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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是當代國際社會中特殊的現象，這些

因受氣候變遷與環境影響而流離失所者，只能離開原居住地尋

找安全處所定居，上述問題已無法以內國法有效處理。氣候變

遷與環境難民在國際法上之定位仍有爭議，如何在尋求國際保

護同時，又不違反國際法原則，國際社會必須密切合作，找出

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保障機制之法律基礎，甚至制定新的氣候

變遷與難民公約。本文以現有的國際難民保障體系為架構，並

參酌歐美國家之實踐，提出以國際難民法、國際人權法、國際

環境法等交錯競合的全新思維出發，試圖以多元思維的角度因

應此複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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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際環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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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環境流離失所者 (Environmentally Displaced Persons; EDPs)1 

是當代國際社會中面臨的新挑戰，成千上萬人的原居住地因自然環

境受到破壞，如乾旱、土壤鹽化、沙漠化、森林濫墾等環境退化影

響，已無法提供安全之基本居住環境，同時再加上該地區人口成長

壓力及貧窮問題，使得這些受害人毫無其他替代選擇，只能離開原

居住地尋找安全處所定居。「環境難民」(environmental refugees) 或

氣候變遷難民 (climate change refugees) 成為當代國際法上的二個

新興名詞，然而國際法文獻中從未將「環境難民」列為真正的「難

民」，雖然部分受環境或氣候變遷影響而流離失所者受到聯合國難

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

gees; UNHCR) 及各國提供之人道援助，但在國際法之解釋與實踐

上，「環境及氣候變遷難民」仍是一個發展中的法律概念。國際上

對於難民保障機制傳統上以二次大戰後的難民公約體系為主，對於

難民之資格要求限制嚴格，在公約解釋上，廣義的環境難民無法適

用該保障體系。另一方面，國際人權法體系中對基本人權保障雖有

規範，但具體落實情況需由個別國家政府立法執行，倘若環境難民

原屬國家不能或不願提供保障時，則無可避免地必須尋求國際保

護。因此，環境難民在國際法上之定位特殊，如何在尋求國際保護

的同時，又不違反國際法上之「不干涉原則」及「難民不遣返原則」

等，國際社會必須密切合作，找出環境難民保障機制之法律基礎。 

本文分析環境難民議題之架構主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

                                                   
1 環境流離失所者係指受環境影響而被迫遷徙者，依其性質可分為境內遷徙與境外遷

徙。在國際法之定義與保護機制上，除非 EDPs 以跨境遷徙之方式尋求他國或國際

保護，否則若只是在一國境內遷徙，則仍屬於國內流離失所者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s)，不必然構成國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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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環境難民之原因。此部分先就環境及氣候變遷影響人類大規模

遷徙之模式進行討論，包括五種不同類型原因：長期性環境退化、

突發性環境破壞、氣候變遷、人為意外、武裝衝突等。本節末點出

各國在處理環境難民問題時所面臨之道德兩難：國家是否有能力接

受難民移入？即使有能力，其人民或政府是否有意願接納大量從外

國而來的環境難民？如不接受，是否可以拒絕，是否違反不遣返原

則？第二層次為環境難民在國際法上之定位。此部分探討環境難民

之界定及其國際法上地位。本段首先討論傳統國際法下難民之定

義，以及針對環境難民之特性加以分析，再從國際難民法體系觀察

環境難民是否能取得國際法上之保障。本節末並強調環境難民在現

行國際法下之困境，以及國際社會對於重新定義難民使之包括環境

難民之迫切需要。第三層次為國際法體系與歐美國家之實踐。此部

分探討環境難民在國際難民法與國際環境法之交錯，以及融合國際

人權法、國際人道法、國際環境法三者之原則以提供保障機制之可

能性，其次，從歐盟法及美國法之規範立場觀察該等國家對於環境

難民之立法規範與保障機制。本節總結當代國際法對於環境難民之

保障機制，國際組織、公約體系、國家實踐都有其侷限，無法充分

提供法律或制度上之援助。第四層次為建構環境難民公約之迫切需

要。本文文末結論部分提出國際社會應以制訂新的公約為目標，將

環境難民之保障機制規範於環境及氣候難民公約中，各國應共同解

決日益嚴重的問題。 

貳、環境及氣候變遷影響人類大規模遷徙模式 
分析 

歷史上人類大規模遷徙通常係基於不同的原因，諸如：天然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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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戰爭爆發、政治迫害、發現新大陸等。在眾多成因之中，最令

當代國際社會關注的新興議題，便是環境及氣候變遷所引起之人類

遷徙。由於環境及氣候變遷問題之成因複雜，難以只獨立歸咎於某

一項成因，因此，分析環境及氣候變遷影響人類大規模遷徙之問題

時，恐怕無法從單一面向切入，而應該以整合性思維出發，不論是

科學或法律領域的研究文獻，都有提及氣候變遷及環境造成自然生

態被破壞之特徵 (Masters, 2000: 855-863)。2 在各種不同形態中，

有些特定事件普遍引起國際關注，這些事件不僅長期或瞬間破壞自

然生態棲息地迫使人類或其他生物難以定居，並直接導致大規模的

人類遷徙 (Myers , 2005)，本文將上述成因約略分為以下六種類型： 

1. 長期環境退化 (long-ter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包括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森林墾伐 (deforestation)、土地

侵蝕 (land erosion)、土壤鹽化 (salinity)、淤泥充塞 (silta-

tion)、土質積水 (water-logging)、沙漠化 (desertification) 等； 

2. 突發性環境破壞 (sudden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s)：包括地

震  (earthquakes)、乾旱  (droughts)、洪水  (floods)、颶風 

(hurricanes)、季風 (monsoons)、海嘯 (tidal waves)、龍捲風 

(tornadoes)、火山爆發 (volcanic eruptions) 等； 

3. 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成因與現象均較為複雜，可能由

自然力量或由人為因素所導致之氣候異常改變，有時造成長期

環境退化，有時亦會帶來突發性環境破壞； 

4. 人為意外 (man-made accidents)：包括工業與化學災害 (indus-

                                                   
2 影響人類大規模遷徙的成因相當深遠，且與人類的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環境與氣候變遷可能涉及許多社會、政治、經濟及其他純粹環境影響之因素，其中，

尤以許多地區人口快速成長、農村脫離貧窮化、市場導向之土地政策失靈、經濟發

展規模快速等現象，影響環境與氣候變遷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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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and chemical disasters)、核能災變 (nuclear disaster) 等； 

5. 武裝衝突 (armed conflicts)：包含因蓄意破壞環境做為軍事手

段、經濟目的大量掠奪或破壞自然資源等 (Austin & Bruch, 

2000; Leggett, 1992; Weinstein, 2005)；3 

6. 複合式災害 (complex disasters)：在上述五類成因中，同一時

期的環境影響係受至少二種以上的連鎖反應，造成混和式的多

重災變。 

由於篇幅限制，本節將依上述六種環境災害之分類，逐一討論

環境與氣候變遷影響人類遷徙之類型及案例，並藉由此問題之背景

介紹，突顯環境難民保障機制之重要性。 

一、長期環境退化  

長期環境退化將使該地區無法再提供生物棲息，對人類而言，

另一層意義便是環境退化後，土地喪失了農耕能力，而成為所謂貧

瘠惡劣的區域。簡單而言，包括全球暖化、森林墾伐、土地侵蝕、

土壤鹽化、淤泥充塞、土質積水沙漠化等現象均屬於長期環境退

化，它們彼此交互影響地球環境，更進一步加速生態系統之變化與

重組，人類居住環境因此深受影響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The Refugee Policy Group, 1992)。形成長期環境退化

