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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人民之反射利益？基本權利？....黃啟禎
壹、 前言
「反射利益」在行政法上乃指行政機關依法執行職務的結果，人民間接所獲得之利益，性質
上屬於事實利益，而非法律上之利益，而與「公法上之請求權」有別，此一區分在行政救濟上特
別具有意義。而「環境保護」已成為當今全球及各國朝野有識之士熱烈關心的課題，尤其是因為
氣候變化所引發之天災，經常造成龐大之人命與財物之損失，最近由曾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
學家史登，在英國觀察者周刊為文發出警告，認為「各國政府若未能及時採取行動，全球暖化未
來10年內將帶來高達6.98兆元，相當於新台幣232兆元的損害1」。其他類似之警告已非罕見或駭人
聽聞之消息，2004年年底之南亞大海嘯，以極短之時間，奪走數10萬之人命，同時造成難以計數之
財物損失；以及2009年的八八水災瞬間奪去國人數百條寶貴生命之慘劇等，均讓世人更深刻體
認，環境保護之問題，已不再是遙遠、抽象之課題。
二次大戰後，先後公布世界人權宣言2以及歐洲人權公約之人權清單3中均尚未將所謂之環境權
視為一項單獨的基本人權納入其中。而近年來各國紛紛從憲法上探討環境保護以及環境權概念之
議題，甚至爭取將其定位為一項新興的基本權利透過修憲，增列於基本人權之清單中，可視為人
類及法界對於此一全球共同議題之積極回應，也是人權發展史之一環，我國各界對此議題也常有
熱烈之討論。
我國於憲法增修條文第2次修訂時，首度將環境保護之議題明文納入憲法。在後來幾度修訂增
修條文時，除調整條次外，在內容上並無改變。其文字為「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利用，應與環境
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4 ，由於「環境及生態保護」之內涵相當複雜廣泛，環境因子如水、空
氣、土壤、寧靜、優美景觀等種類繁多；而且本條文單從字義及內容上似尚難導引出所謂之環境
權或環境基本權，從其置於增修條文第10條之體例與內容上觀察，似係對於國家及其他公權力主
體環保義務之課予，性質上勿寧係較歸屬於所謂之方針條款（Programsatz）。固然現今之憲法理論
對於方針條款並非全屬無拘束力之訓示規定，已有共識。但憲法之條文究竟係屬規範國家公權力
之客觀法規範或係賦予人民主觀公權利，兩者之間，畢竟有所不同。觀諸上述增修條文之內容，
並無將其列入原有人權清單之意，可知我國憲法上尚未將環境保護作為一新興基本人權，明文入
憲。為何如此？本文在此爰就環境權是否入憲所涉及之個人權與集體權、自由權與受益權之各個
面向，並衡酌現行憲法與行政法（總論與各論）之相關規定，探討環境保護在我國現行公法上之
落實情形。同時，參酌德、美之法制經驗，共同參與思考此一議題。
貳、 比較法上之觀察
隨著環保意識之發展與普及，過去幾10年來，已逐漸有些國家將環境保護納入憲法予以明文
規範，以下即分別以歐陸法系之德國與海洋法系中的美國為代表，扼要說明：
一、 德國
1994年德國修憲通過在原來基本法第20條國家目標條款之後，增定第20條a之條文，正式將環
境保護納入憲法，內容為：「國家在合憲秩序之範圍內，透過立法，依據法律與法，透過行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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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自然的生命基礎並同時向未來的世代負責」。在此之前，早在二次大戰甫結束之次
年，德國南部之巴伐利亞即於該邦憲法第141條第1項與第3項中，出現關於環境保護之規定，比起
前揭後來之聯邦憲法條文，在內容上更為詳盡之規定，內容分別為：「保護自然的生命基礎係對
未來世代之責任，每一個個人與國家均應致力為之。天然資源應珍惜與節約使用。保護生命基礎
之土地、水、與空氣，盡可能排除或彌補已發生之損害，盡可能注意節約使用能源，維持並持續
改善生態之給付能力；森林因其對於生態之特殊意義應予保護，儘可能排除已發生之損害並加以
補救；珍惜與維護本土動植物及其所必須之生存空間以及有特色之地方景觀，均屬國家、地方自
治團體與所有公法團體之優先任務」。「任何人均得享受天然美景與戶外休閒，尤其是森林與山
坡草原之踏青、馳騁水域與在符合當地習慣之範圍內摘取野生水果。任何人此時均負有義務維護
自然與景觀。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有權力亦有義務，提供社會大眾接觸山岳、湖泊、河流與其他
名勝開放之管道，必要時透過財產權之限制排除障礙，以及設置步道與休閒公園」。
綜觀上述聯邦及巴伐利亞邦憲法之條文，可知兩者均謹慎避免使用「環境權」之概念，而以
