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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永續發展」一直是多年各國不論民間或官方在推動環境保護議題

時所一致努力的目標，也可以說是在各種不同的環境運動中常常被提出

呼籲的普世的價值。以台灣為例，環保議題逐漸被引起討論與重視，應

當是二十世紀 70 年代開始，各種環境污染的事件嚴重影響人們健康、

甚至於立即性地危害人類生命安全，激發相關利害社區的居民走上街頭

展開一波又一波的環境運動，此時，才開始體認關注環境議題的重要

性。從傳統的觀點而言，環境權被定性為屬於全民所有的「共有權」特

徵，以推廣人權教育的概念來說，環境權理當被視為探討人類生存權利

的語言，也就是說，必須肯定環境權在環境發展的重要性。本文內容乃

以從生態學與環境發展的觀點，論述環境倫理的內涵、法律價值，以及

從自然、人文環境的永續發展來分析環境行動的策略。 

關鍵詞：環境倫理、環境規劃、環境發展、環境教育、環境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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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眾所矚目的台鹼台南安順廠的戴奧辛汙染事件，歷經地方民間團體

鍥而不捨的追擊，整個汙染的範圍如滾雪球般不斷地擴大，連周邊盛產

的漁蝦、貝類資源，土壤、地下水源乃至於當地居民，可以說是無一倖

免；從日據時期便一直運轉到民國 71 年關廠的台鹼，有將近四十年的

歲月，它碀造就地方的繁華但卻帶來日後難以撫平的環境傷害，一個逐

漸被人遺忘的荒廢廠區，沒想到會有如此驚人的發現與發展。一個儼然

已成為台南市生態旅遊、教育重要景點的廢棄廠區，到頭來竟會是一個

長年被公部門刻意隱瞞的環境嚴重污染的大「墳場」。令人難以置信的，

這片廣大汙染場域上，正隨著都會的發展而進行相關的道路闢建與土地

開發！要不是少數幾位環保英雄﹝如台南市社大環境學程召集人黃煥

彰老師﹞以頑童般的毅力深入追蹤找尋污染的毒物化學物質元兇

﹝汞、五氯酚鈉、戴奧辛﹞，讓高危險值的檢測數據說話，迫使政府採

行一連串的措施，相信大家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新興的重劃新市鎮呈現眼

前，象徵著地方發展的潛力外，那會知曉自己正身處在這樣危機四伏的

環境中！ 
為了一味追求經濟發展而過度的濫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生態損

害，已成為當前各國在面臨環境問題的共同課題；是咱們社區居民的環

保意識、公民行動力不足？還是咱們政府的有關部門草菅人命，視環境

污染危害而不顧。以台灣為例，事實上，環保議題逐漸被引起討論與重

視，應當是二十世紀 70 年代開始，各種環境污染的事件嚴重影響人們

健康、甚至於立即性地危害人類生命安全，激發相關利害社區的居民走

上街頭展開一波又一波的環境運動，此時，才開始體認關注環境議題的

重要性1。從永續發展的角度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兩者間的關連性

                                                 
1 曹金增、王怡婷 〈環境保護與公民投票-以台灣為例〉《第四屆 2005 以永續

生存為導向之通識教育國際研討會論文集下冊》 樹德科大 2006 頁 225-260；

曾華壁 〈人與環境：台灣環境現代史論〉 台北：正中書局 2001 頁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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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各方探討的焦點，這個案例非常值得讓我們進一步審視整體公民

意識與公民行動之於環境議題的敏銳性，另一方面，也讓我們更需要從

環境倫理的觀點來探索它在政府環境行政程序中所扮演角色，是否它是

公務人員在進行行政裁量過程時的必要衡酌依據？本文的討論重點乃

以環境議題的本質進行探討，另外，並配合國內、外相關的法律規範以

及有關實例加以分析，希望從而能在環境的政策發展乃至於環境風險的

管理得到積極的環境責任本質。 

貳、 環境議題的本質 

「永續發展」一直是多年各國不論民間或官方在推動環境保護議題

時所一致努力的目標，也可以說是在各種不同的環境運動中常常被提出

呼籲的普世的價值。有關所謂「永續發展」的定義，歷來雖有許多討論

與論述，其中 1987 年，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pment ﹞ 所  發 表 「 我們 共 同 的未 來 」 ﹝ Our 
Common Future﹞提出的定義頗具代表性；它對「永續發展」定義為：「能

