 日乎可施行許正尋司。1~ 斗 (Fed. R嗯， Vol.鉤， No. 23 , Nov. 29. 1978).
λ1 立是規則各現行El指針下斗1λ~ El NEPAEl運周刊主t:千金斗巷金基本的~缺陷。 1~
ff 裂主主且又立投音是正許 7] 制定是畏。1 斗有}q.

項用1 豆，現嘆行政機關外l 泣。1 Ã1 全現行El指針毛拘束的位三是 0]
哇1 ;;l刊 Ã] l..干 Ã]

ot 1-J斗吐全世勸告的

替老裂主主古1 荷司2. ~t:于.5':.証法院斗1λf 五指針El拘束性叫l

叫司外全

意見。1 苦斗才玖玖 q. 立結果立會口l 管外，行政機關El節次要法El解釋吋鼠。1λ? 不統
一。1 嘻系主市民參與吋互支障。]~且不必要有t 重攘，

遲廷，

繁文構體暑

R吉布墊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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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4.

晉眾1 叉，現行9.J指針金子立 NEPA9.J ~102(2) (C) 科苟言于全 EIS斗吐董事項全對象主主
許台裂主主持 S102 (2) 7} 定詐苦朴吾義務規定吋11 10]]司付毛去

。}平堪言及 01

'i!t-r:于.

口干吽λ-1

EIS告.!i. 4 哥是否行政規定金吉普詐 71 斜証手毆主主持 7} 0} 1-j斗立自體 7} 目的世 3月三司當取
故主持台傾向。1

玖玖吽.巳}λi

噎吉Hλf 寺 èll 9.J環境影響評價叫11 9.J司堂。~-1l情報告且斗寺各

行政規定吾吾連關λ.171 ~努力。1 充分古l
二L i!.J古干什，

0]

配慮.!9 ;>;]畏強~斗.

}.~立全規則各吐 F守主芒聯邦機關吾吾拘束許老規範乏主λf

旦註 EISol] 吐奄專項吐斗1 立交~;>;]

對象主主持早到斗.

制定司~~叫，

~言之， NEPA斗 ~102 (2) 斗各條項。1 定科全正芒事項全

0] 吋是什法規則金 90個條外1 只是才全搖大吐分量斗視。]

草鞋州立全規則各 (i) 事務處理9.J簡素化晉期許正 (ii) 遲延金解治意干旱，
行政決定叫l 立誘導墊斗之言?告斗1l 7};>;1

.!9.:iL ~吽.

(iii) 且已于等各

蘊含主要目的土豆告主之外1 吐常有z}9.J專項告規

定古}.:iL ~-r:午，

2.

丘之斜1] t:;11

(1)之斜l 啞斗吋告 1969年環境保護法 (Environment
立去告補完詐告環境保護令 (Environment

竭。~

Protection

Act: 以下 EPA 斗智)斗

Protection

Ordinance:

以下

EPO 斗智) 0]

制定

01 吾奇斗吋吋外只l 污染。l 斗 Nuisance告牛桂芳于全活動全事前斗l 規制堂牛~主主干

包括的 0] ]:有一般的咀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7} 探用為什~-r:干.
。1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全

CD 環境保護許可廳 (Franchise
終決定，@環境保護廳 (National

Board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l] 9.J許可申請，審查，最
Environment Protoction

Board) 尋各地方行政當局 (County

Administration) ol1 9.J許可申請，審查，最終決定，@地方行政當局外1l9.J 事前通告斗之許主
持1]7千只1 相異苦段階 ol]λf 機能斗且其]， 4.

Áì 9.J環境影響評價全二工è1l-午五毛污染。] l-干
染行為普對象之立吽完全夜。] oH4.
EPA

嗅 EPOol]

誠。i

Nuisance金牛堪言于全污

不動產(土地，建物，施設寺)告使用會主立外惹起司老三是什限定首千五~-r:于.口干斗.;.ì
l午 EP09.J通用州州除外司司EPSJ卡，咱l 范吋土地利用寺特殊吐產業9.J
散吋吽毛污染。1 斗 Nuisance 質水中外l

EPA

~宣置斗吾祥地方分

構築物含設置告外吽墨水流水位夸9.J變更苦金

投岳之}7-} 建第法 (Building Act) 嗅水法 (Water

Act) 9.J規定許台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斗9.J才

許正是平司升到斗.
(2) 之叫咱9.J環境影響評價制度9.J特徵中斗斗 L十七立呂定。1 許可廳吋~9.J許可申請，
最終決定，環境保護廳尋各地方行政當局外1] 9.J許可免除申請，審查，

最終決定要地方行政

當扁 ol1 9.J事前通告斗之意于全段階斗11 Áì 實施司主z.~吽吾吾。l 吽(園 '5-1 參照).

@許可廳吋9.J許可申請，審查，最終決定

審查，

國土利用計劃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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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申請

EPO井具體的主主列學科全行為嗅事業斗立以外~ EPA7于一般的土豆規定許台行

為要事業斗l 著手詐主持詐完全者全計劃~鹿階外!l À1 許可廳(外乙之走。1 斗一般部處斗斗獨
立是法院斗 ll] 去吐行政機關)外吋穹下吽許可申請全當于 Ã]

~室主咱也于t-]是斗.

0]

申請各書

面主立詐司之寺吋l 完全污染行為~性質，規模影響全通主管外華正L吐情報圖面，
細目吾吾記載詐 Ã]
ll] 証指針。1

~金主咀 o}t-] .!{l斗( EPA Sll).

0] 書類叫作成什~o1 À1 主

技衛的

環境保護廳。1 吾

參考持這斗.檢討再生去環境要因各原則的土豆全般斗謹天lÃ1 址實際旦在全水

污染，大氣污染，騷音。1

干 Ã1 替老安詳吽.

中心 0] 司司振動。1 斗第 2 次的 Impact寺 011 吐司 λ{ 完全嘻立比重金

01 甘斗毛主。1 詐吋申請者主許可廳外11 -.:11詐件

。1 吋吐操業金蠶定濤之

~2..吋立視。]01 吋奄污染告并Æl.2..]:守主E吐立;;!合防除詐7] 副司 λf 芒。1 吋墊對領全是白
堂之先咀 7}夸告分明司奄斗.
1f.審查

許可聽內斗 λf 審查吾擔當呼台者;: 4告 4名主主構成通 4. 寺 (i) 議長金法官司經歷

吾吾 7千三立法律家，

(ii) 技衛者，

(iii) 環境保護廳、司活動分野吋宅弄堂詐:J!..~全叫苦，

業界司經驗者。1 斗.二L Pj 1-于議長。1 特定案件令地方政府刊關聯是吽Z 判斷言t t:fi
員金地方行政司經驗者主代替是吽 (EPA

(iv) 產

(iv)~ 成

sll).