的原因相當複雜，人類多半是從觀察環境退化的現象來尋找答案。

自工業革命以降，由於世界人口快速成長、對土地過度開發利用、

以及採用破壞性的農耕方式，使得因環境變遷而被迫遷徙的人口激

                                                   
3 武裝衝突造成環境災害之文獻，可參考 Austin & Bruch (2000); 另外，關於在國際

法下有關戰時或武裝衝突中對於環境之保護議題，可參考 Leggett (1992: 68-77)；

主張在武裝衝突中以破壞環境為軍事手段而導致大規模人員傷亡之情況，係違反國

際人道法之論述，可參考 Weinstein (2005: 69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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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成為人類在二十世紀開始面對最普遍且嚴重的問題 (McCue, 

1993: 151)。依據目前環境退化的速度觀察，倘若地球人口成長繼

續增加到不可承受的程度，則不久的將來，生態環境會面臨更嚴峻

的考驗，包括：森林消失、水資源乾涸、土地資源耗盡等嚴重後果。

目前世界上已有超過千萬人受環境退化影響而大規模遷徙，依據目

前環境惡化的情況，此數字還會不斷上升。 

在所有長期環境退化所帶來的效應中，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因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溫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 及海平面上升。然

而，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較為緩慢，土地退化 (land degradation) 成

為造就環境難民的主因，其中又以「土地沙漠化」問題最為棘手 

(Jacobson, 1988: 38)。自 1984 年以來，土地沙漠化現象嚴重威脅墨

西哥、南美洲安地斯山脈、巴西、西亞、印度、中國及非洲薩赫爾 

(African Sahel) 等地區，受影響之總面積超過 40 億公頃的草原及農

田地區。因沙漠化現象造成長期土地退化，繼而影響人類被迫遷徙

的地區，以非洲薩赫爾地區最為著名 (The World Bank, 1992: 27)。

因此，本文擬以薩赫爾地區之沙漠化現象說明長期環境退化而造成

環境難民之例證。4 

薩赫爾地區為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緣地帶，橫跨茅利塔尼亞 

(Mauritania) 到索馬利亞 (Somalia) 等國家，在地理上屬於非洲帶

狀的半乾燥土地 (semi-arid land) 氣候區。美國前副總統高爾 (Al 

Gore) 曾形容薩赫爾是一個「易碎且不穩定的生態系統，只有極少

數特別的植物可以在此貧瘠的土地上，靠著再循環的營養勉強維持

                                                   
4 .雖然本文以土地沙漠化做為說明長期環境退化之例證，但並非代表其他的長期環境

退化現象較不嚴重。事實上，沙漠化現象通常是其他環境退化原因的源頭或至少有

密切關連，例如，沙漠化現象使得沙漠邊緣區的沙塵暴現象日益嚴重，影響範圍已

不限於該區域，而是全世界的大部分國家，而造成全球土壤條件惡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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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一旦遇上乾旱，生長期會越來越短」(1993: 124)。很不幸地，

薩赫爾地區現在的沙漠化問題，除該區人口過剩及土地過度開發

外，二次嚴重的乾旱亦是導致問題惡化的主因。在 1968 年至 1973

年間的第一次乾旱中，因年降雨量驟降，奈及利亞河與塞內加爾河

整年都沒有獲得足夠的雨水，迫使附近的游牧居民往撒哈拉沙漠的

南緣找尋水草地，並進一步侵占綠洲，造成原本擔負保護土壤免於

沙漠化的稀有植物逐漸消失，沙漠的範圍則相對擴大。1973 年，西

非地區共有 140 萬環境難民從土地耗竭的薩赫爾附近地區，遷徙到

政治經濟相對穩定的象牙海岸 (Côte d’Ivoire)，移入的難民總數高

達該國人口數的 15%。象牙海岸頓時成為撒哈拉沙漠擴大後，西非

環境難民的主要遷移地區 (El-Hinnawi, 1985: 26)。另一方面，奈及

利亞因乾旱侵襲，有 20 萬人被迫從不適宜人居的地區移至難民營，

並完全依靠外界糧食援助 (Atapattu, 2009: 611)。在 1982 至 1984

年的第二次乾旱後，約 40 萬茅利塔尼亞人 (占該國總人口數 20%) 

及 150 萬奈及利亞人 (占該國總人口數 17%) 成為環境難民。這二

次乾旱的十餘年間，薩赫爾地區有超過 1,000 萬的人被迫大規模遷

徙至其他地區生存，換言之，以地區總人口數計算，薩赫爾地區的

長期沙漠化造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環境難民 (Keane, 2004: 222)。 

綜上所述，撒哈拉沙漠向南擴張所造成的長期環境退化 (土地

沙漠化)、乾旱及不當使用土地等因素交相影響下，迫使今日的薩赫

爾地區面臨嚴重沙漠化危機。而在此地區的國家卻無能為力解決或

甚至試圖改善此一問題。即使薩赫爾地區的政府或可以朝提升農耕

技術、改善糧食供應、控制人口成長等方面逐漸改善惡劣環境，但

這些國家卻一無所成，繼續放任大量國內人口外移 (Cooper, 1998: 

501)。薩赫爾地區自 1985 年第二次乾旱後，環境依舊繼續退化，

長期以來已惡劣到不適宜人類居住，而在撒哈拉沙漠持續擴張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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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該地區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仍舊受到饑荒的威脅，而形成一波

波新的環境難民 (Atapattu, 2009: 611)。 

二、突發性環境破壞 

不穩定的自然環境通常較容易引起天然災害  (natural disas-

ters)，並進一步造成突發性環境破壞，諸如：龍捲風、火山爆發、

颶風、地震、海嘯等。全世界經常發生各種形式的天然災害，並造

成人員的傷亡，從歷史的記錄到現代，人類常因為居住環境發生突

發性環境破壞，而被迫遷徙。過去十年來全球共發生近 4,000 起天

然災害，造成 78 萬多條寶貴的生命死亡。更有甚者，因天然災害

而導致人類被迫遷徙之數量，已遠遠超越任何一種形式的武裝衝

突。事實上，過去十年發生的災難次數，相較上一個十年多出一倍

以上，近年來更由於全球人口成長以及各國都市化快速，使得因天

然災害而死亡的人數增加，總計每年約有高達 1 億 4,000 萬以上的

人受天然災害影響。突發性環境破壞並非平均地影響地球上的每個

區域，相反地，天然災害的發生常以不成比例的次數與規模，襲擊

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包括非洲、亞洲以及南美洲較為落後的地區 

(Braine, 2006: 4-6)。在這些貧窮國家中，人們因無力或不願遷徙，

被迫居住在環境不良或早已荒廢的土地上，而這些土地又暴露在天

然災害高風險的區域中。因此，不幸的惡性循環一再發生，世界上

最貧窮的人民，被迫居住在地球上最容易發生天然災害的危險地

區，遭遇突發性環境破壞的傷亡人數也相對較高。 

本文擬以地震及颶風所引發之瞬間天然災害，說明突發性環境

破壞而造成大量環境難民的情形。2004 年底，印尼蘇門答臘島附近

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9.0 的海底地震，並引發印度洋一連串的海嘯 

(Corps, 2005)，當海嘯到達印尼亞齊省的陸地時，一瞬間造成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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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萬人死亡的慘劇，以及數百萬以上無家可歸的人民，此災難堪稱

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死傷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

gramme, 2005)。2010 年 1 月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發生芮氏地震規

