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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科技與永續發展－法律與政策

 為何需要法律以保護環境

 為何需要國際法的介入

 如何執行環境法



氣候變遷將威脅地球表面30%物
種生態的存亡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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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國超過120個國
家的代表團，將共同於本月在Brussels 完
結此份國際性的報告並正式發表。

這份報告是今年度聯合國政府網路，近
2000位科學家共四次研究計畫的第二份
報告。這些科學家們評估可提供的證據以
相互達成對氣候變遷的共識，並提出相關
的因應措施。



氣候變遷正重組全球的地表，威脅著
20%~30%地表物種的生存，以及數以百
萬的人類將因洪水的氾濫而遷移家園。

隨著氣溫持續上升，加拿大可能面臨的重
大問題如：森林火災、廣大的地域永久凍
土層融化、以及致命的熱浪威脅等。



數以百萬的人類，將因海平面上升所造成
洪水氾濫而受傷害

在西元2100以前，亞洲地區及其附近小
島國家將因海水暴漲，而致低窪地區及海
岸沿海地區將被洪水淹沒

如果冰河和積雪持續退縮和減退，世界上
六分之一的人類也將面臨水資源短缺的嚴
重問題。



 生態系統以及生物棲息居住地，如：紅樹林、
珊瑚礁、鮭魚水域以及北極熊等也同樣面臨危
機

 初步評估約20% ~30%的生物物種很可能面臨
生物滅絕的高度危機，如果全球的平均溫度增
加超過1.5 ~2.5度C，以目前存在溫室效應的程
度而言，這危機將可能於數十年內發生。如果
溫度持續攀升，則更多的植物、蟲類、鳥類以
及哺乳動物等將消失於地球表面



科學家們表示，氣候的變化是清楚而瞭然
於目的，像是許多大自然的系統，如全球
的大陸和部份海洋系統，正在被區域性的
氣候變化所影響，特別是氣溫溫度的上
升。

冰河的融化、不穩定的永久凍土層、早春
的雨流量以及鳥類的遷徙就是最好的證
明，然而這只是剛開始的徵兆而已



 這份總結報告也預測了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一
些亞洲國家的營養不良和疾病的問題，而這些
問題將因穀類收成不足、乾旱及洪水侵襲，在
未來的數十年引發更嚴重的後果。

 另一方面，熱浪的侵襲也將可能愈來愈密集的
發生，並在北美和歐洲等地的城市造成致命的
災難。有一種說法預測，在北美洲與煙霧和熱
浪有相關連的臭氧層遭到破壞，會在2050年以
前攀升5%。



當冰河以及積雪浮冰消失後，清淨的水源
將變成罕見而稀有。如果以現在暖化的速
度持續下去，一直供應水源給數百萬人引
用的喜瑪拉雅山冰河，可能在2030年以
前，從現在500,000平方公里的供應量縮
減為100,000平方公里。



火災、瘟疫和疾病同樣被科學家們所預
測；在2100年以前，加拿大的森林火災
可能會增加近兩倍之多；對居住在北方的
人們而言，極地將會有顯著的正面及負面
改變的衝擊。



對於北極熊、海豹和遷徙性的鳥類等，也
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極地的景觀也正在轉型中，凍原被森林所
覆蓋以及永久凍土層融化，報導中指出在
2050年以前，高達35%的北半球永久凍
土層將消失不見。在熱帶地區的生態系統
也迅速的被改變，熱帶森林區被熱氣所威
脅，珊瑚礁海域會暖化以及受污染的酸性
海水所侵蝕。



許多生態系統的回復力，會因氣候變遷的
影響，而有可能在本世界超越其極限。

如果氣溫升高2.5度，則20% ~ 30%生物
物種將處於滅絕的危險，像是亞馬遜河的
樹種、哺乳類動物、鳥類、蝴蝶、青蛙以
及爬蟲類等。如果氣溫升高4度，這份科
學研究報告預測，世界上40% ~ 70%的生
物物種將面臨滅種的危機；而超過數以百
萬的人類也將逃不過水源短缺及饑餓的命
運。



因應全球暖化所採取的政策

 聯合國於1992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目標在使
大氣中人為溫室氣體穩定在一定不危害氣候
系統的水平。1997年於第三次締約國會議中
再通過具管制效力的「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此議定書中規範38個
工業國家及歐盟以個別或共同方式管控人為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低，要求須在2008-
2012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減低至1990年排
放水準平均再減5.2％，否則將可能遭到貿易
制裁。