以上司構成員告任命詐全;;!金政府當該申請。1 EPA.s13~ 規定苦于全申請要件外合致
~吐許可廳金申請全受理吽月1] !司7] y 斗。l 茍♀合致與否吾判斷言于汁11~ :J!..

Ã]

'(.g告吋修正三千名申請卸下吾命苦于全呂定是議長。]c千 (EPA

~喧合致~

~ll). 許可廳金申請告受理

念于咀地方新聞一苟♀ 01] 吽吽À1 幸去當事者叫1 月1 直接通知尋金郵送會-011 公告詩文l

當主咕

。于t-]是吽 (EPA ~14).
二L 告告 7于全吋;:
牛致是.場所，

(EPA

(i) 提案行為~性質要位置

(ii) 關心旦l;: 者均當該書類吾入手告

(iii) 當該申請斗吐司意見金提出告牛~完全期間斗吐吐去。1

包含是斗

s13). 申請惡毒穎吾 ll] 妄言}吋許可廳。1 檢討許台案件升華証書穎告原則的主主

許可廳~事務所。il À1 閱覽司吋關心致全者全午于毛 Ã] 閱覽堂令 ~c千.
審查ff 提案行為外1] -.:11証評價立λf 苟言明咀 4. ::z..司 71 叫司持完全
調查吾推進許只:]

許可廳金案件~

完全墊

~孟之咕。于斗是斗.充分吐人力吾吾 7}Ã]Ã] 美吐許可廳、金技衛上~審查吋l

吐司 λ? 老環境保護廳外1 補委託會牛~斗.立i!l:J!..許可廳岳闢係者斗~
聞含意于7]1.于嘻正L 吐現地調查善堂權限合并在斗 (EPA s14).

家斗才l 委託吽吽調查λl 是牛~~權限主持只]:J!.. ~4(EPA
墊咀許可廳主主 À1 至芒審查持公平性告期許才斜古?什

會合告遍意干什聽

許可廳金正苛特別司專門

s14 , EPO s15).

4苦斗苦是措置吾取詐勾當主咕

。于t-]是吽.咀 Àl 案件外1 寺正L 墊利害關係吾 7}À] 台政府機關嘆地方政府斗協議許只~

哇。}t-]啞巴于.

~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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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 èj 主關係者斗9.l公聽會吾 7~~ 古l2 現地調查吾言l^1

案件叫1 吋意干什 Comment 管午~台機會 7r 子。ì

^1 ^1

當主L 咕。于t.-]是吽.

當之哇。T斗是 q(EPA

關係者斗l 羽毛去

!ì 14).

提案行為9.l審查外l 泣。1λ↑考慮~件。于董事項主主Àì ~ (i)地域9.l環境外。1 斗奄影響全
口1 *1 老外，

(ii) 啥哼聾♀現持到全污染。1

準乏主提示詮各工場種類別9.l

(Criteria of

t.-j- Nuisance~ 環境保護廳。1 ur電量指針 011λf 基

排出基準告

主斗古于全神

。1 喧斗

(iii) EPA7于同意規準

Consent) 主主斗設定許早到全條件全充足λ1 歹12 ~~7r一司是叫環境吋l 叫吐

Nuisance吾最小限 o 主沮止吽咀吋正當苟吐費用含量。l^l

曾主主管牛敢告立地吾選

擇古十五Z 致全神。1 咀 7}(EPA M) ，污染行為者全賦課母之~、台遍切社豫防措置吾正討會主立

外污染行為主囡吐 Nuisance吾防止三年毛主矯正智斗1

垂♀吐金委注意措置吾為贊義務壹

履行詩互致全 7干什咀 7}(EPA !ì5). 國內弄丟海外外 λ~ 9.l同種企業外
全叫

使用意千五~~~

7}

7} 寸技衛的土豆高度9.l污染防除裝置吾備置許早到主持 oì ttl7}一 (iv) 提案行為 7} 地

域經濟(oj1 是叫雇傭，地域Àì 111 乙二，交通通信寺)斗11 u1 羽毛去劫用行為苦。1 t::十.
斗.最終決定
審查全個個叫哥草案叫吐古干什個別的吐事情吾吾又叫古干什實施是斗.

廳9.l上述吐 4 名金最終決定音吋 èj 才是 q. 都市計劃廳 (National

審查 7} 苦斗吐許可

Board of Urban Planning)

4 長官尋金立代理人告許可廳9.l合議外參加詐斗意見告也音量權限告 7}扑扑吐最終

決定外11 ~oì 投票堂權利完全氓吽 (EPO

!ì 17).

最終的決定金叫 ~7J 叫世合意叫到外吐世 4 名闊 011 意見$J相異并且1 .2..~案件金投票
斗1 千椅也斗.多數票吾有1 毛意見。1 採用~吋址型意見。1 二分詮苟♀吋是議長。l 決定權
吾吾 7}也 q(EPA !ì 15).

吐世申請者吋1 均不利社決定。1 ~副司~7å千叫老決定者吋l

立理由

!ì 18).

7} 記載~^1 ~主主吐。于t.-]是 q(EPO

許可 Y干干什華司令一般的土豆許可廳芒立許可持有劫吽 7] ~司墊條件告附記贊牛~
E于.

(斗l 社吋!建立正L吐污染防止裝置9.l設置寺)立 ~2 許可廳是普通 10年全\Ì. ^1

告設定許吽立期間內斗1 許可持

對象。l

是行為外開始司 ^1

~主主咕

詰全期間

。于t.-]塾金附記社斗

(EPA !ì 18).
7å平。，11 吟斗 Àì 美許可吾平斗堂時點什 λ↑告發生華 ^J

正主污染。1 1.午

NuÎsance吾正確

吟片l 斗斗會牛 ~Þ1 叫苦斗1 許可條件告決定斗 71 什司全苟」乎并致全牛 ~q. 01 世苟♀
刊全許可廳芒哥};<à ~.2..立活動λ1 現結果 7于斗吽昔叫扑扑許可條件均設定告延期堂牛主

奴主主干禹。ì ~t::于 (EPA !ì 2 1).立Þj L干什苟今外115乙型正L 聾吋外1 至全
B~ 暫定的'tl !見制苦朴 ^1

當 o 咕

許可廳::污染防止昔♀J

oH 咀斗.

