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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一路有您感謝一路有您感謝一路有您感謝一路有您～～～～ 

「永續理念」在國營企業、經濟部、交通部等等政府的某些單位及財團可說是

「投資障礙」，違反了「快狠準撈」的法則，相信這是從事環境運動者與開發派交

手後共通的感觸。財團總是精算如何透過減稅、便宜的水電及土地、廉價的勞工、

寬鬆的汙染標準達成獲利，政府則以政策配合，要的是虛幻的 GDP，官商各取所需，

二者往往假「拼經濟」之名，「合法化」的行掏空國家之實，22K薪水、貧富懸殊、

山林國土脆弱、環境生態不保、國債高築……都是反應現行政策失衡的結果。 

2012年，台灣一如往常有許多脫軌演出：杉原美麗灣環評案以空白的「有條件

通過」強渡關山、財團告學者以令其噤聲、文林苑都更案王家屋主被強行拆屋、農

委會頒布行政命令非法使用國有林地就地合法，還有令人憂心的財團併購媒體，以

及核四拼裝電廠……。雖然 2012 年眾多環境議題結果並不令人滿意，但台灣蠻野

心足生態協會仍將秉持向上提升的價值，鍥而不捨捍衛台灣人賴以生存的環境！ 

本年報除了呈報 2012 年環保工作內容外，並介紹非核家園街頭演講、歷年來

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累積成果、創會理事長文魯彬先生描述照護父親一文等等。努力

維護台灣乾淨的空氣水土，是我們對您的回報。請繼續支持我們！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全體同仁敬上 

 
專職分工說明專職分工說明專職分工說明專職分工說明 

職稱 姓名 職務內容 

創會理事長 文魯彬 
社會企業、氣候變遷、全球綠人、亞太綠人、白海豚保育等國際串

連事務。 

理事長 楊士慧 

任期：2010/3/23~2013/3/22 

綜理協會會務、白海豚保育、水力發電、廢棄物處理、出版、媒體、

宣傳、企劃等工作。 

支薪專職 7位 / 兼職 1位 / 外籍實習生 1位（2012/12/31） 

秘書長 林子淩 
立法政策遊說、資訊公開、國家公園、山林、濕地、促參、原住民

族共管等國土議題（如土地徵收條例、海岸法等）。 

律師 蔡雅瀅 
非核家園、都市空間與綠地、無毒家園、環境公益訴訟、環境法治

教育。 

律師 陸詩薇 

國光石化、土地徵收條例、農村土地與水權、科學園區開發爭議、

原住民族土地爭議、環評程序監督、都市計畫審議監督、環境公益

訴訟，以及都市更新相關行政與刑事訴訟。 

研究專員 李墨堂 風力發電、綠色能源、石化產業、花東議題等。 

研究專員 邱馨慧 社會企業、永續農耕。（2012/04 到職） 

研究專員 王佳真 2012/02 離職 

出版宣傳 陳凱眉 電子報、出版品、網路管理、非核家園等。 

財務人事 張淑芳 會計、出納、人事、社團會務等。 

兼職 韋馬克 湖山水庫、白海豚議題、鳥類保育研究、英文網站、翻譯等。 

外籍實習生 
Sophie Chen Jin 
金耘柳 

對外郵件及各類書件報告、英文網站、翻譯與校對。（2012/1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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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2012 年度經費收支概況年度經費收支概況年度經費收支概況年度經費收支概況（含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經費） 

 

 

 

註：專案計畫係包括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媽祖魚生存研究專案及生態文學哲思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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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目睹日本福島核災，是否感到惶恐？ 

核災一來財產歸零！ 

輻射一掃健康不保！ 

台灣人及台灣國土是用不起核電！ 

 