為何需要法律以保護環境

反對使用法律過渡干預環境問題的聲音一
直持續到90年代 ，尤其是當市場經濟體
制獲得大多數人的肯定與支持而以勝利者
的姿態出現時，想藉由制訂環境法以改善
環境的惡化的論述與主張，不論在國際上
或是國內，都被認為是多餘而且沒有必要



環境法與其他所有法律一樣，對於人類所
有問題的解決並不是萬能的，更不是唯一
方法與工具。

法律所提供的只是最低限度的行為標準，
就理想而言，依據法律制訂的目的所規定
的行為標準，就是最大多數的人可以受益
或是避免損害發生的界限。



環境的概念

我國環境基本法第二條明訂，
本法所稱環境，係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
之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人為影響之自然因
素總稱，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陸
地、礦產、森林、野生生物、景觀及遊
憩、社會經濟、文化、人文史蹟、自然遺
蹟及自然生態系統等。



環境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也是在這個相
同前提下逐漸發展形成，特別是環境污染
與破壞所造成的後果與影響，本質上與現
象上，都是整體性、全球性與持續性的，
甚至於是不可回復的。

因此，認為市場經濟法則會自行調整人類
與環境互動關係的想法，似乎已經與發展
的本質，也就是永續性，有所違反。



為何需要國際法的介入－環境無邊界
的覺醒

 1968年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通過歐洲水憲章（European Water 
Charter），這是有關環境保障的第一份
國際文件。

第12條：水不知道邊界：因其為共同資
原，它需要國際合作。"Water knows no 
frontiers: as a common resource it 
deman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不只是水，其他如空氣、海洋與及環境中的所
有因素也都不知道有邊界。

 任何在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地區內對於環境的重
大影響，都可能在其邊界以外造成不可預知的
後果發生。

 事實上這個認知只是最近的事。倚賴其他學科
有關環境知識的提出，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
現，環境法也逐漸出現在傳統的法律架構中。



國家間的合作

跨界的污染議題，例如1909年美國與加
拿大關於邊界水域條約（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Respecting Boundary Waters）。



生態的覺醒（ecological 
awareness）－國際環境法的發展

各國立法機構開始大量的通過制訂與環境
有關的法規

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也在這個時期草擬一份「非洲保
護自然與自然資源公約」（African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Torrey Canyon油輪事件

造成法國、英國與比利時海岸生態災難的
黑潮，更迫使國際社會加緊重視環境生態
的保護議題與問題



斯德哥爾摩宣言

 1972年在聯合國的召集下於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舉辦了史無前例的國際會
議。會中通過「人類環境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共有6000位代表參加，其中包含113國的
代表，幾乎是所有的政府間組織的代表以
及由400個非政府組織所派出的700位觀
察員



宣言中臚列了26條原則構成後來國際環境
法的基石

前言中明確宣示：人類的環境，包括天然
與人為兩方面，是其健康與享有基本人權
之生命權的要素。

第1原則宣示：人類有自由、平等與在一
個容許有尊嚴與健康生命的環境品質中享
有生命適當條件的基本權，而且也負有保
護與改善現代與後代環境的神聖責任。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

會議建議創設一個中央機關以處理環境事
物，因而聯合國大會於1972年通過決議
設立



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會議

會議通過兩個公約開放與會國家簽署：聯
合國氣候改變架構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與生物
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另有兩份一般性重要文件：環境與發展宣
言（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與稱為「21世紀議程」
（Agenda 21）的行動方案



以人類為中心（anthropocentric）的
環境觀

 1原則，宣示人類是永續發展關心的中
心，應享有一個健康以及與自然和諧的富
饒生命



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則

 7原則，宣示所有國家應負擔共同但有差
異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概念，以及工業化國家
的特別責任