模 7.0 級大地震，瞬間便有超過 10 萬人被活埋，國際紅十字會估計，

受到地震影響的人口大約為 300 萬人以上。除上述事件外，因地震

而引起的突發性環境破壞，近年來不勝枚舉，諸如巴基斯坦喀什米

爾地震 (芮氏地震規模 7.6) 造成巴基斯坦 7 萬人死亡，近 13 萬人

受傷，280 萬人無家可歸；台灣南投縣集集鄉地震 (芮氏地震規模

7.3 級) 死亡人數超過 2,000 人；中國大陸四川省汶川縣地震 (芮氏

地震規模 8.0) 造成 7 萬人以上死亡，受災面積達 13 萬平方公里；

智利中南部馬烏萊大區地震 (芮氏地震規模 8.8)，造成約 1,000 人

死亡，200 萬人流離失所而成為環境難民。 

另一方面，2005 年 8 月颶風卡翠娜 (Hurricane Katrina) 襲擊

美國南部，橫掃路易士安那、密西西比、佛羅里達及阿拉巴馬等州，

造成慘劇。更有甚者，因颶風沖垮紐奧良市的堤防，低於海平面的

市區被洪水淹沒，造成 10 萬人大規模遷徙、1,300 人死亡，以及摧

毀超過 9 萬平方英哩的土地 (面積約等於英國國土)，成為美國近

150 年來最大規模的環境難民遷徙，亦是近代已開發國家所面臨最

為嚴重的天然災害之一。同年 10 月，颶風史坦 (Stan) 侵襲中美洲

國家，墨西哥、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等國嚴重災情，數以萬計的人

民傷亡，更造成許多的環境難民 (Corps, 2005: 19)。可見突發性環

境破壞之影響係不分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不分南半球或北半

球，而係全球人類都處於不同型式的突發性環境破壞之風險帶上。 

三、氣候變遷  

前二節已討論「長期環境退化」及「突發性環境破壞」造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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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大規模之遷徙，若深究其原因，一部分係出於地球與地表活動，

一部分則來自於環境與氣候變遷所致，本節以下討論係專指直接受

到氣候變遷影響的情況。氣候變遷之影響層面既廣且深，包括導致

長期性的乾旱、沙漠化現象、海平面上升，以及瞬間突發性的颶風、

地震、洪水等天然災害。許多專家預測，由於人類活動所引發的環

境與氣候變遷，將對地球生態系統、社會經濟體系，以及自然生存

環境造成嚴重破壞，並將使得全世界各地環境難民數量逐年增加。

在過去 50 年中，科學家觀察已警告國際社會應盡速合作修補地球

大氣臭氧層，以避免地球溫度不斷升高 (Aminzadeh, 2007: 231)。

由於人類大量燃燒石化原料及砍伐森林，加速了全球暖化及溫室效

應現象，同時燃燒石化原料或森林資源必會產生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及其他溫室氣體，依科學家觀察預測，未來 60 年後全球

平均氣溫與現在比，將上升華氏 3 至 8 度間，這是地球在過去一萬

年以來從沒有經歷過的氣候變遷 (Houghton, 1996: 232)。5 全球暖

化現象亦將造成人類大規模遷徙，尤其是在那些易發生天然災害的

地區，可能隨時面臨突發性環境破壞而被迫離開原住居地。因此，

氣候變遷造成全球暖化現象與溫室效應，使地球更容易出現極端氣

候，繼而破壞自然環境，迫使人類遷徙而形成環境難民潮的出現。 

在氣候變遷的結果中，海平面上升的影響係導致最大規模的環

境難民遷徙。事實上，全球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口居住在各大洲

的海岸線上，一旦沿岸人口持續成長，且海平面不斷上升，受影響

的人口將越來越多 (Nicholls & Leatherman, 1996: 92)。以埃及、印

度、中國大陸、孟加拉等國為例，相當數量的人口居住於地勢低漥

                                                   
5 .然而，亦有論者認為即使是「一萬年」，對於地球長期的氣候循環之取樣來說時間

來說仍然太短。氣候變遷若放大到地球過去的形成歷史來看，或許只是一小段時期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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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口三角洲，倘若海平面上升 3 英呎 (約 91 公分)，則將形成數

以千萬計的環境難民。同樣地，位於加勒比海域、地中海、及太平

洋的島嶼居民一樣面臨生存的風險與危機，當氣候變遷加劇時，這

些島嶼已多半不適合人居，甚至極有可能因海平面不斷上升而完全

沉沒，連帶影響超過 250 萬以上人成為環境難民 (Gillepsie, 2004: 

107-129)。有學者更預估在未來 50 年內，各大洲的偏遠島嶼因氣候

變遷而被迫遷徙的環境難民，將達到 550 萬人以上 (Menefee, 1991: 

175-218)。  

近年來，因受氣候變遷嚴重影響而引起國際社會廣泛討論者，

係位於澳洲與夏威夷間太平洋上的島國吐瓦魯 (Tuvalu Island)。該

國半數以上的人民居住在離海平面不到 3 公尺的土地上，受海平面

逐年上升影響，該國人民已面臨必須撤離國境的命運，若吐國人民

不能移往地勢更高的島嶼居住，他們便只能留在現在的國境內等待

死亡。由於問題持續惡化，吐國總理已請求鄰近的澳洲與紐西蘭承

認吐瓦魯人民環境難民的地位。紐西蘭政府很快做出回應，允許每

年接受 75 位吐瓦魯人民的移入，但澳洲並沒有承諾類似的條件。

即便如此，依據吐瓦魯目前的人口數為 10,100 多人，以每年 75 位

移往紐西蘭的速度，理論上來說，至少要 146 年後才能完成該國人

民的大規模遷徙，然而，科學家卻預測吐瓦魯可能在不到 90 年的

時間內，完全沉沒在太平洋中 (Jacobs, 2005: 106-107)。另外，馬

爾地夫係位於印度洋中的低海拔國家，也最容易因海平面升高或出

現海嘯而陸沈的國家之一。該國總理為喚醒世人正視氣候變遷的嚴

重性，親自主持水下內閣會議，會後並與全體閣員共同簽署一項文

件，呼籲各國攜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境內的卡瑞特島 (Carteret Island) 已正式開始撤離居

民，該島將在 2015 年完全沉沒 (Havard, 2007: 65)。  



160 歐美研究 

四、人為意外    

由人為意外所造成的工業與化學災害，與突發性環境破壞一

樣，都會造成人類被迫遷徙，人為意外的發生，通常是導因於鬆散

的結構設計及管理層面的疏失未能達到安全程序的要求而釀成慘

劇 (Keane, 2004: 210)。近年來，由於人為意外不斷發生，導致許

多環境難民的出現。然而，人為意外與天然災害不同，人類所造成

的工業與化學災害，通常導致自然環境永久毀壞，另一方面，人為

意外迫使人類大規模遷徙的類型與特性，較難如天然災害般清楚地

分類。簡言之，人為意外包括長期緩慢的化學、水、空氣等汙染，

有些不明物質甚至已影響人類，但目前科技仍不知是否對人體有

害；同時，這些意外亦可能瞬間發生，例如，危險物質外洩、爆炸

以及火災等情況。總之，當人類科學技術日益進步，工業意外所造

成的環境破壞將比以往更為劇烈。 

以下便舉幾則當代重大的工業災害事件，說明人為意外如何影

響人類大規模遷徙，造成另一種有別於自然災害的環境難民。1984

年，位於印度西北方波帕鎮 (Bhopal) 中，隸屬美國聯合碳化物公

司 (Union Carbide Company; UCC) 的農藥製造工廠發生了一起嚴

重的化學物質外洩意外，大約有 25 噸的劇毒性氣體「異氰酸甲酯」

(Methyl Iso-Cyanate; MIC) 完全未經過處理，由工廠儲槽中直接排

放至大氣中，40 分鐘之內毒氣擴散到波帕鎮中心，並造成附近居民

2,500 多人立即死亡 (Covell, 1991: 279)，2 萬多人受到永久性傷

害，並迫使該地約 20 萬人大規模遷徙，此次災害可以說是二十世

紀世上最嚴重的化學災變之一。在災難發生的四天後，美國的律師

立刻代表數千位印度災民於聯邦法院中提起第一起民事侵權訴

訟，於此之後，美國各地聯邦法院亦收到超過 144 個與本件有關之



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保障機制之研究 161 

訴訟案。6 最後，這些案件通通被轉移到紐約南區巡迴法院審理，7 

但聯邦法院法官最後以不便利法庭原則 (forum non convenience) 