滿足當代的需要而同時不損及未來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2由此可

見，環境利益如以永續為價值核心，那麼，我們應該就「永續的內涵」、

「發展的意義」以及「永續」與「發展」兩者之間的關係予以定位並得

到整體的概念始能具體掌握其箇中的精神。換言之，就是從環境的基本

利益為基礎出發，找出人類文明發展與自然整體生態的平衡。 
從傳統的觀點而言，環境權3被定性為屬於全民共有的「共有權」特

                                                 
2 林朝成〈環境運動與永續發展教育-以台南市社區大學環境教育為例〉《第四

屆 2005 以永續生存為導向之通識教育國際研討會論文集上冊》 樹德科大 2006 
頁 126-127。 
3 環境權定義依學界通說係指空氣、水、土地、安靜、景觀等環境為人類生存

所不可缺，為人類共有財產，環境權即為享受及支配良好環境之權利，若有侵

害環境權者，被害人即得依據環境權請求損害賠償或請求除去、禁止或防止之。

按人格權或物上請求權之請求人限於特定個人，而環境權則為國民所共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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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而以基本人權的概念來說，環境權既被當然視為其中的特質之一，

顯然，環境權在實質上便具備不可轉讓的條件。4為了彰顯環境權的重要

性，並強調國家對環境議題的關注與努力，有些國家﹝如韓國憲法第 33
條、美國聯邦及各州環境權憲法修正案、德國憲法第 15 條﹞乃透過於

憲法中那入所謂「環境條款」的方式明確宣示其在環境政策所要推動的

決心。有些國家﹝如日本﹞則將憲法保障的生存權延伸闡釋為包含環境

權以實質強化其位階重要性。在我國，歷經多年環境意識高漲的效應之

下，於 1991 年的憲法增修條文中正式將環境權的概念溶入於基本國策

中。5這也正顯示各國對環境議題的重視，中外皆然。 
以環境的價值來評價環境議題，有別其它財經、教育、國防等議題，

環境議題在本質上具有以下特徵： 

一、 無國界特質 

隨著人類文明科技的進步，各地一波波工業的發展，同時也引來一

波波的環境議題；在層出不窮的環境與生態的污染案件中，我們不難看

到許多導因於經濟發展掛帥而造成過度開發不尊重環境生態，以致於自

然環境變遷產生人類生存危機的情況。1992 年聯合國地球高峰會議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通過著名的「二十一

世紀議程」﹝Agenda 21﹞，即是想藉由跨國性的聯合呼籲來改善這一日

益嚴重的環境問題，而新近的京都議定書更以具體的管制措施來彰顯身

處地球村的每一個家針對全球環境議題所應扮的角色與應該承擔的則

                                                                                                                   
有，並不限於特定個人，故請求權人之範圍較為廣泛，可擴及到污染源附近居

民全體。 參閱曾隆興 〈公害糾紛與民事救濟〉台北：國立臺灣大學法學叢書 
1995 頁 74。 
4 有關環境權理論內涵論述可參閱葉俊榮〈憲法位階的環境權〉《環境政策與法

律》台北：月旦出版公司 1996 頁 1-34。 
5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二項明文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

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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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環境議題在維護自然環境與追求永續發展方面所呈現「無國界」的