台灣與日本同

樣面臨地震、火

山、海嘯等多重威

脅，核災發生機率

高，國土面積不到

車諾比核災污染面

積的四分之一，核

一、二廠緊鄰數百

萬人口居住的北北

基首都圈，被國際知名期刊 Nature選為世界最危險的核電廠第三名及第二名。 

核一廠耐震度 0.3g、核二、三、四廠耐震 0.4g，耐震度遠低於福島電廠的 0.6g，明顯不

足。台電長期在廠內焚燒低階核廢料，威脅國民健康；過密貯放用過燃料棒，提高核災風險。

核廢料貯存場址尋覓困難，留給後代子孫難以處理的問題。 

依能源局統計，核電僅佔台灣電力裝置容量 10.6%，依台電資料，台灣每年用電量最高

時未用到之備用容量率已連續 5年超過 20%，不應讓民眾繼續承受核災風險。本會除積極參

與核安相關會議、撰寫文章1、行政爭訟2外，並透過街頭演講方式與社會大眾溝通，務求核

災不要發生在台灣！ 

興建中的核四廠拼裝、泡水（因颱風、人為疏失、設備尺寸不合、設備反覆故障等原因，

多次淹水）、跳電、火燒事故不斷（因環境高溫、誤觸送出假信號、靜電引起程式錯亂、水

氣入侵等原因肇禍），加上大量違法變更設計（1500多項）、未按圖施工、偷工減料等工程

問題，安全難以確保。 

核四預算從 1999 年動工 1,697 億元追加到 2,800 多億元，還想追加到 3,300 億元，卻無

法保證安全，實係掏空國庫的危險錢坑。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自 2012年 2月開始進行「非核街頭演講」，將非核理念傳遞至各

角落。地點主要在台北市鬧區，並曾至基隆廟口夜市、新竹城隍廟夜市、新竹護城河、內灣

老街等光觀景點舉辦，全年共計舉辦 33場街講活動，155人次工作人員參與，期待喚起非主

動關心核電安全者的覺醒。歡迎各位朋友到街頭找我們，一起倡議「非核家園」！ 

                                                 
1
 2012年核安相關文章刊登報章雜誌 14篇，連同網站文章共 20篇。 

2
 2012年 7月本會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組成義務律師團，提起撤銷核二重起案訴願。 

 

「非核家園」的 
街頭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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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律之路環境法律之路環境法律之路環境法律之路～～～～    

本協會自我期許為環境法律團體，希望以法律行動作為改變社會的媒介，所謂法

律行動之具體作法乃透過立法、法律與政策倡議、監督行政程序和訴訟等行政救濟等

法律手段，修正現行「犧牲環境以獲得短期政治經濟利益」所導致的不合理現象。為

落實於此，最大的特點就是聘有二位專職律師專注從事環境公益訴訟。協會從 2004年

起參與的訴訟案件，於 2010年起陸續有了中（終）局判決，雖判決結果不全然讓人如

意，但卻藉此建立了一些訴訟上的標竿與典範。 

本協會成立後所處理的第一件案件，是太魯閣族原住民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八

年來，與博仲法律事務所律師合作，為太魯閣原住民爭取應有的土地權利。我們的當

事人與夥伴們，歷經八年苦戰，去年(2012)十月，原民會終於作成歷史性的訴願決定，

明白肯認國家有義務協助原住民們取得土地所有權，這是重要的階段性勝利，協會會

持續協助地主取得土地所有權，同時也會持續監督更上位的水泥產業不當開發問題。 

還有參與的中科四期撤銷開發許可案，2012年獲一審勝訴判決，此為國內首宗民

眾訴請撤銷區委會開發許可勝訴之案例，雖內政部及中科局繼續上訴，中科局亦未停

止不當開發行為，然訴訟過程與階段性成果，有助促使政府及社會重新省思糧食安全、

水資源分配正義、國土保安等環境議題，並賦與農民面對不當開發之迫害，透過司法

程序抵抗之可能性。又本協會與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合辦中科四期撤銷環評結論訴訟

案，雖然第一審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敗訴，但 2013年 2 月也在最高行政法院獲得階段

性勝利，最高行政法院將原敗訴判決撤銷發回。 

又參與撤銷大巨蛋環評、都審及建照案，爭取到法院就當事人適格之判斷，採納

引述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 11條肯認居民之「環境權」受公約保障，得提起行政訴

訟，撤銷都審及建照部分之訴願決定，環評部分本協會協助居民繼續上訴中。本協會

所參與的陽明山保變住六之六環評案，以及青山電廠環評案，也都獲得法院肯認、甚

至放寬開發行為當地居民的當事人適格，一步步突破過去對於環境訴訟的重重限制，

讓未來的人民有更多爭取法院救濟的機會。 

另外就核二廠一號機在安全疑慮中重起，除於審查階段參與聽證會提出書面意

見、參與記者會、投書媒體表達意見、與台北律師公會合作舉辦相關座談會、參與立

法院相關公聽會等，並在原能會同意重起後，就相關行政處分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台