最終的吐決定。l 斗斗~時點什 λ1

申請者昔日l 妄言干什關係人外1 月1 告決定日9.l日附斗地

方新聞吋1 公告斗~1.午三年毛直接送達智主主 ~ì 決定。1 通知是斗.

旦吐決定金環境保護廳，

地方行政當局，地方公眾保健當局尋金 7114 案件什吐古干什協議証機關。1

~.2..唔立機關

國土利用計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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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互通知許正尋司。1 ~J::十.
4.

不服申請

許可廳.9j最終決定書4年。11 全不服上告權 (Might

of Appeal) òf1

吐古干什附言墊吽 (EPO

s18).

許可廳斗決定(許可附與主千金許可申請卸下)斗不服。12ii 吐農務省外!上告全牛 ~q.
è~ 墊上告權金 7~-^1;: -?>!金申請者:是立決定外1 闢係吽完全當事者。1 J::于.

01

正吐公共三J 利益

保護斗 fE 觀點外1λi 環境保護廳外持正上告權。~J::干 (EPA s48). 有T禮地方公共團體外11 ;:上
告權 01

W.斗.q 址，地方公共團體 7} 案件勾當事者'ù ?â千五年全污染行為斗11

.9j古干什損害苦

啥毛財產科所有權'li苟♀外11 ;:立資格土豆上告垂牛~斗.
立在{斗。1 月1 朴 -^1 .9j經驗土豆苦口有許可廳判決定。1 叫詐咱不服上告吐吋11 ;:嘻立\ll全}，J::午
五世斗.

口干.再

審

許可廳.9j許可全法臨。1 叫司老判決斗在金法的拘束力舍外也斗.立司吟。1 司吐許可

吽吽吋 E千五許可斗l 千三司也條件告無視古千五吋舟。1 立 è~ 吐條件乏主平E-j.9j離脫。l 重大世
苟今尚1 全許可廳、芒。1 B1吐許可吾取消古干什以後.9j活動含禁止會令玖吽 (EPA s23).
èJ.3L許可廳。]

"\.刊電許可告 E千金斗吾吾7<J千件l 告許可.9j再審對象。l 是吽.寺，

立

(i) 許可斗

法的劫力舍外之H-^l 10年。1 經過電r 1'1有三年金 10年經過叫什以前。1 斗五狀況叫苦斗吐變化
7~ 啥也有f 苟♀吋IH去許可廳毛許可吾再審詐斗州立合主吾吾土之吽

泣斗 (EPA

S24). (ii) 許可持平件是時點叫11 ~o1 λf

咀有世條件含辛型牛

豫見堂牛\ll~堪重大墊 Nuisance7~

t 母有} 7<J♀，許可廳岳許可吾再審吽 c有州立全揖制吾誓午~斗 (EPA

s25).

剖叫什王三7<J-9-斗Il~什 λ1"\.午 EPA s23.9j苟 .sr-.2}.c 堂斗許可自體告取消~才注金j(~有劫
古'~J::午.立璀吋11

EPA s23 rv 25升 λf 規定是再審在環境保護廳、 01 許可廳外1τ有許件再審告♀哥

華次全案件主主意千五玖斗 (EPA

s26). 01-?>! 金污染行為.9j監督責任。1

許可廳、 01

o} l--j斗

環境保護廳。1 斗告叫起因奄斗.
吐咱一定有T 條件下斗斗告許可吾啥金者 7} 許可廳、外1τ有意干什

立一定吐條件。1 吐許可叫1 手持也條件。1

再審吾吾要請告牛~斗.

01 外l 不必要言l7~ "\.干必要以上土豆當有音。l 明白

色~ ~ 7<J♀，旦台許可 7~ 乎已句是時點什持台瑋見堂牛\ll玖草狀況上.9j
今苦。1 立去。l 斗 (EPA

s27).

變更。1 要請是主古

01 世7<J千外1 完全許可廳外l 叫詐 9 條件全取消言l7~ 1.f修正司晉

呂立全要求量牛~J::于.
吽.申請節次費用

許可廳外11 t:1l証申請節次外l 五 ff 費用各代理﹒技衡的立證 71 吽旦毛裁。1

申請者負擔。l

z于.志于合刊考察聾環境保護廳翼地方行政當局外1 叫奄申請.9j 7â♀卅五斗在 7}-^1 0 1 斗.許
可廳，環境保護廳嗅地方行政當局各立外斗亭台案件告調查詐汁l 斗全吋立外l 五老費用
毛告芒。1 吾機關。1

負擔奄斗.旦墊 7}-^] 例外主持許可廳。1 專門家叫補委託吽吋特別有T

巳n

(10

〈圈 5- 1)么叫l

申 I

I

間影響金但環 11$1 I~II-妄|區間 II~I'到 |口1
請 I

I

五月11 01 主1^1 \l吉全
1

行為﹒事業

•

I 許可免除申請尸1 1宋|→|感|→ 1

1•|

尸|了關 ï→|悼尸1
可【F

‘

1 1一→|諦
自去H

下
者 I

$司

I

一|許可免除申請-卜

地
方

-j! …行為一|

苟

行

專業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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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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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舖

哥拉
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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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是許老苟令外I]~ ::L 費用金申請者持負搶許只l

詰三L 咀吐是 q(EPA

914).

@環境保護廳斗~.91許可免除申請，審查，最終決定
農務省司下請行政機關咀環境保護廳(以下 NEPB 斗智)全許可廳外1]

.91董事前許可是要

井台五毛對象事業.91建設翼翼狀變更叫苦斗吋許可免除量乎什許全權眼全神奇1q.
λl

吽

當講什申請者告事前叫l 許可喜吾吾許可免除苦追 Ä] 苦朴咕躁業0]]著手堂令~~ ~見

。] ~q.ι9 7]Ài
吽~

.91 n]o]Ä]

當持完全許可免除斗苦苦許可廳外~ 1::有許什許可.91申請全許只l

~豆豆污染。]

'-t

Nuisance吾肪lf:::õþ]

疇。「五夸

叫司追♀吐措置量取聾義務.91解除

量.91 n] 許台呂定芒。1-'-1 4.
7于.申請

NEPB外1] .91許可免除.91申請外吐司 λ~~

EPA 913 0 ]

遍用~斗，許可廳斗~.91

許可申請斗

同一持斗 (EPO 920). 挂神文:問題fE 申請者叫l 才l 泣。1 許可廳叫l 許可申請告堂呂定咀 7]- ~羊毛
EPB外1] .91許可免除申請含量呂定電17]-7]- 苦斗4 吐茍♀持到斗.<>-1至1 毛揖業堂牛吐~~~
z司全申請者.91立場主主λ8~

自己.91活動。1 環揖斗影響金電刻意于浦口]叉lÄ] 替老眼節次.91

簡略性官司是什許可免除申請等告揮官于才1] :!;量去。]4.