「保護自然之生命基礎」一詞替代。內容較詳盡之巴伐利亞邦憲法在條文中更進一步舉出 「生命
基礎」5包含土地、水與空氣6。此外，未使用「環境權」一詞，但在本條各項規定文字中，先後所
出現之與環境有關之要素則相當廣泛，除上述之「土地」、「水」與「空氣」外，尚包括「天然
資源」、「能源」、「生態」、「森林」、「本土動植物及其所必須生存之空間」、「有特色之
地方景觀」、「天然戶外美景」、「山坡草原」、「山岳」、「湖泊」、「河流」、「名勝」、
「休閒公園」。由此亦可看出「環境」一詞內容之複雜性，以及範圍之不確定性。莫怪乎相距半
世紀後之聯邦憲法（即波昂基本法）修正時，仍然捨棄「環境」或「環境保護」等概念，而使用
與巴伐利亞邦憲法相同之表達方式──自然的生命基礎。
此外，修憲者在著手之初，即須馬上面對一個重大之關鍵問題，就是究竟要將環境保護僅定
位為國家保護義務（Staatsschutzpflicht），作為一純客觀之法規範，以拘束立法、行政、司法3權，
落實之程度則端視公權力主體對自己任務之認知及要求，人民於法無請求權，只有在例外情形才
給予法律救濟途徑，如此一來其對環境保護的作用，便近似國家目標條款
（Staatszielbestimmung），純屬客觀法規範之性質。還是定位為基本權利？若然，則是僅限於防衛
權？還是受益權？若係前者，由於環境之內容包羅廣泛，導致環境保護之內容及對象極端不明
確，所衍生出來的問題，要回答便非容易事。加上基本權利之實質要件以及基本權主體間之衝突
型態也在變化，單從人民消極地位防衛權來觀察，似與定位為國家保護義務差異不大。反之，若
定位類似社會權之環境基本權，賦予人民積極之地位，享有請求國家保護環境之權利，得要求國
家相關機關提供保護措施以對抗來自第三者之侵害。如此一來，縱使在增訂之憲法條文用語上，
改為較具體僅以「保護自然生命基礎之土壤、水與空氣」取代「環境保護」，所衍生問題之複雜
性，仍然會超乎想像。
至此殆可稍微釋疑，為何無論聯邦或邦之憲法，基本上均尚未將環境保護定位為基本權利之
原因；縱使前揭巴伐利亞邦之憲法，亦僅於第二項將天然美景之享受及戶外休閒等，以主觀權利
之方式立法；而「得主張享有天然美景」固然是一項權利，且與環境保護有關，但是距離一般憲
法界所要求或理解的環境權7，仍有一段距離。且德國聯邦憲法之增訂條文所採之立法方式，雖屬
謹慎與斧底抽薪之作法，技術上較不易出錯，但亦引起不少其他之看法與批評8。而現行規定無論
從條文字義或在體例與架構上，修憲者刻意未將之置於憲法之基本人權清單行列中，而置於第20
條國家目標條款（Staatszielbestimmung）之後，似明顯有意將之與基本人權區隔，不難看出有意將
該條文之屬性定位為國家目標條款，而非基本人權9 。當然，德國學界認為此一條文雖不具基本人
權之內容，但亦其存在對於基本權之解釋，並非全無影響。在憲法條文之位階上，它對於立法者
在環境立法上，兼具擴充與限制基本權之效果，成為對立法者之直接框架10
二、 美國
美國憲法對於環境保護問題之回應與發展，與德國相似之處在於發展之順序，亦係州憲法先
於聯邦憲法，從客觀法規範朝向到主觀上之人民權利11努力。但在內容與運作上則多所不同，殆主
要與兩國分屬兩個不同之法系有關。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美國若干州開始修訂憲法，增訂有關環境保護之內容。其中較引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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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者為賓夕凡尼亞、伊利諾、紐約和維吉尼亞等州。賓州憲法第1條第27項規定：「人民擁有對於
潔淨空氣和水與保存自然的、風景的、歷史的以及美學的環境價值之權利。賓夕凡尼亞州的公共
自然資源是全體人民與其後代子孫的共同資產。作為此等財產之受託管理人，州政府必須為全體
人民之利益加以保護與維護」。伊利諾憲法第11條規定：「為當代人及後代之利益提供與維護有
利健康之環境，係州之公共政策與每個人之義務。立法者必須以法律規定此等公共政策之貫徹與
執行」。紐約州憲法第14條第4項之內容為：「本州之政策為保存與維護其天然資源和優美景觀，
並鼓勵為生產糧食和其他農產品而開發與改善其農業土地。為貫徹此一政策，立法機關必須制訂
完備之規定以減輕空氣和水污染，減少過量和不必要之噪音，保護農業土地、濕地和海岸線、開
發和管理水資源」。維吉尼亞州憲法第11條第1項規定：「為人民享有清潔之空氣和水與為娛樂而
利用及享受充分之公共土地、水體與其他天然資源之目的而保護、開發和利用天然資源、公共土
地、歷史遺跡和建築物係州之政策。此外，為本州人民之利益而保護大氣、水體與土地免於污
染、損害或毀滅，亦為本州之政策」。
觀諸上揭各州之憲法規定，固顯示州政府層級對於環境保護問題之重視，在憲法上明文規定
保護與管理環境乃州政府之政策，賓州憲法甚至明定為人民之權利。惟在實際施行上，各州之最
高法院原則上仍認為這些憲法條文只是對一項新權力的初步承認，其行使仍有待進一步之立法加