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義務律師團共同協助民眾提起訴願（目前一審訴訟中）。 

此外，持續協助受害民眾進行：中科三期環評案、樂生環評案、陽明山保護區變

更為住宅區環評案、板新水庫集水區化工廠環評案、撤銷不當核給容積獎勵都更案、

RCA公害求償案等相關訴訟。 

2010 至 2012 三年來統計有 56件有法院的中（終）局判決，代表了我們律師的心

血與辛苦付出，也辛苦法院法官的審理，希望這股台灣正向的力量能繼續擴大，感染

更多的法界人士關注台灣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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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010201020102010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訴願訴願訴願訴願、、、、裁判裁判裁判裁判、、、、偵結案件明細偵結案件明細偵結案件明細偵結案件明細表表表表：：：：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判決日期判決日期判決日期判決日期    訴願訴願訴願訴願、、、、裁判裁判裁判裁判、、、、偵查偵查偵查偵查書字號書字號書字號書字號    

訴願訴願訴願訴願、、、、裁判裁判裁判裁判、、、、偵查偵查偵查偵查    

機關機關機關機關    

1 2010/04/22 99年度裁字第 843號（樂生假處分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2 2010/06/04 99年度全字第 40號（中科三期環評程序參與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3 2010/07/07 院臺訴字 0990100207（中科四期開發許可.程序參與案_訴願） 行政院 

4 2010/07/16 院臺訴字第 0990097876號（七星潭環評案_訴願） 行政院 

5 2010/07/23 環署訴字第 0990052561號（松菸文化園區_訴願）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6 2010/07/30 99年度全字第 43號（中科三期假處分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7 2010/07/30 99年度停字第 54號（中科三期停執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 2010/08/12 98年度訴字第 420號（陽明山保變住環評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 2010/08/23 99年度停字第 37號（中科四期開發許可停止執行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 2010/09/09 99年度裁字第 2048（中科三期環評程序參與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11 2010/09/14 99年度執字第 57號（中科三期環評強制執行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2 2010/09/29 台內訴字第 0990260061號（元利都更案_訴願） 內政部 

13 2010/10/21 99年度裁字第 2454號（中科四期開發許可停止執行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14 2010/11/12 99年度裁字第 2779號（中科三期環評強制執行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15 2010/11/23 99訴 1841號（七星潭環評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6 2010/11/25 97年度訴字第 1170號（湖山水庫環評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7 2010/12/29 院臺訴字第 0990108790號（中科三期 99環評等案_訴願） 行政院 

18 2010/12/30 99年度全字第 71號（中科三期廠商假處分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9 2010/12/30 99年度訴字第 658號（中科四期開發許可.程序參與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 2011/01/03 99年度停字第 103號（元利建照停執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1 2011/01/06 99年度全字第 64號（樂生環評假處分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2 2011/02/18 100年度停字第 9號（中科三期 99環評等停執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3 2011/02/24 99年度訴字第 1179號（中科三期 95環評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4 2011/03/29 100年度裁字第 792號（樂生環評假處分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25 2011/04/15 99年度訴字第 2338號（元利都更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6 2011/04/21 100年度裁字第 1030號（中科三期廠商停工假處分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27 2011/04/28 100年度裁字第 1058號（中科三期 99環評等停執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28 2011/05/19 98年度訴字第 739號（台北文化體育園區(松菸)92環評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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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判決日期判決日期判決日期判決日期    訴願訴願訴願訴願、、、、裁判裁判裁判裁判、、、、偵查偵查偵查偵查書字號書字號書字號書字號    

訴願訴願訴願訴願、、、、裁判裁判裁判裁判、、、、偵查偵查偵查偵查    

機關機關機關機關    

29 2011/07/07 100年度停更一字第 1號（中科三期 99環評等停執案_更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30 2011/08/04 100年度裁字第 1904號（元利都更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31 2011/08/11 100年度判字 1422號（原住民保留地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32 2011/09/15 100年度判字第 1601號（陽明山保變住環評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33 2011/09/23 
100年度裁字第 2293號（中科三期 99環評等停執_更一審抗
告） 

最高行政法院 

34 2011/09/28 100年度全更字第 1號（中科三期廠商停工假處分_更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35 2011/10/13 99年度訴字第 2054號（中科三期廠商停工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36 2011/11/03 100年度判字 1925號（原住民保留地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37 2011/12/22 100年度裁字第 3073號（中科三期廠商假處分_更一審抗告） 最高行政法院 