01 迫

苟♀免除申請。1

卸下司吋斗玉

許可廳吋1] .91申請叫道金。?有苦。?到 7j 叫苦。1 斗.運用..9l賞讀會主主吐地方自治體..9l污水
處理場 7] 吽.91施設關係件l 吐司 λi 全免除申請吾吾首于全茍令 7]- 替毛反面企業等主三千'6].91
申請告許可申請外l

集中言]-31. ~ 4 31.吐 4.

斗.審查

許可免除申請。]

EPA

913.91規定斗之旦l~ 耍件外l 合致意于五~~咀申請各受理通 4.

NEPBi去申請去受理許世之吋lτ有許吋地方新聞吋公告詩文]詩三L 咀 0]- '-1是吋.立費用各
申請者 7]- 負擴吐 q.

正吐 Z 余告中外l 告提案行為.91種類，性質，位置苦斗1 吐量情報告記

載許只.J ~主~~址是 4(EPO
審查外1] ~<>-1 λ8

t

92 1).

NEPB告案件外l 吐詐吽寺吋吐利害關係 7]- ~431. λ~ Z}司老政府正 tE

地方政府斗協議吉};::tj 當主咱 o} '-I ~ q(EPO S22). 正墊許可廳吋1] ..9l世審查..9l茍令五年斗是
扑扑立現地調查斗毛 7]- 調查吾有司司電正L 吐吋吋l 告關係者斗.91會合吾吾開催當于;::t]詰主咕。}

'-1是 4( 向上).許可廳叫11 ..9l吐審查sj 茍♀斗主云吐iI NEPB叫1] ..9l吐審查叫Pi 完全技銜的倒面

.91審查 01] 比重。l 干什;::t]吋豆吐申請者叫;::t] 71 斗.91關係者斗..9l妥協斗色彩 7]-

強斗斗之

吐斗.

E于.最終決定
許可免除.91申請金許可申請卅日l 言干什鍾期間內斗l 決定。1

01 亭。1 直吽.最終的決定金叫

司老哥兒金 NEPB Sj長官。l 吋 NEPB司職員。1 作成吐報告書吾檢討吐寺]苟言iÐ ;::t]美援。l

普遍。14.
EPO令免除申請含有1 下許只1 當土耳=! 0}11.!司主~ 7cH-吾明示言?又到台吋l 案件再重要性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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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11 -Í羊毛 7] 斗司特聽吐事情外i1 ~詐什賞質審查并不可能吐真主主

+7} 立菇。]-c十 (EPO ~22).

0] 斗毛主 0]

NEPB7}

ffil

NEPB7} 判斷吐苟

~裁量權。1 千件主持。1

~只]'i!-之外1] ~古F

C有卸下是例完全嘻立自1 斗早有}-c十.

NEPB 完全許可免除時吽 è1 7 }Ã] 條件 •
許可免除吾啥芒者 7}

0]

Ã] 禱。干警指示項目，有劫期間夸吾吾明記有}-c于.

è-1奄條件外1]

t4三只|

室主主咕~司老吾兒毛告芒。]

4.

許可免除決

定毛關係者叫司通知司吋草草地方行政當局嘆地方公眾保健當局之至1 平協議吾吐機關
斗1 現1] :s三通知是斗 (EPO ~23).
斗.不服申請

NEPB7} 許可免除申請外t:Jl詐吽立被告'Ù~許完全決定三年金卸下 4~

決定金吐茍♀外l

吾土「于毛 Ã] 不服上告堂牛~吽 (EPA ~48).

o]~ 金地方行政當局~許可免除決定呼叫司

^ì 平同一游斗.判吟詩咀免除申請~卸下叫1]

t:Jl叫不服世叫刊全申請者全許可廳外lτ有古干

什許可申請全堂禮。1 苦。于 ~7] 叫苦。] -c}.反面免除吾咀;tà 奄決定外l 叫許o:j不服。1~
ff 苟♀關係住民主急地方自治團體苦不服申請~楚。1 閉鎮司。-1
外l

農務長官岳母去委員會吾設置詐吋。1

問題斗苛刻1

~ o-j

問題外 ~7]

tI帝是

世吐荷土豆社會外染污活動外介

入統制華能力告量。]7] 副社法律改正全檢討中。1 斗五吐吽.

P}. 再審

NEPB~ 許可免除決定金申請者叫叫吐法的拘束力。1 斗告;:;:l 01] )"許可廳、斗許可決定斗

旦河1] -c十三立于.是干 NEPB台許可免除叫11 t:Jl許件有劫期限吾吾平型苟♀ 7千 2liLL干立有劫期限
內斗音只l 斗正直丘之 7} ~::

?ð♀叫~~案件全再審言干什(許有J~ 苟」手持電再審條件。1

世許只l

當斗)條件苦告修正﹒強化堂令~斗.旦有T 被害苦啥毛斗苦毛主?于 1午加害者外1 吋許吽
操業停止斗染河防除裝置~設置音求古}l:司法院外l 援訴堂牛旦lq.

0] 外1

對言干什許可廳、土

豆芋司許可 7干干什司。1~ 告?ð♀叫1 告法院毛主操業~停止吽芒 7} 禁止，之瑋防措置吾取

華被告要求詐fE 提訴苦受理量有三~巳1 日午吽^1 許可廳主主平司許可吾
f去企業。1 提訴是?ð♀外1 完全許可廳叫1

1Q- Ã] 旻斗zl2i

申請會主立外提訴刊對抗垂牛~吽.吐喧許可廳主

立平E-j許可 7干子。-1 Ã] 咕立訴訟毛丟棄對1.':ëj o-j吋迫斗.
@地方行政當局。~] t:Jl吐許可免除申請，審查，最終決定
NEPB叫1] ~世許可免除外l 吐奄節次斗大同小異吽吽 (EPO ~24).
@地方行政當局外I]~ 事前通告
。1 節次全書面 o 立註吽.

0] 書類吋1] ~許可 12

記載.':ëj Ã] 詰主咕。于L-j是 q(EPo ~25).