概念在這些過程中表露無遺。 
尤其在環境問題的預防與因應方面，基於地球村的整體概念與生命

共同體的理念，如何進行不同階段的環境決策以便順應不同時期環境發

展的需求，諸如此類的議題，往往得借重許多環保先進國家共同參與，

充分運用具有的環境管理的經驗與資源來協助環境問題處理的當事國

找出因應策略。 

二、 永續發展價值 

如將人類的基本利益延伸至整體生態的平衡為目的，那麼，永續發

展的對象應當滿足個體生命生態、人類社會生態與政治經濟生態的核心

需求。以健康來作為永續發展根本目的，人們所應學習將不能只挶限於

社會文明與經濟指標的成長進步，而需要同時思考如何維護一個健康環

境的固有條件，申言之，永續發展與生態﹝自然與景觀的保育﹞平衡之

間具有相當的互補性關聯，一個失衡的生態環境潛藏著健康生存的危

機，縱然滿足了經濟需求、文明的便利，它終究談不上是所謂的永續發

展。 
因此，只要涉及永續發展的議題，人與環境、生態發展與環境保護、

環境污染與環境規劃等，皆是現代工商發展發展過程，所不能忽略的環

境倫理主題，它已經不是關係人類生活條件舒不舒適的問題，而是一個

攸關生存與否的議題，否則，環境的永續發展將淪於坐而言的口號階

段，難以成為起而行的實踐行動。特別是以永續經營為導向的社區營造

模式更是常常以環境經營與關懷來作為全面改造的方向，這些推動方案

如社區風貌營造、生態社區示範、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利用開發、綠色

社區清淨家園、社區林業、原住民部落永續發展等等。 

三、 人文價值與生命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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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境心理學的觀點，環境是人和環境的相互作用，有了這個交互

作用，我們人類改變了環境，反過來這些行為與經驗也被環境所影響6。

良好的環境品質不僅是營造健康生活的指標，一些具有歷史文化乃至於

居民共同生活記憶相關聯的環境意象或老舊建物與空間營造、保護更帶

有深厚的關懷內涵。這些領域的環境發展從環境知覺的角度而言，其實

正直接有效或間接潛移默化地影響到這空間居民的人文價值觀，特別是

在懷舊與惜舊的情境價值內涵深化方面，它往往是維護社區共同生活記

憶的交集所在。7 
誠如先前所言的，營造一個具備永續發展的環境，需兼顧生態平衡

的重要性，事實上，善待自然，落實尊重生命的行動實踐，培養關懷生

命的素養，是一項基本前提，那怕是最普遍易見的都市環境綠化行動皆

可以經由認養策略來帶動與培養如此的素養。申言之，利他特質的啟發

與優質環境的營造，是推動環境議題過程經由一定人文價值與生命關懷

基礎所衍生的一種責任凝聚。 

參、 環境倫理的觀念衍生 

隨著生活條件與文明經濟發展的結果，面對自然環境的變遷有時便

成為必要的過程，不論從人與環境、植物與環境、動物與環境、水生態、

土壤生態、沼澤生態、大氣生態等有關連的環境發展，「善待自然」一

直是環境論者一再呼籲要人類所應具備的環境關懷核心本質，在常見都

市環境綠化計畫或近來迭受重視的河川整治計畫的推動上，我們更可以

                                                 
6 徐磊青、楊公俠 〈環境心理學〉 台北：五南出版公司 2005 頁 3-25 頁。 
7 許正旺〈都會環境教育與人文價值之探討〉《第四屆 2005 以永續生存為導向

之通識教育國際研討會論文集上冊》 樹德科大 2006 頁 187-201。作者認為若

要讓都會環境教育落實人文價值的啟迪，須由生活化與人性化的環境意識建構

著手於五大方面，分別是「舊街區保存經營的強化」、「城鄉差距的政策性改善」、

「懷舊情境教育的全方位生活化落實」、「城市街區的特色化經營」與「大自然

與城市母子關係的人性化詮釋」。 



 
 
 
 
 
 
 
 
黃鼎倫  論環境倫理的法律價值與環境行動的意義 

 221

看到這些核心價值的影子被述及，以達到「生態」、「生產」、「生活」並

重兼顧的目標；換言之，「善待自然」應是環境倫理的觀念發展基礎，

也是一種不分區域、不論族群，不能以時間階段區分的普世價值，這個

價質已具備國際與國內一定的法規範定位。 

一、 人權觀點與國際規範的定位 

建構永續的健康環境已經成為跨國界而屬於全人類的所當追求的

基本生存權利之一，以人權的概念定義來說，環境權的確保可說是典型

基本人權的彰顯；基於這樣的觀念便衍生出許多國際區域性或全球性的

環境保護合作議題，或者是有關環境管制方面的規範性條約，8如「聯合

國海洋公約」﹝1982﹞、「維也納臭氧層保護公約」﹝1985﹞、「聯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1992﹞、「巴塞爾公約」﹝1989﹞、「生物多樣性