38 2011/12/29 100年度判字第 2248號（中科四期開發許可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39 2011/12/29 100年度判字第 2263號（中科三期 95環評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40 2011/12/29 100年度停字第 67號（元利都更停執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41 2011/12/29 100年度停字第 68號（元利建照停執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42 2012/02/23 101年度判字第 178號（中科三期廠商停工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43 2012/02/29 100年度停更二字第 2號（中科三期 99環評等停執案_更二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44 2012/03/09 環署訴字第 1010023908號（台益豐環評變更_訴願）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45 2012/03/15 101年度裁字第 483號（元利都更停執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46 2012/03/15 101年度裁字第 484號（元利建照停執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47 2012/06/14 
101年度裁字第 1200號（中科三期 99環評等停執案_更二審
抗告） 

最高行政法院 

48 2012/06/29 101年度停字第 4號（大巨蛋環評.都審.建照停執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49 2012/07/26 101年度裁字第 1515號（中科四期引水工程假處分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50 2012/09/05 100年度訴字第 118號（中科三期 99環評等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51 2012/10/11 99年度訴字第 1856號（中科四期開發許可案_一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52 2012/10/19 101年度原民訴字第 1010055207號（原住民保留地案_訴願）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 

53 2012/10/25 101年度裁字第 2217號（大巨蛋環評.都審.建照停執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54 2012/11/05 101年度少連偵字第 72號（文林苑妨害自由案_偵察）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
察署 

55 2012/11/15 101年度判字第 980號（台北文化體育園區 92環評案_二審） 最高行政法院 

56 2012/12/07 院臺訴字第 1010152585號（撤銷核二重起案_訴願）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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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我放下⼀切，全⼼全職照護⽗親 文魯彬 

 

    

文魯彬忽然消失在環保運動場上文魯彬忽然消失在環保運動場上文魯彬忽然消失在環保運動場上文魯彬忽然消失在環保運動場上        

大概很少人會相信，我離開台灣近一年的時間，是在美國全心全職陪伴照料父親。自 1977

年起，離開美國原生家庭長達 35年，2011年 11月底，筆者時任綠黨召集人，身負開發綠黨

票源重責大任，卻在台灣總統立委選得如火如荼之際，接獲父親身體不適，必要立即趕回美

國探望，當時還擔心「美國在台協會」不知能否給我這個放棄國籍者緊急簽證，還好禮拜天

申請禮拜一就面談發出美簽。本以為短暫停留後可速回台灣恢復日常生活與工作，詎料，一

待就快一年，目前歸期仍未定！ 

快 60 歲的我回到父母身旁，

重拾與九十多高齡的雙親共同生

活，才感到老人家各面向問題的

嚴重性，包括現今美國社會既定

模式所造成的，父母不麻煩子女

的心態，以及子女因錯誤感覺而

誤判父母的需求。母親在 2012年

2 月先一步離世，父母結縭相伴

70年，父親非常依賴母親從未獨

自面對過社會，原身體健朗還可

泳游，忽然手腳衰弱加上喪偶，

可見老人家在身心靈的焦慮及焦

躁。 

2012年 6月及 8月因有要事我曾回台灣兩趟做短暫停留，每天早上打電話向在美國的父

親問候，他就聲淚俱下訴說人生無趣。基於對父親放不下心，筆者放棄多年來盡量不搭飛機

的自我減碳要求，及降低個人生態足跡也暫拋一邊，甚至幾乎放下在台灣的一切工作，就單

純待在美國照護父親，以致許多夥伴或「敵營」都感到奇怪：文魯彬怎麼忽然消失在環保運

動場上？ 

 

編按編按編按編按：：：： 本文完成於 2012年 9 月，亦於 2012年 11 月 12 日以《同住盡孝道 台灣人讚》

為題，刊載於自由時報-D14-家庭親子版-全球觀測站專欄。文魯彬先生擬以

本文向老友們報告近況，並問候長期並肩作戰的 NGO 夥伴們！又文先生已

於 2012年 11 月初從美國威斯康辛州再搬回亞利桑那州圖桑，並計畫在 2013

年春天把父親帶到台灣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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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招待客人的方式與返家子女相處以招待客人的方式與返家子女相處以招待客人的方式與返家子女相處以招待客人的方式與返家子女相處    

35年來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台灣，兄姊雖然年年都會回亞利桑那州圖森（Tucson）探望

爸媽，不過是非常表面的。兄姊在探望雙親時並沒有住在家裡，反而選擇住在飯店，減少了

與父母相處的時間，而父母對待兄姐就像「招待客人的爸媽」。兄姊對雙親生活情形是狀況

外，或許也不想瞭解，而實際情形是：爸爸近幾年來獨自擔負照顧媽媽，身心靈壓力很大。

回去後我發現情況很糟，但我很認分地把自己當作外國人，凡事都會請教兄姊，事後發現他

們也搞不清楚父親真正的需求--「九十多歲高齡的爸爸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與家人同住」。 