許可免除申請~

?ð千斗同一吐情報7}

地方行政當局毛案件叫1] t:Jl斗吽重大量利害關係量

7}Ã] ~裂主主，，~ zj-!司老政府嘎地方政府斗協議許只l 當 o 咕。于L-j過吽 (EPO ~20). 立;;q旱
地方行政當局各 NEPB斗協議者千五充分奄調查吾吐剖污染。1 斗 Nuisance是防止﹒減少λJ

7'171 副司操業01] 案件吾吾平均才斗斗喜行政指導華華牛 ~q.

國土利用計劃。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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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l^ì 環境評價制度斗確立

日本

(1)概說

日本刊泣。i ^i 五 1965年代後半平同環境影響評價 7} 公審斗

自然環境$J被害苦未然外1

防止吽 7] 剖吐重要有} 1:l}守主主立法制化$J告司堪。1 環境行政$J重要請課題主推進司。1

按說吽.
立司斗件

1975年 12月刊告中央公害對策矗會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專門委員會主平司「環境影

響評價制度.9l方向刊是許吋」斗之意于全答串。l

提出過1:l}故主立次全甘于守主主意于4 環攝

影響評價法判立案作業外，推進司。1 張~~1f評價技法。1

確立司。i ~^]

長吐現殷階州1]^1

影響評價告法制化許是叫叫垂危懼心毛主產業界斗開發關係部省內部外lλ?

豫想外立吾垂在

斗玖玖 Jl.:::L 立法化叫1 完全強硬吐拒否反應。1

提示司法 4.

:::L~ 詐 4

日本環揖廳:::吽墊 1有

1978年 5月 17 日外1] 3年草什推進司♀咀立法化吾正式土豆斷念詐 7] 主決定帶

UJ 碧玉L立州

立立法化全有什旦中央政府水準外11^1 ~挫絕是狀態外11 ~吽.
二王丙斗。1 仕斗在是狀況告背景主主詐吐 λ↑主地方自治團體 7于是吋l 持台

制度化科氣運。1 于是古!高揚司。?它放:]
節次吾加昧設環境影響評價外l

71

環境影響評價斗

1976年 10月刊完全川岐市刊 λ? 或主立住民參加.9l

吐墊條例是制定得什施行合于Jl. ~Jl.立啥叫王官誠縣，

庫縣，福岡縣夸斗在 01 環境影響評價指導要綱金制定古干什開發行為$J施工外11

評價吾實施斗才l 吾指導許互致全例互致斗.立~ Jl.

~oi 事前外l

1978年 7月刊台北海道外l 什

水準斗1l ^1 ~鴻毛吾土主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壹制定吐甘于~丘吋平安全契機主

兵

府縣均

意干什東京，擴

誤，名古屋，京都，神戶苦都市自治體外11^1 正環境影響評價斗制度化$J準備告急速詩才l 推

進吽Jl. ~ 4.

0:]7]λ↑老三L 代表的<tl苟千立 λ? 川岐市斗條例外H 斗環攬影響評價斗節次外l

是在司紹介意于 71 立吐吽.
(2) 川峙市科「環境影響評價斗莘莘條例」刊 ^ì $J影響評價節次(圓 5-2 參照)

本條例全前文斗 7章 30條立構成司。i~ 老吋l 第 1 主主體、則，

第 2 章地域環境管理計劃，

第 3 章環揖影響評價$J審查，第 4 章環境調查報告書寺第 5 章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第 6 章

雜則，第 7 章罰則立司正附則$J )1民主立司。i
3 章以下外1] i見定司。~

^1 $J要望毛主斗斗吐于1

~i去吋l 環境影響評價斗11

指定開發行為主l

~斗.環境影響評價4

節次斗l 且是司 λ~~ 第

~oiλ? 全吐持住民刊汁1

公開吽吽環境面斗I

質施。11

9J. oi 住民叫意見金反映立等許之~斗

E井斗^1 基本的<tl情報.91公開，說明會巷道切吐周知去叫奄措置苦苦千古H:. ~叫什公聽
會苦告通告1 住民$J意見。1 嘻才l 反映玉皇牛~平等節次壹定斗三王文~t:于.
指定開發行為者全住所，姓名，指定開發行為.91種額，開發計劃.91

奄斗(第 6 條1項).

內容吾呼叫司屆出現1

01 苟♀環境影響評價.91方法，環境外l 影響金口l 斗 fE 豫測，評價勾結果

嗅環揖質.91劣化并豫測司主EFg 千件1 全立對策告包含吐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吾提出丹l 吐

斗(第 6 條2項) .

環境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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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2)

日本斗草草接影毯評價節次且1

〈市長>

Flow-Chart

<行為主體>

立一τ;;1_ _

<住民>

I 0 指定開發行為斗計劃 1

Jfc tfr

-一一-l主一一旦|←一一一一一-1 0 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 j 作成

I!

告示 .--0 受理吐事實
O 環境影響評價
報告書.91耍旨

縱覺… 0 上設報告書且j

?「Ei

寫本

一一

(計劃段階)

e一

i
i 意見書斗提出 1--\

:←[修正報告書 l

|修i報告書斗縱覽|

甘

tEi-1直至|←
EE!
|豆渣磊函一站|

|豆豆一|壘堅二哩|一一→j

..._-.............一一

liy

l歪歪亟|

↑食施段偕↓

::旦旦生i 一一.._--------_. _.._--一情幫會告門

市全當該屆出全受理現金叫什告立安全告示意千五當該報告書是 30 日間縱覽升1

(第 9 條 1 項，

2項) .指定開發行為者告立縱覽期間中外關係住民吋11

71 E千遍切吐方法土豆周知 λ1 外 71

吐斗

l'1l許吋說明會司開催，

副社措置吾寸于社吋(第 10條) .

