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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行政學～】講義 

第１單元 決策理論與政策分析 

本單元區分為三個節次，第一節：「環境公約與政策」，其探討內容計有：環境公約、環境

政策及環保計畫。第二節：「方案評估與分析」，其探討內容計有：制定模式、方案評估、決策

分析。第三節：「政策研擬與執行」，其探討內容計有：政策議題擬訂、評估工具、政策執行。 

§1-1 環境公約與政策 

環境保護的政策源起於 1960 西德的「北海放射性物質」，1969 美國的「國家環境政策法」：

為確保所有美國人民享有安全、有益健康、富饒與美質及文化上令人舒適之環境；1969 日本的

「東京都防止公害條例」：為全體市民都享有健康、安全和舒適生活的權利，此項權利不能因公

害而受到侵害。1972 聯合國的「人類環境宣言」：人類具有在足以生存保持尊嚴及福祉的環境

中，享有自由、平安及充足之生活水準的基本權利；並負有為現在及將來之世代，保護環境之嚴

肅責任。 

§1-1-1 環境公約 

為了抑制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防制氣候變遷，聯合國於 1992 年地球高峰會舉辦之時，通

過 「 聯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

示。 

根據 1996 年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之預估，認為若要在 21 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工業革命前的兩倍（550 

ppm），則目前全球排放量必須削減一半。但在 1992 年簽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後，全球二

氧化碳濃度仍在不斷上升，原公約減量目標普遍認為並未被會員國認真執行，而在國際上引起極

大的爭議，於是形成制定具有法律力的議定書的共識。於是，於 1997 年 12 月日本京都的「第三

次締約國大會」（COP3）中簽署「京都議定書」，規範 38 個國家及歐盟，以個別或共同的方式

控制人為排放之溫室氣體數量，以期減少溫室效應對全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根據京都議定書第

25 條規定，議定書必須獲得 55 個以上國家批准和其合計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占附件一國家 1990

年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 55%，議定書才能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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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華盛頓公約  

華盛頓公約（以下簡稱華約），全名是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所以俗稱華約是因為該公約係

於 1973 年 6 月 21 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所簽署，1975 年 7 月 1 日正式生效。至 1995 年 2 月底共

計有 128 個締約國。華約的成立始於國際保育社會有鑑於蓬勃的野生物國際貿易對部分野生動植

物族群已造成直接或或間接的威脅，而為能永續使用此項資源，遂由世界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國

際自然保育聯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領銜，在 1963 年公開呼籲各國政府正視此

一問題，著手野生物國際貿易管制的工作。歷經十年的光景，終於催生出華約。 

華約的精神在於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的國際貿易，其用物種分級與許可證的方式，以達

成野生物市場的永續利用性。華約管制國際貿易的物種，可歸類成三項附錄： 
附錄一的物種：為若再進行國際貿易會導致滅絕的動植物，明白規定禁止其國際性的交易； 

附錄二的物種：為目前無滅絕危機，管制其國際貿易的物種，若仍面臨貿易壓力，族群量

繼續降低，則將其升級入附錄一。 

附錄三的物種：是各國視其國內需要，區域性管制國際貿易的物種。 

華約的附錄物種名錄由締約國大會投票決定，締約國大會每二年至二年半召開一次。至今共

舉行過 16 次。在大會中只有締約國有權投票，一國一票。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某一物種 雖野外

族群瀕臨絕種，但並無任何貿易威脅時，該物種並不會被接受列入附錄物種。最近一次是 2013

年 3 月 14 日於泰國曼谷舉行第十六屆締約國大會，通過污斑白眼鮫、紅肉ㄚ髻鮫、八鰭ㄚ髻鮫、

ㄚ髻鮫及鼠鯊等五種鯊魚，列入附錄二列管動物，相關產製品進行國際貿易時，出口國均需核發

輸出許可文件。 

貳、維也納公約概況  

大氣層中的臭氧層就像一個保護傘，能夠吸收來自太陽光的有害紫外線，避免地球上的生物

受到傷害。由於人類大量製造與使用氟氯碳化物（CFCs）、氟氯烴（HCFCs）、海龍（Halons）、

四氯化碳（CCl4）、溴化甲烷等人造化學物質，使臭氧層受到嚴重破壞，每年 8-10 月在南極出

現的臭氧洞就是最鮮明的警訊，到達地面的有害紫外線強度增加，提高罹患皮膚癌、白內障等疾

病之機率，並抑制細胞免疫能力，造成 DNA 破壞。 

臭氧層破壞攸關全球生態環境議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於 1985 年簽訂維也納公約，承諾保護臭氧層與研擬因應對策，1987 年更進一步簽署具