駁回這些訴由，使得本案在美國之訴訟已告終結，8 而在印度所提

起之訴訟仍未結束，大部分的受害人迄今仍未獲得合理的賠償。不

幸的是，印度政府的重建進度十分緩慢，波帕鎮及其附近區域居民

依然暴露在高危險的環境中。在美國聯合碳化物公司遷出後的廢棄

工廠裡，依舊存放著內含汞汙染的有毒化學物質與工業廢料，多年

無人處理，有毒物質變漸漸滲入地下水層。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現

在廢棄廠區的所有權人，竟是印度國家政府。根據一份 1996 年環

境工程部門的調查報告指出，波帕鎮附近地下水已遭到細菌與化學

物質的嚴重汙染，所有生物飲用到此有毒的水後，都可能造成永久

性傷害甚至致命。至今仍有 1 萬多波帕鎮居民住在廢棄工廠的周

邊，即使化學物質外洩事件已超過十年，20 萬波帕鎮環境難民的生

命與健康依舊遭到威脅，除非飲用水能立即改善，否則波帕鎮居民

只能選擇遷徙至他處，或在印度政府疏於處理的環境災害過失責任

下死亡。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便是 1986 年車諾比爾 (Chernobyl) 核電

廠的爆炸意外。車諾比爾核能電廠位於前蘇聯烏克蘭首府基輔北方

130 公里處，事發當時，該核電廠機組發生強烈爆炸，造成反應器

爐心熔化爆炸，導致大量放射性物質外洩，成為核能發電史上最嚴

                                                   
6 關於本案裁定，參考 In re Union Carbide Corp. Gas Plant Disaster at Bhopal, India in 

Dec. 1984, 634 F. Supp. 842, 844 (S.D.N.Y. 1986). 
7 Id., at 844. 
8 法院在裁定中寫道：“the Indian legal system was in a far better position than the 

American courts to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tragic event and thereby fix liability. 

Further, the Indian courts have greater access to all the information needed to arrive 

at the amount of the compensation to be awarded the victims.” Id. at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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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核能事故之一。事發後十天內，前蘇聯政府緊急撤離半徑約 30

公里的土地內的所有居民，總數達 13 萬 5 千人以上。雖然直接死

於核爆炸意外的人數不多，但一夕間形成超過 10 萬以上的環境難

民，且受到核能放射汙染的後遺症，卻使許多災民及其後代死於癌

症或發生相關病變。車諾比爾該地因受核輻射汙染，放射性核能物

質的半衰期達到 2 萬 5 千年以上，9 等於宣告環境遭到永久性破

壞，這些環境難民永遠無法再回到過去的家園。另一方面，此次意

外造成大量放射性物質外洩，隨著高空氣流飄散於前蘇聯境內及歐

洲上空，少量放射性物質甚至飄至亞洲北部以及美國，不但引發各

國關注，聯合國大會及其附屬之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均不斷檢討核能安全使用方式，並敦

促各國簽署核能安全使用協定 (United Nations Assembly, 1998)。10 

車諾比爾事件影響後代子孫健康，造成數以萬計的環境難民，並使

得地質、水質與生態系統永久受到核輻射汙染  (Cooper, 1998: 

514-19)，成為近代全球性人為意外引發環境破壞的慘痛案例 

(Hong, 2001: 323)。依上述可知，由於人為意外越來越頻繁，工業

與化學災害可能發生在任何人口稠密的區域，並將使各國耗費大量

的技術與財力協助環境難民大規模的遷徙，其影響層面，甚至超過

其他可預測的非人為意外。 

                                                   
9 所有的放射性同位素，包括核廢料裡的放射性物質，都會經歷放射性衰變的過程。

而在衰變的過程中，這些物質會釋放出對人體和生物有危害的放射線。然而放射性

物質並不會持續地釋放出這些危險的放射線。相反地，這些放射性同位素的活動能

力會隨時間而減少，直到它們不再釋出放射線，或釋出的放射線量少致無法傷害人

體為止。 
10 同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網站亦提供聯合國直屬單位及相關機構出版有關車諾

比爾災變之報告與文件、新聞稿、研討會、國際合作、國際協定以及聯合國相關

組織與跨組織工作小組之工作內容，結合國際合作以降低車諾比爾災變之影響等

相關資料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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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武裝衝突 

因人類武裝衝突而蓄意直接破壞自然環境較易於分辨，但卻很

容易與軍事攻擊間接造成環境退化的情況混淆。一般而言，武裝衝

突是否造成環境破壞，並繼而產生大量的環境難民，有以下幾項要

素可茲判斷 (Popovic, 1996: 487)：(一) 為遂行武裝衝突之軍事目

的；(二) 為搶奪經濟與自然資源之利益；(三) 因武裝衝突導致間接

破壞環境 (Popovic, 1995: 68-69)。在人類歷史上，不論亞洲、歐洲、

美洲及非洲等地區，都曾出現有計畫性地改變自然環境，並以此做

為武裝衝突中的軍事手段 (Weinstein, 2005: 697-722)。 

首先，美國在越戰中使用約 200 萬加侖的橙色落葉劑 (Agent 

Orange)，目的在大規模毀壞越南的叢林以減少越共游擊隊在叢林戰

中的優勢，其在戰爭結束後對越南的影響，除戴奧辛 (dioxins) 造

成人類各項病變外，更影響越南的觀光、農林漁業等產業 (Drumbl, 

1998: 123)。11 1990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Gulf War) 時，伊拉克

軍隊入侵科威特時，首要目標就是摧毀 700 多座油井，伊軍點燃科

威特油田，原油燃燒冒出的黑煙不但汙染空氣與環境，火勢燃燒數

月之久，使科威特沿岸居民被迫遷徙，更造成近 800 萬桶原油流入

波斯灣，汙染了長達 560 公里之海岸線 (Weinstein, 2005: 700)。

1999 年科索沃戰爭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轟炸前南斯拉夫國境，造成環境嚴重傷害 

(Marauhn, 2000: 1029-1036; Ronzitti, 2000: 1017-1028)。即使日內

瓦公約中關於軍事目標有所規範，但事實上，在武裝衝突中以破壞

自然環境為軍事手段，除非直接造成平民重大傷亡，否則難以適用

目前國際法之規範，亦無法有效遏止戰爭中破壞自然環境的情況。

                                                   
11 越戰後經專家估計越南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因受到美軍廣泛的落葉劑影響而荒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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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搶奪經濟與自然資源之利益而破壞環境的問題亦相當嚴

重。舉例而言，過去幾年中，聯合國安理會強調掠奪剛果共合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自然資源之武裝行動均違反國際

法，並指出國際社會應譴責非法開採剛果資源之行為，以避免因掠

奪自然資源而爆發武裝衝突 (United Nations, 2003)。  

其次，因武裝衝突導致間接破壞環境之情況亦經常發生。美軍

近年在阿富汗戰爭中所使用之集束炸彈  (cluster bombs，又稱霰

彈)，12 許多子炸彈在投擲過程中並未引爆，而且子炸彈的落置地

點又難以預測，使得更多平民受到傷害，並影響農地或其他土地與

水資源之利用，或影響戰後基礎建設之重建。上述集束彈的情形與

地雷類似，柬埔寨在武裝衝突後，亦遺留下來面積範圍廣大的地雷

未爆區，使當地居民被迫遷徙至他處生存 (Augst, 2003: 668)。因

此，在武裝衝突中造成環境退化，促使大量人口成為環境難民，並

展開大規模遷徙。 

六、複合式災變 

國際上對於複合式災變並無明確之定義，本文採取較廣義之解

釋，倘若在上述五類成因中，同一時期的環境影響係受至少兩種以

上的連鎖反應，造成混和式的多重災變，則可稱為複合式災變。例

如：氣候變遷導致突發性環境破壞、武裝衝突引起長期環境退化、

突發性環境破壞引起人為意外等等皆屬之。本文以下舉日本地震引

                                                   
12 科索沃戰爭之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得出的結論是，有大約三萬顆子炸彈沒有爆