從亞利桑那州搬到奧勒岡州再搬到從亞利桑那州搬到奧勒岡州再搬到從亞利桑那州搬到奧勒岡州再搬到從亞利桑那州搬到奧勒岡州再搬到威斯康辛州威斯康辛州威斯康辛州威斯康辛州    

母親過世後，我就聽從姊姊的工作分配，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反正美國人有他們處理事

情的模式，在父親也同意之下，我就把九十多歲的他，從與母親定居 32年的亞利桑那州圖森

遷移到奧勒岡州二哥家。不久之後，才發現爸爸所需要的照顧並不是想像的那麼單純。於是

姊姊就開始遊說爸爸搬到她那邊—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因在台灣待久了，認定父母住子女

家乃天經地義之事，於是讓我與父親都誤以為是要住到姊姊家，沒想到姊姊反而安排爸爸住

進一家專收失能的安養院，心想荒謬至極，尚能自理生活的父親哪堪待在那離天堂更近的地

方？我陪父親忍待了二週，找到可安身之公寓後，迅速「逃離」那家安養院，姊姊非常不以

為然說「難道台灣沒有這種地方嗎？」。我沒有理由怪兄姊，一直以來爸媽就傳達「不可能

和小孩子同住」的訊息；另外，美國社會風俗及國家體制架構對三代同堂是很不友善的，這

也是美國與我心目中的台灣社會侍奉父母差異最大之處。 

雖然兄姊一片好意，擬找住家附近安養院，以便就近照顧父親，但我現在的想法認為，

當時根本不應接受兄姊的搬家指示，其實應讓爸爸繼續住在他習慣的環境，就算他會觸景想

到媽媽，也勝於讓他待在缺乏歸宿感與安全感且不熟悉的環境。姊姊當護理人員，用職業的

角度處理父親安頓的問題，卻缺乏同理心。因為這件事，導致我與姊姊關係變得非常尷尬。

在未找到安頓父親生活的最佳方案前，我應該會長時間待在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然後每隔

兩、三個月回家(台灣)一趟。還好，75年前爸爸是在麥迪遜附近唸大學，也在當地行醫 15年，

且附近是媽媽出生長大的地方，所以也不全然是陌生的他鄉。 

下一步關注老人照護機制下一步關注老人照護機制下一步關注老人照護機制下一步關注老人照護機制    

我長期置留美國，有機會彌補過去 30多年未陪侍雙親，也算是福報。這一年，我檢視了

美國對待老人的機制，心裡更贊許台灣子女與父母同住盡孝道的這塊，真不願意看到台灣風

氣正向美國個人主義社會風俗及制度傾斜。台灣人有很多符合老年人身心靈需求的一些傳

統、有溫暖的作法，下一步我將會關切銀髮族、子女家人、與社會相輔相成照護制度的建構。

同時，因為這段時間有很多機會重新認識我的「故鄉」美國，讓我更加肯定當年留在台灣是

非常正確的決定，也感謝台灣社會給我一些對待老人和「家」的基本概念，我會加倍努力讓

更多台灣人瞭解並珍惜現有的社會資源，而不要盲目地學美國對待老人家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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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2012年度工作報告 / 詳細報告請上網(http://www.wildatheart.org.tw)查詢閱讀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議 題議 題議 題議 題 2012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 2013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 

廢 核 電廢 核 電廢 核 電廢 核 電 1. 針對核二廠 1號機重起，提起訴願。 

2. 出席核安相關會議、舉辦座談、讀書會及街頭草根演講等方式推展非核家園。 

3. 籌劃串連法律、宗教等各界連署反核並召開記者會。 

4. 撰寫非核文章。 

5. 參與 2012年 311核電歸零遊行。 

6. 整理核電新聞提供友團參考。 

7. 設計並發放六款反核文宣。 

1. 持續參與相關會議監督、「非核街頭演講」強

化草根民主溝通、撰寫非核相關文章、與台北

律師公會合作舉辦非核座談、活動。 

2. 繼續進行非核行政爭訟。 

政 策 遊 說政 策 遊 說政 策 遊 說政 策 遊 說 

與 監 督與 監 督與 監 督與 監 督 

1. 我國已正式簽署兩公約，並即將於 2013年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台，針對政府

依據公約所提出的初次國家報告進行審查。國際人權機制強調非政府組織參

與，故本協會律師積極參與相關行動。 

2. 主導遊說推動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劃委員會、國家公園計畫委員

會、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內政部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內政部城鄉發展分署、