以具體化12。而在聯邦方面，聯邦法院則儘量透過司法解釋將相關之憲法條文，如第1條第8項之商
務條款13、第9修正案之治安條款以及第5修正案之財產剝奪條款14，擴充解釋，以滿足聯邦在環境
立法與管理環境問題之憲法權源之要求15。必須注意的是找到國會在憲法上制定一般法律（環境
法）之憲法依據，跟是否承認人民在憲法上享有環境權這一項基本權利，以及有否將環境權入
憲，乃屬兩回事。整體而言，距離將「環境權」視為一項基本人權，且在憲法上加以明文保障，
則仍有一段距離。
參、 以環境權作為基本權利之相關問題
限於篇幅，以下僅就目前之法制現況，表達淺見：
一、 以人為主或生態為主：
環境保護或生態保護，包括動植物保護，不管出發點與立論如何，在貫徹理念之法制設計
上，似乎跳脫不了以人為規範主體之結果，蓋其他動植物或環境因子，均無法自己行使權利，阻
擋主要來自人類之迫害或環境破壞之行為。當然，如能在觀念上提升環境保護與生態之特殊意義
─保護環境其實就是在保護人類自己之生存要素，將天人合一，使人類將所處之外在環境之優質
維護與永續發展視為自己與對後代子孫之責任16，則以規範人類行為之法律設計為手段，仍不失為
達成此一目的之良方。
二、 自由權或社會權：
若以環境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則一如其他基本人權一般，同樣具有古典性質之防衛功能。
尤其環境權之本質內涵即已包含其他諸如生存權、生命、身體、財產等基本權利，因此在個案之
環境侵權中，不論所涉之環境權為個人權或團體權，已同時侵及相關人士上述之基本權利，而在
環境權之外，尚可援引其他之憲法規定作為依據，主張防衛。但環境權是否及可否擴及得請求國
家相關部門採取特定環保之行政作為？則一如其他社會權，尚待立法者之具體化，於符合法定要
件時，始得享有並行使相關法律所賦予之權利。此點若從務實之角度而言，有其道理，蓋環境環
境及其所保護之內涵實在相當廣泛，而且在量（內容、範圍）與質（程度）17上，可以有很大之差
別，若得未經法律之進一步具體明文，若貿然即允許人民可以依據抽象之憲法條文作為要求國家
採取特定環境作為之依據，後果實難以想像。
三、 個人權或集體權：
既言環境權，可知無論在空間或對象上，除了少數特殊情形外，必已及於一定之範圍，尤其
在人口密集之我國，故環境權之性質應偏屬集體權之性質，此觀諸各種噪音或空氣污染或其他公
害所影響之範圍自明。當然這樣的分類並無損個別受害者之權利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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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益訴訟之制度：
在目前我國行政訴訟法第9條承認公益訴訟，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之架構下，所謂之法
律特別規定，主要集中在環保法規上，如廢棄物清理法第72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81條、水污染
防治法第72條以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9條。此等條文之內容大同小異，茲引空氣污染防
制法第81條第1項之規定如下：「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
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
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期待
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此處之公益訴訟應係指
未直接遭受此類環境侵害之公益團體，方符合行政訴訟法上公益訴訟要件中「無關自己權利或利
益之事項」之要求。
肆、 結語
大體而言，德國之聯邦憲法對於環境保護入憲之議題，相對於其某些邦憲之大步向前，明顯
猶疑謹慎，至今僅將環境保護定位為國家保護義務之一環，該等規定，僅屬客觀法律規範，而非
基本權利。故現有規定非為防衛權，更非受益權之範疇。而美國之聯邦法院則願意在個案中，透
過憲法解釋之方法，援引相關之憲法條文，提供環境受害人民之救濟，對環境保護之法制發展有
推波助瀾之功效，但亦未見將環境保護增定為基本權。我國目前之環境保護在憲法上，應尚屬國
家義務之客觀法規範階段，與所謂之環境基本權尚有一段距離。稍堪安慰者厥為目前之行政訴訟
制度與相關環保法律上，已有公益訴訟（或稱住民訴訟）之設，在行政處理程序與訴訟程序上提
供人民某種範圍之請求權，以保護其環境遭受侵害之問題，雖然，行政執行上之陽奉陰違使此一
至制度發揮之功效有限，但在憲法尚未明文環境保護為基本權利之現實下，立法者先將國家之保
護義務與人民之請求權在一般法律上加以具體化，積極作法仍值得肯定；惟不可否認的是，在理