公約」﹝1992﹞等等，其中近來眾所矚目的「京都議定書」所攸關全球

溫室汽體管制的公約，更是針對工業國家未來溫室汽體排放目標非常重

要的規範。 
從國際環境保護法的規範原則而言，以上這些跨越國界的約定是符

合聯合國憲章所認定的「睦鄰原則」9，任何國家均有配合遵守的義務。

任何國家除非有國際法規所特別允許，皆不得有損及他國領土之確保環

境權之行為，且負有防止損害產生之義務。同樣基於重視環境權的內

                                                 
8 陳慈陽 〈環境法總〉臺北：元照出版社 2000 頁 171-193；有關國際環境保

護條約及公約，作者指出自從 1972 年斯德哥爾摩人類環境會議召開後至 1992
年舉行地球高峰會議之二十年間，隨著全球環境變遷，各項解決全球共通性或

區域性環境問題之環境保護條約或公約，已如雨後春筍般地被各國共同簽訂，

期盼透過國際間締約國的共同努力，以尋求解決全球人類所面臨之共通性問題。   
9 參閱聯合國憲章﹝UN Charter﹞第七十四條規定。﹝UN Charter Article74 : 
Members of the Unite Nations also agree that their policy in respect of the territories 
to which this Charter applies, no less than in respect of their metropolitan areas, 
must be based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good- neighbourliness, due account being 
taken of the interests and well-being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social,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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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並能達成這些攸關人類生存的資源條件得以有效被保育，國際性組

織如聯合國﹝UN﹞、世界銀行﹝World Bank﹞、世貿組織﹝WTO﹞、

世衛組織﹝WHO﹞等，皆會將各會員締約國對自身國內所推動的環境保

育發展情況列為重要合作或援助的評估指標。 

二、 憲法與法律位階的定位 

將環境權入憲，不僅是對環境議題與政策發展的大突破，也是整體

法律體系發展的大進步；正因為有這樣的發展，更加讓有關於環境保護

的法規制度體系得到進一步落實，愈是完備的法制，事實上，愈有利於

整體環境政策的發展。10在我國環境權具體入憲更讓公害糾紛在民事救

濟方面得到周延的定位，尤其在於相關損害救濟原則的適用，例如國家

賠償法、無過失責任原則、侵權行為與排除侵害等法律原則。11 
目前以國內有關環境法律體系大致上以環境保護基本法為主軸，下

分為組織、救濟、管制與預防四大類12； 預防類有：環境影響評估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振動管制法與水污染防制法等單行法

律；管制類有：廢棄物清理法、土壤汙染防制法、公共環境衛生法、飲

用水管理條例、毒物化學物質管理法與環境衛生用藥管理法等單元法

律；救濟類有：公害糾紛處理法；組織類有：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

例、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組織條例、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檢驗所組織條例、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研究所組織條例與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區域環境保護中心組織條例。 
此外，以行政程序法之於環境行政13的操作上，可以說有關環境規

                                                 
10 黃錦堂 〈台灣地區環境法之研究〉 台北：月旦出版社 1998 頁 32-46。 
11 曾隆興 〈公害糾紛與民事救濟〉台北：國立臺灣大學法學叢書 1995 年 頁

42-101。 
12 葉俊榮 〈大量環境立法〉 《環境政策與法律》台北：月旦出版社 1996 頁

73-132。 
13 行政行為在行政程序法所規定的類型有六大類，分別是行政處分﹝第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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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行政或施政計畫皆屬於公共利益的事項，因此，確實的適用行政程