炸；而在寮國，估計有成百萬的子炸彈還沒有被發現。國際紅十字會認為，這些

「啞彈」對非軍事人員是個很大的威脅。他們認為，任何國家的軍隊在投放了集

束炸彈之後，都應該立即公布投擲地點的細節，以便安全清除那些啞彈，減少對

平民造成傷亡。因此，國際紅十字會等組織倡議，禁止使用集束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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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海嘯與核災事件做為複合式災變之說明。2011 年 3 月日本宮城地

震 (芮氏地震規模 9.0) 為日本 130 年前有地震紀錄以來規模最大

的地震。地震之後併發的海嘯除了造成 1 萬人以上死亡外，更因此

突發性環境破壞，使座落於福島縣的核能電廠機組爆炸，日本政府

於地震、海嘯發生後同時宣布國家進入「核能緊急事態」，並緊急

撤離核電廠方圓 20 公里內居民約 18 萬人。但由於東京電力公司始

終無法有效控制局勢，導致核輻射外洩，日本政府於同年 4 月宣布

此次福島的核災事件「引起放射性物質大量釋放，可能有嚴重的健

康影響及環境後果」，已達到國際核能事件分類的第 7 級之特大事

故，與俄國發生的車諾比爾核災並列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能事

故。由上述日本複合式災變的事件之經驗可知，倘若突發性環境破

壞若發生在高危險的人為設施 (如核能電廠、軍事彈藥庫、生物化

學實驗室、水庫或水壩) 等地區，則極容易在自然與人為所造成的

諸多成因下，形成複合式災變，使原本單一成因造成的災害程度以

倍數擴大，影響更多人類流離失所，後果不堪設想。 

七、環境難民問題之道德挑戰 

造成環境難民的因素相當複雜已如前所述，然而，如何對待不

同原因所形成的環境難民則為當前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危機。雖然環

境難民的問題導因於環境與氣候之變遷，但其引發的效應則涵蓋外

交、政治、經濟、社會等不同層面。國際社會如不能妥善處理環境

難民所引發的問題，則必會迅速掀起動亂與不安，並繼而導致武裝

衝突或暴力的發生。由於此問題已具有急迫性，世界各國應正式承

認環境難民的議題已成為全球性的重大議題，而非只是區域性之偶

發事件而已 (Myers, 2005: 5)。 

事實上，環境難民如果遷徙之地為其國家領土範圍內，較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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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問題，但若遷徙至他國境內時，則接受難民國是否有能力接受

難民移入。即使有能力，其人民或政府是否有意願接受大量從外國

而來的環境難民。答案相當複雜。不接受可能會遭致國際社會的譴

責，接受則可能會引起國內反對的力量，各國都將面臨重大的倫理

道德難題。姑不論環境難民的道德爭議，大量的外國移民原本就容

易引起本國居民不友善的對待，以及對該國的社會資源選擇及國家

認同產生威脅，更有甚者，難民亦可能成為一國種族衝突暴動、內

政失序混亂、政治環境劇變等的藉口。其實，上述並非環境難民所

造成特有的現象，而是早已反應在已開發國家 (如歐盟與美國) 境

內對於外國移民不歡迎的政策中，例如美國對於海地人移民及歐盟

對北非移民的不歡迎政策。事實上，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已開發國

家，都有較為嚴格的移民標準限制開發中國家人民移入。因此在難

民 (任何形式) 成長比例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救濟難民的保障機制

漸漸不堪負荷。 

另一方面，環境難民大規模的遷徙亦會對於接受國之環境造成

長期性之影響，由於環境難民數量龐大，不論安置在哪一個國家或

地區，都會造成該地人口暴增，而勢必對環境資源更加速開發與利

用，增加自然生態之負荷。雖然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之年度

預算不斷增加，但光提供傳統國際法上之難民之糧食與庇護已捉襟

見肘，更遑論對於環境難民的保障與協助。因此，主要援助環境難

民的責任還是落在環境難民所屬國家。不幸的是，同樣發生環境或

氣候變遷破壞，國際社會中較為貧窮的國家通常傷亡慘重，而已開

發國家則較能透過技術與資源減少傷害與損失。2010 年海地地震死

傷數 10 萬人與紐西蘭地震無人傷亡，即為很鮮明之對比。綜上所

述，受氣候與環境變遷影響而大規模遷徙之人口數量將持續增加，

「環境難民」之議題已成為當代人類所面臨最大的危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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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之界定及國際法上地位 

一、傳統國際法下難民之定義  

UNHCR於 1950 年成立後，即成為重要的國際難民機構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07: 

5)。在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之推動下，有關「難民」之定義

及其相關規範，國際社會普遍接受 1951 年於日內瓦簽署之關於難

民地位的公約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簡稱

1951 年難民公約)，13 及其後 1967 年紐約簽署之議定書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簡稱 1967 年難民議定書)，14 上

述難民公約與議定書已有將近 144 個簽署國 (UNHCR, 2008: 1)，

此二份國際法文件中對於難民之定義已超越法律範圍，而成為具有

世界文化與宗教等人類社會保護的強烈道德意涵。由於國際法上對

於傳統難民之定義已存在超過半世紀且廣泛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因

此，從傳統難民之定義上加入環境 (氣候變遷) 難民之特殊要件，

使其一併納入國際難民法之保障體系中雖被國際社會廣泛討論，不

過，至今仍無具體成果 (Docherty & Giannini, 2009: 349)。 

(一) 關於難民地位公約及議定書 

依 1951 年難民公約第 1 條 (A) 項 (2) 款之規定，「難民」係

指「由於 1951 年 1 月 1 日以前發生的事件並因有正當理由畏懼 

(well-founded fear) 遭受因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

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之迫害而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

項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

                                                   
13 1951 Geneva Refugee Convention, 189 U.N.T.S. 150.  
14 1967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606 U.N.T.S.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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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者由於上述畏

懼不願返回該國者。」15 而在 1967 年難民議定書中，第 1 條第 3

項更擴充上述難民公約之定義，使該議定書不受地區限制，且公約

中第 1 條有關「因 1951 年 1 月 1 日以前發生之事件」與「因上述

事件」等限制亦視同刪除。簡言之，只要符合難民公約第 1 條定義

中之資格要件及其後議定書的擴充解釋均可稱為難民，16 其要件有

四： (一 ) 難民必須離開  (fled) 他的國家； (二 ) 難民必須不能 

(unable) 或不願 (unwilling) 回他的國家；(三) 難民必須基於因遭

迫害之畏懼 (fear of persecution) 而不能或不願回國；(四) 迫害必

須與難民在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

見解之地位有關。在上述定義之要件中，仍留有許多不確定之法律

概念。例如：所謂「迫害」(persecution) 之定義，一般解釋為「受

到剝奪生命或身體自由之威脅」(threat of deprivation of life or 

                                                   
15 1951 Refugee Convention, Art. 1 (A) (2). 英文原文為：“someone who as a result of 

events occurring before 1 January 1951 and owing to well-founded fear of being 

persecuted for reasons of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

cial group or political opinion, is outside the country of his nationality and is unable, 

or owing to such fear, is unwilling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at country; 

or who, not having a nationality and being outside the country of his former habitu-

al residence as a result of such events, is unable or, owing to such fear, is unwilling 

to return to it.” 
16 1967 Refugee Protocol, Art. 1. 英文原文為：“(2)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Protocol, the term ‘refugee’ shall, except as regards the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 3 

of this article, mean any person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article I of the Convention 

as if the words ‘As a result of events occurring before 1 January 1951 and . . .’ and 

the words ‘. . . as a result of such events,’ in article 1 A (2) were omitted; (3) The 

present Protocol shall be applied by the States Parties hereto without any geographic 

limitation, save that existing declarations made by States already Parties to the Con-

ven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I B (I) (a) of the Convention, shall, unless ex-

tended under article I B (2) thereof, apply also under the present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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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freedom)，然而，究竟達到何種程度或比例始可稱為「迫害」