國家重要濕地諮詢小組會議等應落實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 

撰寫影子報告與平行回應，凸顯國家報告中對各

項人權與環境侵害的擦脂抹粉與輕描淡寫，向審

查委員與其他友好國際非政府組織，呈現台灣目

前在環境與土地議題上的人權侵害，敦促國家透

過此一審查程序，提出具體的改善對策，並納入

審查的結論性意見。 

政府與民間政府與民間政府與民間政府與民間 

協力之參與協力之參與協力之參與協力之參與 

1. 國家重要濕地評選。 

2.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監督參與。 

3.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4. 營建署暨水利署 101年濕地補助案諮詢會議。 

5. 國家重要濕地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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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案 監 督法 案 監 督法 案 監 督法 案 監 督 1. 針對衛生署「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標準」修正草案，放寬食

品中銫含量標準，發起寫信運動、與台北律師公會合作舉辦相關座談、參與立

法院公聽會，在各方努力下，衛生署已暫停放寬食品中銫含量標準之修定。 

2. 推動民間版都市更新法修正草案。 

3. 與林淑芬立委及環團合作努力撤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管國有林地

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處理要點」。 

4. 推動民間版濕地法草案。 

1. 持續關心食品輻射安全。 

2. 繼續與友團合作推動符合公平正義的都市更

新法、土地徵收條例之修正。 

3. 繼續推動濕地法草案之立案。 

原住民族權益原住民族權益原住民族權益原住民族權益

與與與與 

傳 統 領 域傳 統 領 域傳 統 領 域傳 統 領 域 

1. 與博仲法律事務所多年協助花蓮太魯閣族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經過 8 年努

力，終於 2012 年 10 月獲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訴願勝訴決定，指出國家

有義務將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權移轉登記給太魯閣族原住民。 

2. 台東美麗灣 BOT案環評有嚴重違法瑕疵，與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其他團體

合作，長期關注本案，提供法律面的策略協助。 

3. 與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合作推動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與東部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就 823、592地號共管，以保存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4. 協助鄒族來吉部落重回祖傳地(152林班地)。 

1. 可能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以爭取大法官解

釋礦業法第 47 條違憲。繼續協助花蓮秀林鄉

太魯閣族人社區培力行動，並監督花東礦業政

策。 

2. 繼續支援其他律師與公民團體持續監督台東

美麗灣案。 

3. 持續與港口部落居民及東管處溝通確認共管

方向。 

守 護 土 地守 護 土 地守 護 土 地守 護 土 地 

與 農 業與 農 業與 農 業與 農 業 

1. 代理苗栗後龍灣寶農民持續監督關心苗栗縣政府與內政部間否准開發許可的

行政訴訟。 

2. 代理嘉義朴子農民針對朴子市公所違法徵收道路用地的處分提起行政救濟。 

3. 將機場捷運 A7徵收案「預標售」之不合理情況，以及土地徵收修法後相關問

題納入民間影子報告。 

4. 參與「中科三期」相關行政爭訟，守護台中農業。 

5. 參與「中科四期」相關行政爭訟及環評會議，守護彰化農漁業。 

持續關心相關行政救濟程序之進行並擴大訴訟

與社會運動的連結。 

能 源能 源能 源能 源 1. 關切能源局離岸風機政策、新北市三芝風機、苗栗竹南離岸風機之興建。 

2. 反對花蓮萬里水力發電計畫。 

針對號稱再生能源的風電、水力發電之真實效益

繼續蒐集資料詳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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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議議議議 題題題題 2012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 2013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 