序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資訊公開原則，應解釋為政府在環境行政推動中

基於職權的重要法律責任，這也是一種行政機關與人民之間信賴保護原

則的確保。 
從環境管制的功能上，行政機關可藉由法律授權達到規範的目的，

這種規範大致上有兩類，一類是管制規範，另外一類是程序規範。前者

指直接基於法律授權而對特定行政機關所管制的環境議題項目加以規

定，並訂定標準或總量範圍﹝如各類別之污染防治法規﹞，由該主管機

關進行一定管制行為，基本上，本類的法規範比較有實踐環境倫理價值

的關聯。後者指不直接涉及前者的實質事項，而針對一般行政機關如何

執行如前者所規定的管制範圍時，應具備的共通性的法定程序，如資訊

公開程序、個人資料保護、利益衝突迴避等原則適用。 

肆、 環境倫理與環境運動 

文明高度開發的結果，我們的天空變灰濁了、我們的河流不再清澈

了，曾經是涵養無數生命所在的原生生態環境正快速的消減中，這種種

的生態警報正喚醒人類應善待自然，重新省思環境倫理的重要性。從生

態學與環境發展的觀點，環境規劃就環境倫理的實踐方面具有相當的步

驟性，不論從自然環境或人文環境的永續發展皆需要這些規劃的策略方

案，才能讓環境發展受到成熟的保護，也正因為從整體規劃目標與方法

的明確，配合環境科技與統計技術的發展，我們便可以看到基於環境生

態安全概念而生的環保機制或法規制度，如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各類環

保法規等，便逐步發展形成。即便如此，一個好的環境政策是否成形？

                                                                                                                   
條至第一百三十四條﹞、行政契約﹝第一百三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九條﹞、法

規命令與行政規則﹝第一百五十條至一百六十二條﹞、行政計畫﹝第一百六十

三條至第一百六十四條﹞、行政指導﹝第一百六十五條至第一百六十七條﹞與

陳情﹝第一百六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三條﹞。參閱葉俊榮 〈面對行政程序法〉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2002 頁 10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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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有效執行？往往取決於這個地區社會的環境意識是否成熟？若

從這些關聯性的探討，事實上，公民意識的覺醒與社區意識的抬頭將扮

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這兩項的功能如果能夠得到有效的培養，必定可

以讓環境監督的預防機制得到良好的基礎。 

一、 公民意識的覺醒 

從環境議題的發展，可以肯定的論斷，民眾參與是建立環境保護意

識過程不可或缺的核心價值；舉凡文化資產的保護到自然資源的關懷，

以至於對公害糾紛的抗爭中，我們感受到一連串環境協調與民主參與的

痕跡，其實背後正是公民意識加溫後所使然。特別是我國這幾年以參與

環境保護為宗旨的民間團體相繼成立，更是促成公民意識覺醒的重要推

手。這部分的環保團體或因為活動議題與環保有關者，如各地所成立的

愛鄉協會團體；或會員基於對環保議題的共同關心者，如環境品質文教

基金會、新環境基金會。 
有了以上這些團體的運作，非常有效的建立了民眾具體參與環境議

題的平台，發揮公民在行使法律上的權利也逐漸強化民眾主動參與公共

事務的意識。從公民行動與公共參與的角度而言，這樣的發展不正是建

立由下而上的所謂「民眾參與環境決策」的另類模式，讓每個人都可以

成為大地的褓母，共同為環境的品質監督盡一份心力，若能深化族群互

信與參與基礎，那將是營造「永續環境」的一股穩定而成熟的草根力量。

誠如葉俊榮教授所言，環境運動並不一定侷限於街頭請願抗爭，經由環

境訴訟的參與，積極地介入法令的執行，其效應往往能及於環境政策、

環境立法方面的決策思考。14 
此外，將具爭論性環境議題以公民投票事項提出交付公投決定，依

                                                 
14 葉俊榮 〈民眾參與環保法令之執行〉台北：經社法制論叢 第四期 1989 頁

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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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投法規定15，本來就是人民固有的權利，只要國人的公民意識夠