管制效力之蒙特婁議定書，致力於減少生產及使用破壞臭氧層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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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蒙特婁議定書概況  

蒙特婁議定書，全名為「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是聯合國為了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碳化物對地球臭氧層繼續

造成惡化及損害，承續 1985 年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的大原則，於 1987 年 9 月 16 日邀請所屬

26 個會員國在加拿大蒙特婁所簽署的環境保護議定書。該議定書 1989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 

蒙特婁議定書中對 CFC-11、CFC-12、CFC-113、CFC-114、CFC-115 等五項氟氯碳化物及

三項海龍的生產做了嚴格的管制規定，並規定各國有共同努力保護臭氧層的義務，凡是對臭氧層

有不良影響的活動，各國均應採取適當防治措施，影響的層面涉及電子光學清洗劑、冷氣機、發

泡劑、噴霧劑、滅火器等等。此外，議定書中亦決定成立多邊信託基金，援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技

術轉移。 

議定書中雖然規定將氟氯碳化物的生產凍結在 1986 年的規模，並要求已開發國家在 1988

年減少 50%的製造，同時自 1994 年起禁止海龍的生產。 

肆、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  

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於 1989 年草擬、1992 年正式生效。它是一控制有害廢棄物

越境轉移的國際公約。 

一、公約的主要目的： 

減少有害廢棄物之產生，並避免跨國運送時造成的環境污染。 

提倡就地處理有害廢棄物，以減少跨國運送。 

妥善管理有害廢棄物之跨國運送，防止非法運送行為。 

提升有害廢棄物處理技術，促進無害環境管理之國際共識。 

二、公約的管制對象： 

以下三類管制方式係由該公約的技術工作組研商後，提交締約國大會通過。 

針對應嚴加管制的有害廢棄物。 

管制家庭廢棄物以及其焚化後之灰燼。 

有害特性認定準則。 

三、公約的效力： 

在巴塞爾公約的管制下，所有有害廢棄物的「越境轉移」都必須得到進口國及出口國的同

意才能進行。為了進一步的控制有害廢棄物的轉移問題，1995 年通過了巴塞爾公約修訂

案（又名巴塞爾禁令），禁止已發展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有害廢棄物。巴塞爾公約是有

效控制有害物質毒害的重要國際公約，而且具國際法的效力。然而不少分析家都擔心，巴

塞爾公約因不符合世貿組織某些條款而受到挑戰，甚至削約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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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爾公約禁止「締約國與非締約國進行有害廢棄物的貿易」、「締約國有權禁止有害廢

棄物的進口」、「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有害廢棄物貿易」。這些保護環境的條

款，在世貿組織的邏輯下很可能是設下貿易壁壘，又或對某些參與有害廢棄物貿易的國家

出現不公平的待遇。 

四、締約國大會重要決議： 

自 1989 年起至 2008 年 9 月，巴賽爾公約之締約會員陸續增加至 170 個國家以及一個國際組

織（歐盟），期間共計召開過九次的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其重要決

議如下： 

第一次締約國大會（COP1）：於 1992 年 12 月在烏拉圭召開，此次大會確認了公約未來

的發展方向，要求工業化國家禁止將有害廢棄物運送至開發中國家，並禁止經濟共同開發

組織（OECD）國家把有害廢棄物運送往非 OECD 國家。 

第二次締約國大會（COP2）：於 1994 年 3 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共做出 27 項決議。其

中最重要的是 12 號決議，正式禁止 OECD 國家將有害廢棄物運送非 OECD 國家作最終處

理；至於 OECD 國家運至非 OECD 國家作回收或再利用者，則應於 1997 年底以前完全禁

止。 

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3）：於 1995 年 9 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會中達成第 11 號決議，

將 COP2 中之非強制性禁令修改為強制性禁令，使其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第 4A 條規定。 