守護海岸濕地守護海岸濕地守護海岸濕地守護海岸濕地 

山 林山 林山 林山 林 

國 家 公 園國 家 公 園國 家 公 園國 家 公 園 

地 景 地 貌地 景 地 貌地 景 地 貌地 景 地 貌 

1. 與八頭里仁協會合作，長期關注北投纜車 BOT案各項違法爭議。2012年底，

台北市政府環評審議委員會於地質安全、風向與風場、交通流量等重大爭議

均未解決的情況下，強勢通過本件環評。本協會律師已協助在地居民提起行

政爭訟。 

2. 揭發台東金鋒鄉民眾藉由保留地變更地目，合法砍伐牛樟切割、販售。並透

過立法委員與林務局及水保局做林地解編法規程序探討。 

3. 與友團合作揭發山林狩獵真相，協助蒐集資料與討論策略，召開「變調的狩

獵，淪陷的山林」記者會，並與林務局做原住民族狩獵法規程序探討。 

4. 墾丁京棧大飯店開發案經本會不斷揭發與警告，致國有財產局頒布法令「國

有保安林地於移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接管前，不辦理出售(含標、讓

售)、新辦出租(含標租)、委託經營、簡式合作經營及不同意提供申請開發」，

終結國有保安林地被不當處分。 

5. 推動及遊說將火焰山以北帶狀國有林劃設為「石虎重要棲息環境」相關保護

區，立法院於第 8屆第 1會期通過臨時提案。 

6. 反行義路溫泉案都委會審議持續進行中。 

7. 內政部因規劃中山樓 BOT案，重啟國家公園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本會進

行監督與審議。 

8. 持續追蹤陽明山聯勤、鵝鑾鼻聯勤 ROT案、陽明山國家公園童軍苗圃案、馬

槽遊憩區西區開發案，並參與審查會議。 

1. 針對台北市政府第 122次環評會，北投纜車案

強行通過進行訴願及後續訴訟事宜。 

2. 續追蹤進行原民會、林務局、水保局等法律漏

洞之修正。 

3. 各案將持續追蹤。 

無 毒 家 園無 毒 家 園無 毒 家 園無 毒 家 園 1. 與環境法律人協會合作，參與桃園大溪水質保護區興建化工廠案環評訴訟。 

2.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RCA自救會等團體合作，參與 RCA

污染案職災勞工求償訴訟。 

1. 各案繼續進行訴訟。 

2. 加入 RCA公害污染巡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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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保 育生 態 保 育生 態 保 育生 態 保 育 1. 與搶救觀新藻礁行動聯盟等關心「觀新藻礁」保護之團體，共同參與相關公

聽會、記者會提出意見及撰寫文章，積極推動「自然保留區」之劃設。 

2. 於台灣西海岸進行東台灣海峽白海豚棲地監測，於許多場合、會議中為白海

豚面臨到的危機發聲。 

3. 鳥類觀測與保育研究。 

1. 桃園縣政府僅委外辦理相關研究計畫，尚未劃

設「自然保留區」。繼續推動觀新藻礁「自然

保留區」之劃設。 

2. 持續白海豚、鳥類保育及研究。 

宜 居宜 居宜 居宜 居 城 市城 市城 市城 市 1. 士林王家文林苑都市更新強拆案引發嚴重爭議，與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合

作，協助提起都市更新條例釋憲，並協助王家人與聲援學生、群眾義務法律

扶助。 

2. 與內湖保護區守護聯盟合作，關注慈濟功德會申請變更內湖保護區的開發

案，提供在地居民法律層面的策略諮詢。 

3. 松菸公園催生(反大巨蛋)案，提起撤銷環評、都審、建照行政爭訟。 

4. 參與樂生保存相關環評訴訟、記者會。 

5. 陽明山保護區變住宅區環評案，參與行政訴訟。 

6. 都更溢給容積獎勵案，參與行政爭訟。 

7. 國家生技園區（南港 202 兵工廠）案參與「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會議及現勘。 

1. 持續進行相關行政、民事、刑事爭訟。 

2. 各案持續追蹤。 

保護純淨花東保護純淨花東保護純淨花東保護純淨花東 1. 關注監督花東地區發展條例之實行。 

2. 關注花蓮和平工業區一帶礦場，避免水土保持及山貌繼續惡化，並消耗高度

的能源及水源。 

 

 

1. 希冀能朝向符合花東的在地需求，並走向軟體

強化，而非大建築大開發之型態。 

2. 參與各礦業展延及變更礦業區域的環評等會

議，並要求嚴格執行水土保持以及檢視我國關

於山坡地開發等林區的開發，避免土石流災情

擴大。期望能與各礦業專家學者召開研討會，

進行我國礦業問題的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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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議 題議 題議 題議 題 2012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年工作內容 2013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年工作計畫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財團財團財團財團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國 家 社 會國 家 社 會國 家 社 會國 家 社 會 