(Goodwin-Gill & McAdam, 2007: 92)？難民主觀意識中之不能 

(unable) 或不願 (unwilling) 回國應如何判斷？基於「種族、宗教、

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若係違反其

國內法，則國際社會應如何介入？是否造成干預他國內政？一連串

法律適用疑義，在國際實踐中並未得到有效解決。 

由於 1951 年草擬難民公約時正值二次大戰結束，對於難民定

義的要件僅以違反人類公民與政治權利為保障目的，試問半世紀前

所規範之法律要件，如何能應付當代二十一世紀新興的國際變化？

因此，國際上便有主張將難民之定義擴及至違反經濟、社會、文化、

環境等權利之受害者。但不論何種解釋方式，對於難民之定義，在

國際法上仍以傳統解釋為主流，並未將其內涵擴張至「因受環境或

氣候變遷被迫遷徙」之受害者。  

(二) 聯合國人權公約體系與難民公約之關聯 

討論當代的國際人權保障體系，莫過於三項主要的國際公約，

分別是：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niversal Declaration)、17 國際政治與公民權利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18 國際經濟、社會

暨文化權利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19 此三項公約之共同精神便是所有人之 

                                                   
17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G.A. Res. 217 A (III), U.N. Doc. A/810 

(1948).  
18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G.A. Res. 2200 A (XXI), U.N. 

GAOR, 21st Sess., Supp. No. 16, U.N. Doc. A/6316 (1966). 
19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A. Res. 2200 A 

(XXI), U.N. GAOR, 21st Sess., Supp. No. 16, U.N. Doc. A/6316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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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都應受到平等保障 (equal protection)。20  

聯合國於 1948 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獲得當時 48 個會員國同

意簽署且承認其中關於人權之基本保障條款，21 使此公約成為此三

項國際人權保障公約之第一部，在此之前從未有如此數量眾多的國

家，共同宣示保障人類廣泛的人權與自由。世界人權宣言針對人權

保障的空前成就，實質改變了許多國家政府的法令與政策，更重要

的是，為 1951 年的難民公約提供一個國際政治討論與對話的舞台，

世界人權宣言中的多項基本人權亦成為難民公約之依據。 22 1951

年難民公約前言開宗明義指出，「基於考慮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大

會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確認人人享有基本權

利和自由不受歧視的原則」，易言之，1951 年難民公約將世界人權

宣言中所揭櫫之人權保障理念，轉化聚焦在其核心人權保障之目標

群——「難民」身上。 

從 1951 年難民公約對難民之定義可看出有五項自由受到保

障，即有正當理由畏懼之原因，係基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

一社會團體及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等。此五項自由可見諸世界人權宣

言的第 2 條 (不受歧視之自由)、第 18 條 (宗教自由)、第 15 條 (享

有國籍自由)、第 20 條 (結社自由)、第 19 條 (表達意見之自由) 等。

其次，世界人權宣言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人人有權在其他國

                                                   
20 此三項國際人權公約之前言均提到：“recognition of the inherent dignity and of the 

equal and inalienable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world . . . .”  
21 U.N. Dep't of Social Affairs, The Impact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t 1, n.1 U.N. Doc. ST/SOA/5, U.N. Sales No. 1951 xiv 3 (1951). 
22 U.N. Doc. A/C.3/SR.325, U.N. GAOR, 5th Sess., 325th mtg. at 337 (1950); 

U.N. Doc. A.C.3/SR.326, U.N. GAOR, 5th Sess., 326th mtg. at 34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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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23 在 1951 年難民公約中亦納入

此要件，將難民因「受迫害」而尋求安全庇護視為重要的前提。 

世界人權宣言所保障之人權與自由範圍相當廣泛，除上述條款

外，第 3 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24；第 22

條指出「每個人做為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

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各種權

利的實現，這種實現是通過國家努力和國際合作並依各國的組織和

資源情況」；25 第 25 條主張「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

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

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

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26 換言之，上

述宣言中之規定可解釋為廣義的環境標準，並隱含人類有遠離「生

命威脅」(life-threatening) 或遠離「惡劣生存環境」(intolerable en-

vironment) 之自由 (Schwartz, 1993: 361-364)，故此種所謂「遠離

惡劣環境之自由」應與人類其他基本人權立於平等地位。然而，1951

年難民公約雖有規定類似世界人權宣言，關於受迫害之人權保障，

但該公約並未將較廣泛之人權與自由範圍納入「難民」定義中。易

                                                   
23 Id., at Art. 14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seek and to enjoy in other countries 

asylum from persecution.” 
24 Id., at Art. 3: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25 Id., at Art. 22: “Everyone, as a member of society, has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and is entitled to realization, through national effor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s of each State, of the eco-

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dispensable for his dignity.” 
26 Id. at Art. 25: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standard of living adequate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himself and of his family, including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medical care and necessary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right to security in the event of 

unemployment, sickness . . . . , or other lack of livelihood in circumstances beyond 

hi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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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該公約中僅就不受歧視、宗教、國籍、結社、表達意見等自

由以列舉方式規範，並未將生存環境、生活條件或社會保障等因素

列入難民定義，導致因環境或氣候變遷而被迫遷徙者，不適用難民

公約所保障的人權範圍 (Cooper, 1998: 482-485)。 

依傳統難民之定義，處於惡劣環境威脅下之人權並未在保障範

圍內，因此，兩項主要人權公約 (ICCPR及ICESCR) 所定義較廣泛

之人權保障內容，同樣無法適用於 1951 年之難民公約。事實上，

ICCPR以及ICESCR擴張了世界人權宣言中國際社會所承認之人權

保障。例如，兩公約共同規定 (ICCPR第 47 條及ICESCR第 25 條)，

「本公約之解釋，不得損害所有民族充分與自由享受及利用其天然

財富與資源之天賦權利」，27 以及共同第 1 條規定「無論在何種情

形下，民族之生計，不容剝奪」，28 此外，ICESCR第 11 條更進一

步主張，「本公約締約國既確認人人有免受饑餓之基本權利，應個

別及經由國際合作，採取為下列目的所需之措施……充分利用技術

與科學知識、傳布營養原則之知識、及發展或改革土地制度而使天

然資源獲得最有效之開發與利用，以改進糧食生產、保貯及分配之

方法」，29 第 12 條亦規定「(第 1 項)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

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第 2 項) 本公約締約

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

                                                   
27 Political Covenant, Art. 47; Economic Covenant, supra note 60, at Art. 25: “an in-

herent right of all peoples to enjoy and utilize fully and freely their natural wealth 

and resources.” 
28 Political Covenant, Art. 1; Economic Covenant, supra note 60, at Art. 1: “in no case 

may a people be deprived of its own means of subsistence.”  
29 Economic Covenant, Art. 11: “To improve methods of production, conserv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ood . . . by developing or reforming agrarian systems in such a way as 

to achieve the most e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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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措施……改良環境及工業衛生之所有方面。」 30 與上述