 10原則，確認個人有取得有關消息、參與
（participation）以及有效獲得環境事件
救濟的權利



 13原則，有關環境損害與對於污染被害人
的賠償責任

 15原則，預防原則，各國應廣泛依其能力
採取預防方式以保護環境

 16原則，污染者付費原則（polluter pays 
principle），各國應努力推廣環境成本的
內在化



「21世紀議程」

 共有40章115項特定議題，基本上可以分為四部
分：

 社會經濟層面，涵蓋居住環境，衛生問題，人
口問題與生產模式等；

 自然環境的保護與資源管理，包含大氣層，森
林，水，廢棄物與化學產品等；

 加強非政府組織與其他社會團體，如商業團
體，工會聯盟等的角色與功能；

 執行措施問題，例如財務問題，經濟手段與制
度規劃等。



國際環境法發展的原則

 第39章1（f）款：任何為向前發展
（progressive development）與法典化
（codification）有關永續發展的國際法的協
商，原則上應在普遍的基礎上進行，並考量不
同區域中的特別情況

 國際環境法的檢討與發展的整體目標，應在於
評估與促進法律的效用，並透過有效的國際協
定或是其他文件促進環境與發展政策的整合，
同時考量普遍原則與所有國家個別與不同需要
與關心議題。



國際環境法應考量特定區域與特別國家不
同情況的問題，是國際環境法中有關環境
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重要課
題，因此，在轉化環境與發展政策為法律
行動時，不能只考慮命令與管制的方法，
而應提供經濟規劃與市場工具的規範架
構，才能有效地執行國際條約所創設的義
務。



依據特定法律規則或是原則處理或是解決
國際社會有關環境的問題，就是國際環境
法的功用

這些規則在客觀上可以被認知的的來源，
最主要的是條約與習慣法，還有法律一般
原則



國際環境有關的條約，在擬訂條約時基於
國家履行條約能力的差異性可能會影響國
家簽署條約的意願，因此，條約有關具體
履行的義務內容與一些技術規定往往另外
規定在相關的議定書，條約締約國可以自
行考量國內情況與履行能力等有關問題
後，簽署批准議定書據以執行條約的義務
與基本原則。



 技術上最初使用這種條約型態的是1976年「保
護地中海免於污染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against 
Pollution）

 公約規定締約國應採行的基本原則與必須履行
的基本義務，至於具體污染型態有關的技術規
定與措施或是有關海洋環境保護的特殊規則則
另訂於附加的議定書；國家於簽署架構公約時
必須同時簽署其中至少一件相關議定書



真正開始推廣這種架構性條約的是1979
年的「日內瓦長距離跨界空氣污染公約」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Long-
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本公約建立一法律架構做為之後科學人
員、經濟利益代表以及大眾輿論進行討論
溝通的機制平台。



 1991年的「保護阿爾卑斯山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Alps, 
Alpine Convention），也使用框架公約並於公
約中規定締約國對於為執行本公約所通過之具
體措施的議定書應予同意。

 在阿爾卑斯山公約的框架下並通過了12件不同
領域的議定書：人口與文化、空間規劃、自然
與鄉下的保護、山地農作、山地森林、土壤保
護、觀光旅遊、運輸、空氣品質的保護、水的
管理與廢棄物的回收等。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締約國同意在農業，工業，能源與自然
資源等問題上應考慮氣候變化的因素。
他們同意在國內發展減緩氣候變化的計
畫。而公約中的目標、原則與承諾事項
都必須隨著時間繼續觀察、瞭解以及努
力才能有效達到公約所揭示的目標：將
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
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準上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有關原則的規定中也出現必須另行制訂更具體
的措施與機制的情形，例如第3條第1款規定：
各締約方應當在公平的基礎上，並根據它們共
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的能力，為人類當代
和後代的利益保護氣候系統。

 1995年於柏林召開第一次締約國會議
（Conference of Parties）做成「柏林授權」
（Berlin Mandate）的決議繼續召開新的談判以
確定工業化國家更強與更具體的承諾以及執行
方案。終於在第三次於京都召開的締約國會議
通過「京都議定書」



如何執行環境法

國際實施機制與國內實施機制

程序規則與實體規則



如何執行環境法－國際實施機制

規範的設定－實體規則

監督制度－機關組織的調整與義務的履行
方式

國家間的合作：提供資金，能力建構的協
助，技術的轉移，特別是給予需要協助的
低度與開發中國家



規範設定問題

 採用適當的規則：應考量個別國家的履行能
力；採用框架公約以及議定書以取代傳統的條
約保留機制

 另有以條約附件而非議定書以處理不同地區或
國家的差別議題。如1994年「對抗特別在是非
洲的國家遭受嚴重乾旱以及或是沙漠化公約」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in 
those Countries Experiencing Serious Drought 
and/or Desertification, Particularly in Africa ）