1. 台塑以民刑事訴訟手段壓制言論與學術自由，對中興大學環工系的莊秉潔教

授提告。本協會亦支援莊秉潔教授相關訴訟，包括撰寫開庭報告與英文案件

簡介等。 

2. 參與反對財團併購相關媒體產業（中嘉系統、壹傳媒）壟斷言論市場，戕害

台灣人權自由民主根基。 

莊秉潔教授一案，將積極與社會運動連結，並持

續關心訴訟進行。 

環 境 教 育環 境 教 育環 境 教 育環 境 教 育 

暨 宣 傳暨 宣 傳暨 宣 傳暨 宣 傳 

1. 受邀至各單位機關演講分享。 

2. 媒體合作報導。 

中央社「阿才的店都更案」 

自由時報 

(1)「年租金 2.2萬總統套房一晚 30萬，環團批阿里山賓館賤租財團得暴利」 

(2)「排雲山莊擴建案」 

(3)「鑽法律漏洞 砍千萬牛樟」 

3. 協助媒體報導。 

壹週刊「離譜都更-碧潭橋墩納入建地」 

今周刊「二紙行政命令山林大浩劫」 

遠見「濕地法專題報導」 

新新聞「濕地保育行動補助案」 

3. 出版「返璞蠻野報導」BOT專題。 

4. 依據出版品「企業人格診斷書」，設計「誰偷走了大自然－透析企業的人格及

本質」教案，並於「環保 101．創意樂活年」徵選活動教案類社會組獲得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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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行政組織行政組織行政組織行政 

項目 2012年工作內容 

募 款 文 宣募 款 文 宣募 款 文 宣募 款 文 宣 

與 活 動與 活 動與 活 動與 活 動 

1. 推動產地直銷無毒蔬果，與「綠農的家」合作「健康吃．做公益」專案。 

2. 推動「鮮稻先贏」募款專案，提倡有機米飯文化。 

3. 推動統一發票愛心碼：「230」－愛山林．捐蠻野。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社群社群社群社群經營經營經營經營 1. 網站改版：中文網站於 2012/5/9上線，英文網站於 2012/6/14上線。 

2. 發行五期電子報，訂戶數約 6,400。 

3. 臉書（Facebook）粉絲人數 6,200人，較去年增加 1,600人。 

行 政 事 務行 政 事 務行 政 事 務行 政 事 務 1. 「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本年度起提供服務。 

2. 例行會計出納、人事作業。 

3. 定期捐款作業、捐款徵信、其他捐款事務。 

4. 公文收發記錄及各資料歸檔。 

5. 各項事務支援。 

6. 志工經營。 

7. 準備訴狀工作。 

支 援 聯 盟支 援 聯 盟支 援 聯 盟支 援 聯 盟 

保育白海豚保育白海豚保育白海豚保育白海豚 

本會為「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秘書處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出版品協會出版品協會出版品協會出版品 

出版品名稱出版品名稱出版品名稱出版品名稱 圖片圖片圖片圖片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McLibel 

卯上麥當勞卯上麥當勞卯上麥當勞卯上麥當勞 

(DVD) 
 

公播版公播版公播版公播版 

1,500 元元元元 

家用版家用版家用版家用版 

500 元元元元 

本片在 2005 年 4 月於倫敦首映，主要是描

述二位從事社會運動的英國人，在 1990 年

被麥當勞控告誹謗的故事。 

DROWNED OUT 

滅頂家園滅頂家園滅頂家園滅頂家園 

(DVD) 
 

公播版公播版公播版公播版 

1,500 元元元元 

家用版家用版家用版家用版 

500 元元元元 

本片於 2002 年在倫敦出版，講述一群村民

寧願守著被淹沒的家園，也不願接受政府的

安排遷離的故事。 

The Corporation 

企業人格診斷書企業人格診斷書企業人格診斷書企業人格診斷書 

(DVD) 
 

公播版公播版公播版公播版 

(
請洽同喜文化

02-2557-6484 ) 

家用版家用版家用版家用版 

550 元元元元 

150 年前，企業還是相對不重要的機構，今

日卻無所不在。就像教會、君主政體和共產

黨主宰其他時代、其他地方，企業是今日的

統治機構。本紀錄片檢視了現代企業的本

質、演變、衝擊和可能未來。 

TOTALl 

DENIAL 

血淚石油血淚石油血淚石油血淚石油 

(DVD) 
 

機構公播機構公播機構公播機構公播
1,500 元元元元 

NGO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500 元元元元 

一位甘冒生命危險記錄真相的鬥士，十五位

從未離開緬甸的村民，槓上兩個跨國石油公

司。 

An Unreasonable 

Woman 

卯上台塑的女人卯上台塑的女人卯上台塑的女人卯上台塑的女人 

(書)  

380 元元元元 

撼動人心的真實故事，紀錄一個女人為了她

的家鄉與人生，起身對抗致命的化工廠與政

客…… 

更多詳細介紹請上本協會網站 http://www.wildatheart.org.tw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