第四次締約國大會（COP4）：於 1998 年 2 月在馬來西亞召開，會中通過技術工作組所擬

定之廢棄物項目清單 A 及清單 B。此決議系作為各締約國執行公約第三之一號決議之依

據，即自 1997 年 12 月 31 日起，禁止將清單 A 所列之有害廢棄物，自附件七所列之國家

（包括 OECD 國家、歐盟國家以及列支敦斯登等國），輸出到附件七以外的國家。並強

烈要求各締約國儘早執行公約第三之一決議，在各締約國未執行第三之一號決議以前，不

修改附件七之內容。有關核廢料之管理，仍依造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管制方式管理，不與巴

賽爾公約內容相互重疊。 

第五次締約國大會（COP5）：於 1999 年 12 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會中通過並公布「關

於無害環境管理的宣言草案和決議草案」、「關於危險廢棄物越境轉移以及其處置所造成

損害的責任與賠償問題議定書」、「2000 年至 2002 年宣言與決議的執行之優先活動表」

等多項決議。其中「關於危險廢棄物越境轉移以及其處置所造成損害的責任與賠償問題議

定書」提供了緊急協助以及傷害補償，但部分國家對於賠償金額上限與計算方式仍有意

見，同時需要二十個締約國批准後方可生效。 

第六次締約國大會（COP6）：2002 年 12 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會中通過於塞內加爾、

南太平洋、阿拉伯地區分別設立訓練與技術移轉之區域中心，另外並通過通過了「促進締

約國遵守公約之執行機制」（一般中文簡稱遵約機制），其次大會也通過了公約秘書處所

提出的「巴塞爾公約十年發展策略」，並通過「區域中心之法律定位文件」，使區域中心

之功能明確並具適法性。本次大會也通過了「非法運送綱領」草案、「生化及醫療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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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無害管理技術綱領」、「塑膠廢棄物及其處理環境無害管理技術綱領」、「廢鉛酸電

池環境無害管理技術綱領」、「整體及部分拆船環境無害管理技術綱領」等多項文件。 

第七次締約國大會（COP7）：2004 年 10 月 25 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本次大會通過了宣

示公約範圍擴大至廢棄物的產出，整體管理與處理處置，不單侷限於廢棄物之越境轉移。

在拆船議題上，正式承認廢船上含有眾多屬於巴塞爾公約管制之有害廢棄物，執行細節與

法律規範將持續與相關國際組織作協調。 

第八次締約國大會（COP8）：於 2006 年 11 月 27 日在肯亞奈若比召開，鑒於大量的電子

產品更新週期越來越短，電子廢棄物多達每年五千萬噸，故本次大會重點議題即在探討不

斷增多的電子廢棄物（e-waste）處理與管理策略。最後大會除作出數項決議外，並發表

宣言如下： 

提升電子廢棄物清潔生產技術、綠色設計以及減少電子產品的有害物質含量。 

鼓勵已開發國家將技術轉移給開發中國家，國家、區域以及國際間的電子廢棄物無害化

管理之行動；支持巴賽爾公約的夥伴關係計畫。 

經由建立國家政策、法律以及嚴格執行，改善廢棄物的管理。 

防止電子廢棄物非法運輸。 

第九次締約國大會（COP9）：於 2008 年 6 月 23 日在印尼巴里島召開，會中通過手機技

術準則（包括綠色設計、回收、再使用、再利用以及越境轉移管理），另外則宣佈電腦夥

伴計畫正式成立。 

 

【95 年地方特考四等考試環保行政（環保行政學概要）】 

五、試說明下列國際環保公約對我國環保施政之影響。 

巴塞爾公約（10 分） 

蒙特婁議定書（10 分） 

【擬答】 

巴塞爾公約： 

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於 1989 年草擬、1992 年正式生效。它是一控制有害廢

棄物越境轉移的國際公約。 

蒙特婁議定書： 

蒙特婁議定書，全名為「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是聯合國為了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碳化

物對地球臭氧層繼續造成惡化及損害，承續 1985 年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的大原則，

於 1987 年 9 月 16 日邀請所屬 26 個會員國在加拿大蒙特婁所簽署的環境保護議定書。

該議定書 1989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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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生物多樣性公約  

物種多樣性公約於 1992 年 6 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署，1993 年 12 月生效，公約共計 42 條

條文。 

締約國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和生物多樣性及其組成部分的生態、遺傳、社會、經

濟、科學、教育、文化、娛樂和美學價值，對進化和保護生物圈的生命維持系統的重要性，確認

保護生物多樣性是全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重申各國對它自己的生物資源擁有主權權利，也重申