條約修正的雙軌制度

區分條約內容為原則性或是規範性與技術
性之差異，將技術性規定置於條約附件
中，通過簡單程序即可隨時加以修正

例如：受保護之物種或受管制的物質以附
件方式列於條約之後並以簡易程序隨時予
以修正



執行的工具

設定執行標準：

處理標準（process standards）、產品標
準（product standards）、排放標準
（emission standards）、品質標準
（quality standards）、

最佳可使用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處理標準

規定設施設計與操作標準

對於固定設施規定應符合或是達到一定的
要求，如要求工廠應採用某些生產程序

 1991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理事會關於城市
廢水處理第91/271號指令規定城市廢水收
集系統、廢水處理與廢水排放的標準



 UNCLOS requires states parties to adopt 
measures to prevent pollution from 
installations and devices used in 
exploration or exploit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sea-bed, in particular 
measures to prevent accidents and 
emergencies, including regulation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ning of such 
installations or devices (Art. 194(3)(c)) 



WASTE DISPOSAL BY 
INCINERATION

 combustible wastes, which are not 
removed from the Antarctic Treaty area 
shall be burnt in incinerators which to the 
maximum extent practicable reduce 
harmful emissions.

 The solid residue of such incineration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 Antarctic 
Treaty area.

(ANNEX III TO THE PROTOCOL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



處理標準與排放標準之異處

處理標準一般而言不容許污染者選擇處理
標準以外之其他方法以降低危害或是排放
的風險

排放標準卻容許由污染者自由選擇達到標
準的方式



處理標準與進口產品的限制

環境保護有關處理標準與GATT/WTO 貿
易機制下的技術標準可能產生衝突



產品標準

規定產品設計中的環境參數和產品的製造
與使用過程中對環境可能產生影響的程度

功能是規定產品的物理與化學特性，如有
關醫藥物品的規定；或是針對有毒產品的
包裝或是陳列規定；或是規定某些物品使
用過程中容許排放污染物的限度，如汽車
排放的廢氣

適用範圍包括產品測試、包裝與標誌等環
境保護要求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集合一百多個機構的非政府組織

 14000標準就是有關環境管理，環境審
視，產品追蹤及頒發環境標誌



排放標準

規定設施或是運輸工具排放污染物的限度

功能是限制污染源可以排放污染物的數量
或是污染物在排放中的濃度

相對於特定的環境如地表水、海水或空
氣，計算污染源於特定時間內排放的數
量，或是計算在特定操作過程中污染物的
排放量



排放標準與產品標準

一般而言排放標準規定適用於固定的設施
如工廠與家庭；而流動污染原則適用產品
標準之規定

排放標準是有關結果義務的規範，因此其
標準可以因區域、污染者的數量和環境的
吸收能力以及氣候因素而有所不同

例如1994年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16所
規定之飛機污染物排放標準與噪音標準



質量標準

規定自然環境如水空氣或是土壤可以接受
最大污染的水準，環境或是環境因素忍受
人類活動與干擾的限度標準

因此質量標準應符合使用目標不同的多樣
性

例如的使用目標不同其質量標準也因而不
同；區域不同，質量標準也會有所不同



質量標準的例子

禁止對海洋傾倒任何放射性廢棄物

禁止在南極從事採礦活動

禁止對非洲轉移危險廢物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條規
定公約的目標是：將大氣器中溫室氣體的
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的
水平上



最佳可使用技術

所有執行標準的設定應盡可能採用最佳可
使用之技術



國內實施機制

 加強國內的執行機制：能力與意識的建造；國
內救濟措施的可獲得性；可以提起訴訟救濟的
當事人應從寬規定，可包含民間團體以及有利
害關係之任何人，亦即環境公民訴訟權

 例如：我國環境基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各
級政府疏於執行時，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依法律
規定以主管機關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起訴
訟。



 環境基本法，第十五條，各級政府對於轄區內
之自然、社會及人文環境狀況，應予蒐集、調
查及評估，建立環境資訊系統，並供查詢。
前項環境資訊，應定期公開。

 建立污染者付費原則，例如環境基本法第二十
八條之規定，環境資源為全體國民世代所有，
中央政府應建立環境污染及破壞者付費制度，
對污染及破壞者徵收污染防治及環境復育費
用，以維護環境之永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