關係住民才 E于蹤覽是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斗1 吐古干什意見金扑在者全屆出.91告示 7} ~

國土利用計創刊以外外若是處評位制反且{確立

毛!..量三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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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日以內外1 市吋1 意見書告提出丹l 註吽(第 11 條 1項) .市芒。1 意見書 91 提出。l

玖玖告叫叫老當該指定開發行為者叫1 汁l 送付吐斗(第 11 條2項)

•

意見書91 送付吾世芒指定開發行為者是全意見書刊 91 7-]古干什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呼
修正有無吾報告書立市外1

叫垂

報告哺育}"C于(第 12條 l項).市全當該修正報告書告再次 15 日間

住民外1 汁l 縱覽到1 吐吽(第 12條2項) •
指定開發行為什吐吐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夸外l
日1 干什苟言于老三;;t~外1 條例。'11
價報告書，

書，

訟。1λn: 地域環境管理計劃外1

司 71 詐。司設置持台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刊汁11

(ii) 說明會哥叫結果報告書，

(v) 公聽會(第 14條)斗11

叫吐審查 011

(iii)

(i) 環境影響評

關係住民吾土豆平Ej9j意見書，

(iv) 修正報告

~o-] À1 .s司意見寺關係資料告提出首干什意見告音。1 市長。1 環境

影響評價審查害苦作成吐吽(第 13 條 1項) •

市長金審查書告作成裁金叫外11 ~當該指定開發行為者。1 汁l 送付智斗寺 λ1 外1 公袁世斗(第

15條 1項).指定閱讀行為者告。1 審查書 91 公衰叫il 91 言干什當該指定開發行為 011 著手贊牛~
吽(第 17條).
。1 苟令審查書吾遵守堂裂。1 義務-^]♀J 丕l 吽(第 16~巴勒.

。1 仕。1 呻吟第 3 章91 主要哇內容。]il~ 斗。1 許外il
變更是州立全開發行為主芒斗(第 7 條 2項)，

(i) 指定開發行為91 種穎，

計劃91

(ii) 公聽會主去關係住民主芷若指定開發行為者

立平Ej要請。]~金苟今立州市長。l 必要許斗之咀 7.3強音叫什開催吐斗(第 14條 1項).

(iii)

市長。1 指定開發行為者什 τ有意干什環境保全上嘻♀吐措置是胡許正等勸告警牛致全規定
告吽噎言千五~斗(第 18條) •
已于全第 4 室主 91

主 λ~ 9j市民 91

I環境調查報告書吾」斗1 吋全事後審查立 À1 9j環境調查報告嗅之

參加節次

申請叫l 是叫規定詐之~斗.

是干規則主主定司在專業吾吾苟言千五致全者全現在苟言:}..:J1.旦if去當該專業外1] 91 許吋環撞
。11 世1 云:全影響司程度嘎範圍吾調查詐。4

。1 吽吽市長外l 均提出許只l
社墊，市民金市長叫11

立結果吾記載詮報告書吾規則主主定奄斗

詰主吐白于斗是斗(第 19f~1 項) •

~話干什環壇影響調查報告書司提出告♀于許正尋申請堂牛~正是于

規定吽之~"C于(第20f~) .
..::z. ij 之第 5 章外11 À1 全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科所管事項斗構成外l 吐司規定吽..:J1.~台前1 良
好吐環境科保全叫."j吐吐重要社調查審議事項主主 λ:ì

變更叫1 吐吽吋意見金陳述詐全喔，

(i) 地域環境管理計劃 91

(ii) 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寺指定開發行為叫l

策定曳之

吐吐審查

書叫作成什吐詐吋意見吾吾陳述斗全世夸。1 立去。l 斗.
本審議會科性格芒市長斗附屬機關。] t司市民，學識經驗者嗅市職員

25 名以內主構成

組織司升到斗.立句之附帶決議主λ? 會議全原則的主立合開斗斗市朴實施斗告指定開發
行為叫1 吐証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苦斗審議外11

~什 λ↑芒市職員芒表決外l 參加許只I

E吉主哥

濃草言論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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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三五~吽.

音乏主。l 條例 ff 節次告主體立吐改 J主主^ì

0] "-ì 吐節次違反外1 叫司 λf 最高 5 萬圖以下

$J罰金刑告謀持正等井之試三三斗。1 吾違反著手宜再去表斗智利1 本條例$J賀存住全擔保

科:i!..~ 斗.
第3節

♀ 21q 己川i 毀。P.1 月環境影響評價旦i 節次構想

(1)一般的行政節次 i羊毛就存斗特定吐行政節次斗斗關係
環境保全法第 5 條 7千環境影響評價壹制度化斗之玖告全苦吐量叫，立評價節次斗1 吐司

Àì~去假稱「環境影響評價節次 01] 吐社規則」舍大統領令主主制定詐。4

一般的'ù行政節次斗

全別途均準則告斗唱會。] 1l}苦斗弩之丸。1 斗.二L~ 言干什別途斗競定。] 'ilÃ~限，

環境保全

法第 5 條斗11 $J 71 吐環境影響評價調書叫作成嗅審查告。1 準則叫1] $J許正尋吐斗.
(2) 環攝影響評價4

主體

環境刊有害奄尋芒有害斗♀司 7} ~~開發行為告詐司主雪白呵。1 立行為$J主體者
三年金第 3 者 7} 管轄行政廳吋11 ::L 行為 7} 環境外11 n] 主影響告評價﹒檢討古干什

環境影響評價

報告書吾提出﹒公衰稍許台方式(美國﹒日本吾)且也有堂牛~至~::>:] 'tl-環墳保全法第 5 條

7于「都市$J開發 0] 斗產業立地$J造成，吋l 吋::>:]開發苦環境保全外1 影響告口l 又~~計劃全樹
立持主持許是行政機關科長毛大統韻令斗定科fTH干什吽斗當該計劃外1
健社會部長官斗協議詐件。干有14J 五世規定言}:i!.. ~主主主立

係行政廳、 01 斗之苦牛~告去。1 斗.平斗斗斗斗開發事業。]

是科吽口]~保

環境影響評價$J主體告」乎也關

il1 ~1] 立政府專業主主遂行再 z

~若現狀叫]λ'l~去環境影響評價$J主體吾。1 仕斗在 0] 行政廳。1 惡午'ilÃ 3貝::>:]'tl-民間大企業
吾吾吾1l]且有規模 7} 司各企業外斗司遂行司老開發行為外環境外!口l 文H去影響斗l 叫奄
評價外1]

~ c-j λi 完全開發主體者$J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告1l}守主主意干什

開發行為認可行政廳

。] ::L PJ 証民間專業外lτ升 至1 吋主主體斗斗。1 外華去。]-.:于.現在叫什司 7}::>:] 與件全 λ~7+ 堂
苟千吋l 全才是在環境影響評價S!]主體告行政廳、 0] 且是牛啥叫

'ilÃ::>:] 'tl-民間企業科

規模并

于1::>:1 :i!.. 立.專門化斗程度 7十三舌。于又1 吐事業主體吋::>:]事業外1 吐吐行政廳$J許認可申請者 7}

主體7千再三等誘導司斗斗。干警故。1 斗.
。Hl 毛現投!當主持毛主環境影響評價調書叫作成主體告關係部處科

道知事并晉美 0] -':f.