各國有責任保護它自己的生物多樣性，並以可持久的方式利用它自己的生物資源，關切一些人類

活動正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減少，意識到普遍缺乏關於生物多樣性的信息和知識，亟需開發科學、

技術和機構能力，從而提供基本理解，據以策劃與執行適當措施，注意到預測、預防和從根源上

消除導致生物多樣性嚴重減少或喪失的原因至為重要，並注意到生物多樣性遭受嚴重減少或損失

的威脅時，不應以缺乏充分的科學定論為理由，而推遲採取旨在避免或盡量減輕此種威脅的措施。 

注意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維持恢復物種在其自

然環境中有生存力的種群，並注意到移地措施，最好在原產國內實行，也可發揮重要作用；認識

到許多體現傳統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區同生物資源有着密切和傳統的依存關係，應公平分享

從利用與保護生物資源及持續利用其組成部分有關的傳統知識、創新和實踐而產生的惠益，並認

識到婦女在保護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中發揮極其重要作用，並確認婦女必須充分參與制訂和實

施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各級政策，強調為了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及其組成部分的持續利用，促進國

家、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部門之間的國際、區域和全球性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承認提供新的

和額外的資金和適當取得有關的技術，可對全世界處理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的能力產生重大影

響，進一步承認有必要訂立特別的條款，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包括提供新的和額外的資金

和適當取得有關的技術，注意到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國家這方面的特殊情況，承認有必要大量

投資以保護生物多樣性，而且這些投資可望產生廣泛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惠益；認識到經濟和社

會發展以及根除貧困是發展中國家第一和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意識到保護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

性對滿足世界日益增加的人口對糧食、健康和其他需求至為重要，而為此目的取得和分享遺傳資

源和遺傳技術是必不可少的，注意到保護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最終必定增強國家間的友好關

係，並有助於實現人類和平； 期望加強和補充現有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持久使用其組成部分的各

項國際協議；並決心為今世後代的利益，保護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 

一、公約的目標： 

依照本公約有關條款從事保護生物多樣性、持續利用其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

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實施手段包括遺傳資源的適當取得及有關技術的適當轉讓，但需顧

及對這些資源和技術的一切權利，以及提供適當資金。 

二、公約的用語： 

「生物多樣性」是指所有來源的活的生物體中的變異性，這些來源除其他外包括陸地、海

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這包括物種內、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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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 

「生物資源」是指對人類具有實際或潛在用途或價值的遺傳資源、生物體或其部分、生物

種群、或生態系統中任何其他生物組成部分。 

「生物技術」是指使用生物系統、生物體或其衍生物的任何技術應用，以製作或改進特定

用途的產品或工藝過程。「遺傳資源的原產國」是指擁有處於原產境地的遺傳資源的國家；

「可提供遺傳資源的國家」是指供應遺傳資源的國家，此種遺傳資源可能是取自原地來

源，包括野生物種和馴化物種的種群，或取自移地保護來源，不論是否原產於該國。 

「馴化或培殖物種」是指人類為滿足自身需要而影響了其演化進程的物種。 

「生態系統」是指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們的無生命環境作為一個生態單位交互作

用形成的一個動態複合體。 

「移地保護」是指將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移到它們的自然環境之外進行保護。 

「遺傳材料」是指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 

「遺傳資源」是指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遺傳材料。 

「生境」是指生物體或生物種群自然分佈的地方或地點。 

「原地條件」是指遺傳資源生存於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之內的條件；對於馴化或培殖的物

種而言，其環境是指它們在其中發展出其明顯特性的環境。 

「就地保護」是指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以及維持和恢復物種在其自然環境中有生存力

的種群；對於馴化和培殖物種而言，其環境是指它們在其中發展出其明顯特性的環境。 

「保護區」是指一個劃定地理界限，為達到特定保護目標而指定或實行管制和管理的地區。 

「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是指由某一區域的一些主權國家組成的組織，其成員國已將處理

本公約範圍內的事務的權力付託它並已按照其內部程序獲得正式授權，可以簽署、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約。 

「持續利用」是指使用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方式和速度不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長期衰

落，從而保持其滿足今世後代的需要和期望的潛力。 

三、公約的原則： 

依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具有按照其環境政策開發其資源的主權權利，同時亦負

有責任，確保在它管轄或控制範圍內的活動，不致於對其他國家的環境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

地區的環境造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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