成熟，懂得有效運用這項法定提案權直接提案交付公民投票仲裁，過去

一些群眾爭議不休且演變成情緒抗爭對立甚至流血衝突的議題，如北宜

高速公路、核四廠、各地垃圾焚化爐等闢建，將可得到相當大的舒緩與

解決。 

二、 社區意識的抬頭 

社區發展往往因為關注環境議題或推動生態活動而更加彰顯社區

的凝聚，尤其是社區意識的抬頭，我們不乏看到許多環境運動的背後其

推動的力量總是來自社區居民結合而來。以目前國內社區發展的情況，

我們發現以居住健康的環境營造來說生態是一項很重要的品質指標，不

論從公部門16或私領域皆將之定位為社區的核心價值。 
一般而言，社區的定義乃指以部落、村里、社區等地方性組織，另

外亦含蓋因特定公共議題，依一定程序確認經由居民共識所認定之空間

及社群範圍。17當社區進行改造時，環境改造計劃是社區參與議題常被

引用的行動方案，其中，生態復育與營造主題的推動﹝如河川護溪運

動、推動社區垃圾分類計畫、社區清新空氣計畫等﹞，每每可引發社區

參與的共識。藉由操作過程對社區環境的認識，進而體會人與環境相互

依賴的緊密關係並建立在地歸屬情感，讓社區的主體性及自主性角色展

現，總是能有效建立社區意識的價值。如此的價值最可貴的便在於培養

社 區 自 我 詮 釋 的 理 念 以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力 ， 從 而 經 由 培 力 過 程

                                                 
15 我國公民投票法第八條規定：「有公民投票權之人，在中華民國、各該直轄

市、縣﹝市﹞繼續居住六個月以上，得分別為全國性、各該直轄市、縣﹝市﹞

公民投票案之提案人、連署人及投票權人。」 
16 行政院於 94/4/14 以院臺文字 0940014390 號函所核定的「台灣健康社區六星

計畫」中，明確定位該方案發展的終目標即以「社區主義」為核心價值。 
17 參酌 2005 行政院於核定「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內容(專屬網站網址：

http://sixstar.c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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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來培育社區營造人才參與社區工作並實踐社區主義的

價值。 

伍、 法治教育與環境教育 

如同其他專業法律領域，環境規範在法制化的現況基本上已具一定

的基礎，並形成一個完整體系如前所述。然而，法治品質的建立往往取

決於法治教育是否落實？畢竟教育的重要功能便在於自覺意識的培

養，其中包含學習者的轉化、學校的轉化以及社會的轉化；攸關生態環

境正義規範的法治教育更應是如此。18 

在環境教育已倍受重視的今天，除了針對環境議題的分析、探討

外，至於與管制手段有直接關聯的環境法律規範，一定得融入其中才能

有效的達成環境管理的品質。否則，只著重於環境科學技術層面的問題

探討及理論發展，而忽略整體環境生態永續層面的規劃與管制，實在難

以因應當前快速經濟發展下所應面對的環境挑戰與因應制度的調整，尤

其是在培養環境與生態素養的面向上。畢竟在一個期待符合正義價值的

環境發展議題中，如果僅有經濟成長的關注而欠缺對環境資源的保育關

懷乃至於對生態文化的重視，根本無法存留所謂環境倫理的發展可能。

這些觀念的建立，事實上教育即是一種非常關鍵的策略，它能讓人們逐

步對自己生處環境建立知識性的專業認知，從而讓我們對環境問題背後

的社會、經濟化因素有所思考，這是建立環境價值的重要基礎。 
當法治教育融入了環境教育的核心內涵之後，在教育推廣的執行上

便增加了對環境資源限定的認識以及具備實踐生態正義的使命，換言

之，在環境管制概念所衍生的預防目標，如「標準管制」與「總量管制」

的理念認知，即能有效的轉化學習者進一步結合環境權與公民權的觀念

展開各類型的環境行動，基於永續發展的社區意識對周邊環境發揮非常

                                                 
18 郭實渝〈環境教育的教學理論：從多元文化教育到生態正義教育〉 《環境

教育研究》台北：五南出版社 2006 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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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果的監督力量。 
當環境意識逐步高漲後伴隨而來的大量環境立法已是必然趨勢，然