ICESCR中條文相比，在 1951 年難民公約制定當時，「與環境有關

之人權規範」並未引起廣泛注意，沒想到在簽署生效後的短短十幾

年間「環境與人權結合之議題」竟成為國際社會中發展最快速議題 

(Chapman, 1993: 223-224)，這是國際社會所始料未及的。而在 1966

年後，聯合國開始漸次討論環境變遷，並重視人類的環境健康權與

環境安全等議題 (1992 Rio Declaration; 1973 Stockholm Declara-

tion)。從以上演變觀之，1951 年難民公約有明顯且重大的疏漏，未

將難民之定義延伸包括「因惡劣環境條件被迫遷徙者」，並賦予難

民之地位，使得環境難民問題持續懸而未決。 

二、環境難民之定義 

1951 年難民公約制定時深受世界人權宣言之影響，故內容富含

國際人權保障思維，然而此一公約或其他現行國際法體系對於受到

環境或氣候變遷影響之人類，並無明確之保障機制。事實上，環境

難民之基本權利保障與需求並不低於其他類型之傳統難民 (Suhrke, 

1983: 157-162)，1951 年難民公約在制定時，並未預見潛在的環境

變遷對人類的威脅，亦未曾想過將環境難民涵蓋於公約定義之下，

使得因環境難民目前仍排除在國際難民保障機制外。國際社會對於

環境難民問題之規範存在二種不同主張：(一) 延伸 1951 年難民公

約中之定義，使環境難民納入保障，不但符合難民公約之精神與基

本意旨，亦不啻為一較簡單之方法。不過，此主張未被國際社會廣

                                                   
30 Id. at Art. 12: “to recognize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steps to be taken . . . shall in-

clude those necessar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l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and 

industrial hygien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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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接受，許多國家對環境與氣候變遷之定義及如何影響人類遷徙之

因果關係仍存有疑問；(二) 擴充現行國際人權法保障體系，在解釋

目前國際人權法三項重要文件 (世界人權宣言、政治與公民權利公

約、經濟社會暨文化公約) 時，將「環境人權」之定義擴充解釋，

使之能保障因受環境或氣候變遷影響而被迫遷徙者。不論上述二種

方式之支持者，目前仍未能真正修改國際難民或聯合國人權公約之

內容，僅能從國際性會議中提出解決方案。例如，聯合國環境計畫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在 1985 年由

El-Hinnawi 所撰寫之環境難民報告中，率先提出被國際社會所接受

之「環境難民」定義，依該計畫所稱「環境難民應定義為不論短期

或長期地受到環境退化之影響 (包括天然或人為破壞) 而影響到某

一群人之生存，或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活品質，使這群人被迫遷徙而

離開他們傳統居住的地區」(1985: 4)。上述定義中關於「環境破壞」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包含自然生態或資源中生理、化學或生

物等短期性或長期性改變，而無法再支持人類生活 (Docherty & 

Giannini, 2009: 350-351)。第二種難民之定義則些許不同，Myers

主張「環境難民係指受乾旱、土壤鹽化、土質沙漠化、濫墾森林地

或其他環境因素等影響，在原居住地已無法獲得生存保障者，引發

人口壓力及極度貧窮等嚴重問題。在此環境下，這些人已毫無其他

替代選擇而需尋找其他避難所。並非所有受到影響的人都需離開國

家，有些人只在其國內遷徙，即使這些人非永久遷徙，也是半永久

性 (semi-permanent) 遷徙，重返家園之希望渺茫」(1996, 72-74)。 

近年來，國際間相繼有學者從環境難民「遷徙」之特性來尋求

定義，並希望從中找出判斷標準。本文以下共歸納三項判斷環境難

民之標準：(一) 遷徙動機是否係出於自願；(二) 遷徙時間是否屬於

長期；(三) 遷徙地區是否跨越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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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遷徙動機是否係出於自願？ 

極端的天然災害或島國因海平面下沉等因素，均迫使人類永遠

放棄他們的原先居住的地方，但若區域性自然環境退化，則可能使

人類選擇留下改變環境或離開尋找更好的住居地。因此有學者主

張，環境難民之定義必須採限縮解釋，需符合「被迫遷徙」(forced 

to leave or immigrate) 之要件，而排除「自願性遷徙」(El-Hinnawi, 

1985: 1)。Myers 在定義環境難民時，特別提出環境難民必須是「在

原居住地已無法獲得生存保障」及「毫無其他替代選擇而必需尋找

其他避難處者」(1996: 72, 74)。Fabrice Renaud、Olivia Dun、Janos 

J. Bogardi、Koko Warner 等人之研究團隊更進一步在 2007 年聯合

國大學報告中 (Renaud, Bogardi, Dun, & Warner, 2007: 29)，將受

到環境變遷影響而被迫遷徙者依受迫程度 (degree of compulsion) 

分成三級，雖然此三種分類下之人類均受迫於環境惡化而被迫遷

徙，但在時間急迫性上略有不同：(一) 第 1 級「受環境動機影響而

遷徙」(environmentally motivated migrants)，係指人類因長期持續

惡化之環境而遷徙； (二 ) 第 2 級「受環境威脅而被迫遷徙」

(environmentally forced migrants)，係指人類因受環境惡化影響而被

迫遷徙，以避免遭到最嚴重之情勢；(三) 第 3 級「環境難民」

(environmental refugees)，係指人類受最嚴重環境災害而被迫遷徙。

若依以上分類，則廣義的環境難民包括所有分類；而狹義之環境難

民則專指第 3 級。不論如何區分等級，學者均呼籲國際社會應承認

環境難民係因「被迫遷徙」。 

(二) 遷徙時間是否屬於長期？ 

人類離開原先居住的環境可能僅是短期遷離，待災害過後或環

境變遷原因消失再回到家園；但也有可能因為家園遭到永久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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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而被迫永遠離開。學者在遷徙時間之要件上，有不同的主張。

在 El-Hinnawi 之定義以及 Renaud 等四人之研究團隊之三層級類別

中，都同意不論長期或短期遷徙均可視為環境難民，不過，在判斷

短期遷徙之條件，短期遷徙通常係以「3 年」為期間；而永久性遷

徙係指 3 年以上之遷徙，並非狹義的永遠不能返回。因此，即使未

來仍有可能回到家園，亦可稱為永久性遷徙或半永久性遷徙 

(El-Hinnawi, 1985: 12; Myers, 2005: 1; Renaud et al., 2007)。 

(三) 遷徙地區是否跨越國境？ 

國際難民法上對於傳統難民之定義中，限於「逃離其國境者」

(transboundary migration) ；倘若僅在一國境內之遷徙則稱為「國內

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s)，31 其地位與難民

不同 (Deng, 1998)。不論是 1951 年難民公約、1967 年難民議定書

或UNHCR相關文件中，均刻意將「國內流離失所者」排除於難民

之外。32 舉例而言，同樣因為發生內戰的兩個國家，若其中一國之

人民因戰亂被迫移往該國其他安全地區居住，則稱為「國內流離失

所者」；相反地，若另一國因全國都處於戰亂，人民不得不移往其

他國家，則可稱為「難民」。區分遷徙地區是否跨越國境在法律上

之實益，是判斷其是否可取得難民之地位，若是難民則可以獲得國

際上關於難民地位公約之保障；若係國內流離失所者，則並非難

                                                   
31 國內流離失所者在概念上並非國際法所規範之難民，不僅是客觀上該等難民並未

逃離其所屬國籍之國境，且在主觀上該等難民亦不願意離開其國境。 
32 UNHCR 進一步指出：“Refugees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lack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tate and therefore loo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

vide them with security. Environmentally-displaced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can 

usually count upon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tate, even if it is limited in its capacity to 

provide them with emergency relief or longer-term reconstruction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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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際社會基於不干預原則，恐不會介入保護。雖然目前國際難