長官告1>]旻吽吋市﹒

立已i 古}o:]吐吽環境污染外1 口l 電影響。l 音裂主主事前外i 防止措置苦

受亭玉哥勸告井井l 惡裂。l 之 ，7å-?- 斗1 吽吽λ'l~事業自體均不可能叫垂牛五~告哥兒。l 斗.
(3)

關係行政機關斗關與斗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

環境影響評價均主體告zj-zj-權限:<<~行政機關斗長。]::>:]吐環境影響斗評價斗l

泣。ì^ì ~

關係行政機關斗斗事前協議均不可避許斗.

。1 i!.ì 吐關係行政機關斗$J協議全一般的咀行政慣例吋吽斗處理嘻牛啥叫1 'ilÃ..2..斗。l 州l
哇苟言干什環境保全法第 5 條外規定許台 r... 當該計劃叫苦許吋口]~

保健社會部長官斗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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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古}o'j。于世 4J 主:- ..91口l 生芒。4 吋 7千 ^1 豆評價堂令致全裂。 1 1::于.

豆。l 視告義務規定丘立且斗協議昔 il 斗 ^1
只:1

I協議古干什外墊斗」告表現叫

~忌，主咱當該計劃金施行董牛\'lt正是令拘束許

~古老限環境影響評價制度..91本旨主子半披辜

被 012 甚苛各有名無實墊制度的裝置 7于

!ëJ什吋堇可能性甘于祥說勾當斗.

口干斗λf 制度..91本旨苦受Jrj 71 割草1λ? 老保健社會部..91環境管理外1 吐吐權限金t:l1尋強化
科全按 01 不可避堂之見。1 斗.
(一部外lλf 論議..91對象。1 ~ 0-]敢告保社部..91外廳、主L 豆 λ~ ..91
所屬下..91

I環境管理廳案。1 Y-國務總理

I環境廳案」玉。1 吋吐觀點吋1 什檢討叫苦吐會代案。p，十垂午~舍去。14).

電玉皇保健社會部長官名關係行政機關斗長..91環境影響評價調書斗協議外

應詐 71

哨詐吽

偎稱「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告附屬機關主立設置意干什。于華裂。l 斗.

「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斗構成各保社部令主立設置許持民間代表，

學識經驗者嘎闢係公

務員主主 25 名內外立組織合}2 保社部長官。1 立議長。1 是斗.現實的主立全現行環境保全
法第 11 條。'11 ..91司委獨是環境保全諮問委員會..91委員中斗11^ì 相當數兼任 λ1 型牛~含呂定。l

4. 環境保全法施行令第 10條外11 .9-1 詐咕中央環境保全諮問委員會..91

10個部門委員會7~全前1

「環境影響評價部門委員會 7千設置埠。ì ~.Q..l.于環境影響評價斗審議外民間代表，關係公務員
寺吾吾包含吐專門的審議吾立職務主意于全呂定'tl以上「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告別途立設置

古于全裁。1

ll~ 苦斗吐裂主主茍 Z于是斗.

環境影響評價審議會科審議書告關係行政機關斗送付智斗夸 λ1 叫1

環攬保全法第 10條斗1

..91司設置司。1 ~~ I環境保全委員會」吋l 報告叫苦干什關係長官 011 汁l

周知 λI 歹'1~ 去。1 ll~ 昔

苟言l4.

(4)住民司參與

開發行為..91環境外11 ..91影響斗吐吽吽 7~寸升斗吐利害關係苦朴^1 全呂定金國民量。l 斗垂
牛鼠斗.口干 E十λ? 環境影響評價..91節次叫11 ~ 0-] λ↑玉。1 咕形態立毛在外l 住民 01 參與華牛致
是益。1 P~ 草司主尋持全乏足。1 J3..苟延吽.

有L 司斗 4外H 完全 τ有 ~lli三 0} :3j五行政節次外11 ..91住民參與.9]體制斗傳統。l 微弱詐什外國司

法制外l 斗斗在各大幅的'tl住民參與..91甚告司等全 4~ 呂定。1 吋吋 7~^1 問題點。1 \'lt ^1 當 4
立r，j1-f環境行政..91 1::于毛一般行政外11 t:l1吐特蛛性含辛王有許z 環境破懷..91未然防.ú:::.9]重要
性﹒必要性含在吐堂口有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吋 ^1 調書..91公表吋只l

縱覽，

立 ;;;]2 必要告

官司外Il-c公聽會，說明會吾吾全開催詐。4 廣範吐意見聽取并圖謀司正主干制度化董必要 7~ ~.Q..

吋且可丘之註運用上立質劫持期司只l 五尋墊付 0]: 堂去。1 1::于

01 苦斗吐電斗斗-9-;;;]斗斗斗l

~什 ^ì .::己一般行政節次法.9]早速証制定。1 促求司 71 五世斗.
第 4 節環境影響許價制度運用上旦l

問題點(節次到關聯剖開)

(1)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全科學的事前調查斗寸唱吐住民參與吋11 ..91斗吽開發斗環境.9]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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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期斗主持斗告。]
ò]

;<1] 77}Ã] 今èJ 斗斗叫什立類例 7} 'ilJ-泣吐特殊吐節次斗堂午9J. 9-.

節次適用外法的主見制力去哇!苟言}Ã]

~告全苟♀。，11 全立實劫吾期許 7]

叫司持全是千計立

運用面外l 泣。1 評價s1過程。]èJ毛并結果吾合理的。].司說得力支l 全~玉L 立意}.:i!.住民側。l
l午開發側。ì:'::. 乏干什互信賴吾喧金牛奴主去岔五L立意于全毛主。1 平'?;l且已于緊要許吋昔吾兒。l
E于.關係者外1 到l

偏向吋;<:]不公平感含ι 平均1] }!司咕:評價制度斗1] s1協力全

世;<:]

妄言于內1]

!司。1

2 實劫暑期會牛'ilJ-舍去丸。1 斗.

是年詞。1 吋吐制度 7} 姐制力全神 ;<:]Ã]

~~行政指導的'ù

呂定。1 司

司法的統制企l 對象。l

s] 只1 當芒役。1 哥 FSJ手，行政側。] ~.點氣力污} 71] 運用量可能性。1 氓;<:] ~主斗.
。1 月~]立運用上 $1

~7}λl

問題點合指摘司其 7] 立墊斗.

(2) 哭叫立質臨$]段陪刊9J.