論上，環境保護若能作為一項基本權利而入憲，則在獲得憲法明文保障之情形下，其所代表之意
義，將不僅限於環境權定位憲法位階而已，更代表該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環境保護及環境基本權之
重視與共識。問題是列入憲法人權清單之前提──所謂的環境權之意義與內涵為何？在法的本質
理論上，真能通過檢視而確實已可定性及定位為基本權之一種？已像一般既有之各類基本權利，
可為人民所行使或支配？法律上有實現之可能？或許也因為這些問題尚未能獲得滿意的答案，所
以，我國司法院釋憲實務也迄未敢貿然在相關解釋案中，表達對環境作為一項基本人權之肯定見
解，或援引憲法第22條作為依據。更何況許多環境問題無論涉及生命或身體與財產之損害，在既
有之基本人權清單上，以及現行法規中殆已有供依循之處。在環保意識之各種社會條件已漸臻成
熟之我國，一般環境保護共識之達成，或許較不困難。但是，要將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權利，
一如前述，法理上如未能釐清所欲保護之範圍，並形成具體內涵前，便想跳過而直接進入憲法法
制上立法技術之討論，難免不切實際。未來，要不要以及如何在憲法基本權上定位環境保護，看
來仍有一段長遠的路，待人類繼續共同努力。

（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本中心行政程序法基礎班與行政程序法進階班講座）
註釋：
1. MSN.Com 2006年10月30日之中文新聞網頁。
2. 在1948年12月10日由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
3. 歐洲人權公約之基本原則之一為限定原則，亦即公約中所保障之自由及權利，乃採列舉而非例
示方式，故公約中所未列舉之自由或權利，即不受本公約保障。參見廖福特，歐洲人權公約，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期（1999.12.30），頁58.
4. 參閱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
5. 此處究係解為例示或列舉仍有討論之餘地。
6. 按理至少尚應包含陽光，但其非人力所能影響，未加明文納入國家保護之範圍，應屬合理與務
實。
7. 儘管環境權之概念、內涵與範圍爭議頗多。
8.
相關意見請參閱張嘉尹，環境保護入憲的問題──德國經驗之初步觀察，月旦法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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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7,頁86以下。
9. 參閱Michael Kloepfer, Umweltrecht,2.Aufl.,S.123.
10. 同上註，S.123-124.
11. 但後者之規定在實際訴訟上一如其國家環境政策法相類條文之地位和作用一般微弱。
12. Thomas J.Schoenbaum,Environmental Law,Case, readings and Text, The Fundation Press,Inc.,1985,P232
13. 如1974年United States v.Ashland and Transportation Co.,504 F.2d 1317;1978年City of Philadephia v. New
Jersey ,437 U.S.617;1973年著名的American Can Co. v.Oregan Liquor Contro. Com., 517 P. 2d 691.
14. 乃二次大戰後之新發展，如1946年之United States v. Causby,382 U.S. 256,66 S.Ct 1062,90 L.Ed 1206.
以及1962年之Griggs v. Allegheny, 369 U.S.84.
15. 此明顯與我國之經驗不同，蓋我國縱使憲法未明文授權，亦不妨礙立法機關對於特定領域事務
立法權之行使。而美國之聯邦政府之立法權限，則受限憲法列舉之範圍，其餘便歸屬各州之權
限，又因聯邦憲法對此規定相當簡陋及籠統，因此，在實務上便常見最高法院之「旁徵博
引」。
16. 跨越世代之關懷，乃舉世共認之環境倫理之一項特色。
17. 譬如以所謂之優良空氣品質為例，由於空氣成分頗多，有害氣體雖量小但種類繁多，難以計
數，此其一；如何分別定其含量之標準值或臨界值方符合優良環境之標準，亦有困難，此其
二；若人民皆有權請求國家機關採取特定作為，以達成法定之空氣標準，國家是否有此能力，
亦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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