而，國內培養法學人才的教育單位尚無以「環境法律」為學程主軸的法

律系、所，比較國外早已成立並發展成熟的環境法律系、所，且已結構

性與系統化地針對環境發展需要進行法律制度研究供決策者參考的現

況而言，我們是得繼續努力。 

陸、 結論 

公民權的落實與環境權的啟發兩者間所交織而成的力量，本身往往

是一種社會正義的轉化結果，它不僅是一般民間社會成長的指標，更應

當是國家政策所應側重的議題。1992 年「地球高峰會」﹝The Earth 
Summit﹞與會各國所決議共識的「21 世紀議程」﹝Agenda 21﹞宣言方

案，不僅具體的描繪出全球環境運動的願景，也醞釀出一股各地民間力

量參與地方永續發展的力量，我們不時會在一些具體的環境議題的個案

中產生讓人對環境倫理層面的體驗與認知，這些案例小從來自不起眼的

社區裡的一群平凡的社區居民因為自覺與行動，讓廢棄空間變裝藝文廣

場展現風華，大到新近令人震撼與感動的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案例等

等，皆是值得分享的個案。我們可以說這是一種所謂永續發展地方化明

顯實證。 
尤其是，在韓國清溪川的例子，我們看到一條流經南韓首都人口稠

密區約 6 公里長的小溪，隨著當地經濟發展而在 60 年代被舖上鋼筋水

泥成為每天通行七十萬量車次的高架道路，這樣的建設曾經是三十年來

南韓人作為現代化象徵的驕傲，但在環境意識的發展下，深埋地底數十

年的清溪川終究讓它重見天日恢復舊觀，營造成以人和自然為中心的城

市綠色空間，另藉由堤岸文化牆規劃，把清溪川也變成一條文化長廊，

從此，清溪川成為現在種要休閒場域以及韓國人充滿自信地對外宣揚的

驕傲案件，有效的實證環境利益結合經濟利益的彼此相容，讓整治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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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川魅力帶動了當地的社區產業，具體活化都市發展；這不僅象徵過

去經濟起飛的年代不計代價追求發展、高效率與快節奏導向的政策調

整，也意味著環境倫理在經濟發展中所不可抹滅的價值。這也是許多環

境運動者所秉持環境權的核心信念。 
韓國人用行動力來實踐「善待自然」的理念，也藉由這項河川整治

的環境行動過程展現對環境發展的自省勇氣，其實，這是一種對環境倫

理尊重的深層表現，首爾市民不以人類為中心的本位立場轉由尊重環境

質量、認同整體生態平衡的觀念出發。最難能可貴的，在整治政策的規

劃與執行，首爾市政府進行了兩千多場次的大小說明會與公聽會，應用

高度資訊公開的方式達到民眾參與的效果，並取得整體社區的凝聚力與

支持，這正是一般公部門在啟動環境影響評估機制裡最被忽略的區塊，

更不用說其另外在於公民權與環境權所得到教育推廣的功能。 
台灣環境條件，擁有多元地貌與地處完整氣候帶，這些天然環境與

氣候蘊含著無限生機與活力，然而，它的背後卻隱藏著長期以來忽略的

危機，那就是政府部門針對國家環境資源方面，管理事權的紛亂。以台

灣的林地、山坡地、平地的環境資源管理為例，有關森林保護屬於農委

會林務局管轄、水土保持屬於農委會水保局管轄，水質保護屬於環保署

管轄，國土規劃屬於內政部營建署管轄，河川治理屬於經濟部水利署管

轄；若以河川流域管理來說，其上、中、下游所牽涉的單位便有五個，

光要協調事權就得浪費相當人力物力；因此，在環境管理的落實與環境

倫理的價值實踐，亟需政府部門進行管理流程的改革，提高公部門的永

續經營能力，以強化政府總體施政效能，那麼，類似韓國清溪川的經驗，

讓政府有效發揮機制，確實實踐為公衆維護天然資源永續性的理想將能

在台灣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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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Meaning of Movemen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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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has since been based 
by every government and every non-official institute in a manner to meet the 
goal common future in the proces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which 
would discuss the cor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that can also rethink 
the meanings of the right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legal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adopted in order to approach the right strateg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educating needs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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