öì ^ì

~評價 91 項目告事業s1史性質斗叫關係斗1]Aì寺苦吉l 檢

討意干什無益吽主困難哇調查吾強制詐告堪。1

敢正是干配慮司。干管去。1 斗.

理念的主立全

評價s1對象金廣範許吐堂牛尋孝已于又想 ZTz司;<:]~環境科大勢外l 嘻主影響。1

且只1 當各

項目。1 斗毛外調查吾司且扶持信用電E 牛致全資料吾世汁。1 司全項目扑扑費用斗勞力
全吾外調查 λl 汁吾友金開發者外1 均不必要吐負擔告方l 主1 斤)禹王主正吐寺咀骨文書s1數

企告èJ毛結果苦力;;çJ.2-才1 吐斗.

(3) 苦功立外國司法制。'1]λq~ 住民參加全本制度司持哥哥sl.吐才苦。]

s].:i!. 9J.斗.立

斗斗。]~合適切古l 運用許 7] 副司 λq~ 參與s1理念全明確司董必要 7于9J.斗.

主尋"6]參與

司意義吾直接民主主義。1 斗吐地域的世合意形成司手段主立昔去哇!井之嘻;<:]

♀Si吐

住民s1監規斗11 s1有T 間接民主主義s1補強手殷主立基去'Ù 7于外1] tI午斗立理念。1 堂斗也斗.
斗1 至2τ有印刷吐葉書寺外l 斗詐。司劃一的內容斗意見書并組織的主主送付司 7ì 1..千公聽會 7}

開發反對派苦斗集團示威場。l 斗才l..}許老三司令斗評價外1 鼠。ì 0] 吋噎住民參與科
直接民主主義的合意形成。l 斗且全苟♀外1 泣。1 付之;;4 7] 叫什
許效;<:] 'il-証噎住民參與.9]日的。l 住民斗廿三L立開發者側s1
立是正合叫苦斗。}告司各自主i 價值觀告閒陳苦」之三吋

意味吾

提示是意見s1多寡主重要
豫測評價司缺陷告指搞言}.:i!.

且已}奪金行政判斷金形成吉}~

吋情報主提供合于毛吋1] 9J.~::- 夜之立。1 色;1] 吐斗吐意見叫多寡且巳t .2-司司情報斗意見叫質
。1 苦月~H重共 0] 吽.

旦有T 現實的觀點。1λ1 苦叫往民參與節次。1 ♀斗芒時間各昔啥司在視。] ]象想再 7] 主意F
Z 正墊多樣吐價值觀告并 Àl ~多數住民.9.]意見吾吾吾汁l 正!吐各段階斗斗意見s1一貫性
金缺吽芒苟♀主 λþ] 才1] !才又叫 7~ 定司在層s1意見甘吾吾于主吾丹1] !司老

華斗苦朴3守主

全7(l Jf--"己'ilJ-;<:]當告之見。1 斗.吽吽λ1 多段階外lλ↑斗住民參與幸制度化智斗l

訣。ì ^ì 芒。1 甘

斗毛主毛主7(lJf-吾斗苦斗吾 λ，] 01] 住民汁。1 吾外 211 行政然 ;1: 任。] s];<:] 詩三哥

配忠告必要扑

到告呂定。]

t:-}.

(4) λ，1] 功立環攬影響評價書審議會科審議方式外l 垂吐去。1 問題是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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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會$J使命全意見書斗去聽會叫lλf 提示是住民$J意見全社:3}許咀 ""1 關係行政廳。] t午
開發者側。1

提出吐評價書謂書呼叫意干什科學的專門的立場叫H 檢討吾吽之長。l 最終評

價吾吋i!J全判斷資料主λ↑開發$J當否刊吐司答申苦于是前1]

9J吽.斗斗 ""1 審議$J

過程<>lH

z}分野$J專門家主全立專門知識金甘于苛 o 主意:}2 旦註市民代表$J委員名一般常識的觀點

叫1λ↑評價書吋1 吋吽吋各自$J判斷斗評價吾詩之立吾意見。1 綜合2有什。干聾裁。]1::于.

審議7} 形骸化!9吾吾含斗吽 7] 剖 õll ""1 全必要斗1] tI于斗現地吾觀察官于 71t午開發者側$J出
廠金主L于老干什說明正是全機會持必要受苓♀主 ~;;{1

~主金投。1 斗.

審議會.Ql 權限斗審議節次是明確古1 限定叫于~ ~丸。] ll} 昔司吽吋審議會主去公正奄科學

的審查機關土豆 ""1 確實斗才干什是範圈外1]""1 立權限金行使司。干昔裂。]1::干.熱意 7} ;:>;]1-于
社 1午吋;:>;]開發者外1 月1 過度吐注丈含意:}71 1.午審議是長期化詩才吟詩間斗費用金浪費現l
詩文:]

~主主尋運用上配慮詐哼 0]: 堂之定。1 斗•

.::z..i!J.ï7..審議會$J委員金各專門分野$J專門家斗市民的感覺金代表吽全平均的市民吋
斗選出斗告役。!適當普裁。1 斗.

事業者代表斗毛井去害反對運動家斗意見金住民斗意見吸收過程外lλf

充分可聽取許正

是手唱什 0]: 弩之支吾吾吾 o];:>;]~ 審議會 7} 中立公正有T 科學的評價機關。l 斗之奄吽咀利益代

表的'ù構成名不適當許吽堂哥兒。l 吽.正吐委員土豆吋各黨代表立構成許老岔五審議會

<>l]政治色金 7}A~ ..2..月11 ~司外甘于普有許才安意于 E于堂去。1 斗.
(5) 吾土豆行政機構斗是証問題 7}

9J 1::于.環境影響評價毛環境問題全般外

吐吐綜合審

查吾實施吽吾吾兒。171 叫苦斗立確實墊遂行全副司吋告斗喜部局$J協力。1 不可缺吽吽.
早年苟地方自治團體 7千評價斗l 吐司是專業科專後監視呼叫司 λf 朴只l 留意司斗持現咀

斗收集，

違反事實司發見，

違反外l 叫証改善促求措置寺。1 必要吽才l 惡呂定。l 乏主有什旦

去害規制部局外吋1 建築，下水道，文化財關係$J部局$J協力。]
許汁。T 司全社。1 斗.

情報

吽 λ1 甘苦1λ? 行政機關內均有機的'ù

~.9..咕立確實証實現金期

協力調整體制 7]- 不可缺吽斗堂

去。1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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