民法中對於難民地位之解釋，嚴格限縮必需符合「跨國遷徙」

(transboundary migrants) 之要件，但有學者主張應對「環境難民」

採取較寬鬆解釋，將因環境惡化而被迫遷徙者，不論其移往國內其

他安全地區或遷徙至他國，均屬於「環境難民」之範圍 (El-Hinnawi, 

1985: 4-5; Myers, 2005: 1; Renaud et al., 2007: 1)。在 2007 年馬爾

地夫關於環境難民議定書草案 (Maldives Draft Protocol on Envi-

ronmental Refugees) (Shahid , 2008) 中，提及修正 1951 年難民公約

及 1967 年難民議定書關於難民之定義，馬爾地夫主張應將環境難

民之範圍擴充包含「國內流離失所者」，因為一國國內政府常無法

有效提供必要之人道救援。然而，國際社會對於「國內流離失所者」

並未賦與其難民地位，同時，國內流離失所之指導原則 (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並不對各國產生拘束力，當然

也不是國際習慣法 (Simons, 2002: 128)。 

由上述可知，欲將「環境難民」納入難民公約之定義中則面臨

很大困難，其中之一便是國際社會對於「國內流離失所者」並不視

為「難民」，倘若因「環境變遷因素」可允許消除此界線，則其他

因政治、軍事、武裝衝突等原因所造成的傳統難民是否一體適用？

如果可以，則如何解決「不干涉國家主權」之原則？如果不可以，

則為何「環境難民」可以有特殊之差別待遇？此一法律難題目前仍

無解 (Keane, 2004: 223)，但至少可以反應出目前國際上對於環境

難民保障之急迫與必要，此問題已引起國際社會廣泛討論。 

在廣義的環境難民定義中，有一群純粹因氣候變遷而導致人類 

被迫遷徙之類型，可被稱為「氣候變遷難民」。依據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之說法，氣候變遷與其他形式之環境災害不同，氣候變遷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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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全球性現象，且對於地球上大部分人類造成影響 (IPCC, 2007: 

702)。依據學者Biermann及Boas所撰寫之工作報告中主張，在聯合

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之架構下，運用全球治理之體系保障氣

候變遷難民 (Biermann & Boas, 2007: 1)。在其定義下，「氣候變遷

難民係人類因受到氣候變遷之影響，不論是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

事件、乾旱或水資源缺乏等至少一項以上原因，而導致居住地之自

然環境突然或逐漸地變化，使人類必須立刻或在不久的將來離開他

們的居住地。」33 事實上，雖然氣候變遷有其特殊性，但廣義而言

係屬於環境難民之一種，因此，在分析其在國際法上之地位時，應

參考有關環境難民之要件。首先，氣候變遷難民應係基於被迫遷

徙，而明確排除出於自願或可選擇遷徙與否者。其次，遷徙時期為

短期或長期不能做為氣候變遷難民之要件，不論遷徙時期長短，皆

應一體適用。最後，氣候變遷難民之遷徙不應區分為跨國或國內，

其保障機制應採同一標準。  

由於氣候變遷可引起自然環境突然或逐漸地變化，因此在氣候

變遷難民之範圍認定上，應採取限縮解釋，亦即僅限於「直接且嚴

重受氣候變遷影響者」。舉例而言，單純環境變遷原因而遷徙者應

被排除 (如：熱浪)、受減低環境變遷影響措施而被迫遷徙者應被排

除 (如：建造水壩減緩水資源缺乏)、因其他類型之環境災害而被迫

遷徙者應被排除 (如：工業意外或火山爆發)、遷徙原因只間接受到

氣候變遷影響者應被排除 (如：自然資源之衝突)。雖然上述定義試

                                                   
33 此部分之英文原文為：“people who have to leave their habitats, immediately or in 

the near future, because of sudden or gradual alterations in their natural environ-

ment related to at least one of thre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sea-level rise, ex-

treme weather events, and drought and water scarcity.” 

http://unfccc.int/
http://unfccc.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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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將所有直接受氣候變遷影響者，全數納入氣候變遷難民範圍，但

此理想在法律上與科學上都很難實現，尤其回歸到國際難民法之架

構時，1951 年公約中所規定之難民定義仍是一項嚴格的檢驗基準。

舉例而言，在上述 Biermann 及 Boas 關於氣候變遷難民之定義中，

便有二項挑戰傳統難民地位之主張，其一係未將難民與國內流離失

所者作區分；其二係未將被迫遷徙之要件納入。因此，未來若欲將

難民公約及議定書之範圍擴及氣候變遷難民，且使其受到國際人權

之保障，則應將「人道援助需求之必要性」及「氣候變遷之特殊情

況」等考量放入公約文字中 (Docherty & Giannini, 2009: 355)。 

三、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在國際法上地位 

依據 1951 年難民公約第 1 條關於「難民」之定義，「難民係

有正當理由畏懼遭受因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

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之迫害而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

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事件

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者由於上述畏懼不

願返回該國者」。本節以下便以難民公約之要件為基礎，探討環境

難民之國際法地位，並以此檢視其是否符合國際難民法之保障體

系，以及在何種要件成就時可進一步主張環境難民之地位。 

(一) 迫害之定義 

首先，討論環境難民有正當理由畏懼「迫害」時，傳統上國際

法學者都認為此處所指之「迫害」，與難民公約中所稱傳統難民所

受之「迫害」不同。難民公約中所稱之「迫害」，一般係出於國家

行為或可歸責於該國政府之不法行為，而大部分受自然環境影響被

迫遷徙之受害者，其所受之「迫害」並非全然出於「國家行為」(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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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這些受到自然災害影響者，多數甚至可向其國籍所屬之政

府尋求援助與保護 (Kozoll, 2004: 272)。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署支持上述主張，並進一步補充說明，「難民之地位有其特殊性，

由於難民無法獲得其所屬國家之保護，因此尋求國際社會提供其安

全保障。相反地，因環境流離失所者 (Environmental Disaster Persons; 

EDPs) 常可要求其所屬國家給予保護，即使該國在提供這些人民急

難救助  (emergency relief) 或長期重建援助  (longer-term recon-

struction assistance) 之能力有限，亦不影響其人民之權利」(UNHCR, 

1997)。此項原則不違背國際法上之「不干涉原則」(nonintervention 

rules) 與「窮盡當地救濟原則」(exhausted of local remedy rules)。 

然而，在二次大戰後，非政治、種族、宗教等傳統因素 (如氣

候變遷) 而產生國際間迫害流離失所者與日俱增，但難民公約中所

採取嚴格限縮的解釋方式，受到許多批評與質疑。反對者質疑，既

然國際社會或各國政府並無明確否認受環境或氣候變遷影響者有

正當理由畏懼迫害，如 B. S. Chimni (2000: 5) 即主張，世界上至少

有些 (並非全部) 因環境流離失所者符合難民公約之定義，因此在

條約解釋上不應完全將此類受害者排除在國際難民保障體系之

外。某些環境難民應有權主張國際社會應承認其難民地位，亦可主

張難民公約規定中與其他傳統難民相同之國際保障。 

1979 年，UNHCR 在其發表的《決定難民地位之程序與標準手

冊》(The Handbook on Procedures and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Refugee Status) 中即指出，「國際上並未對『迫害』(persecution) 一

詞有統一接受的解釋，許多主張或見解試圖建構『迫害』之定義，

亦成功獲得國際社會認同」(UNHCR, 1992)。該手冊進一步說明，

由於當初起草 1951 年難民公約時，無法在條文中事先列舉各種不

同類型之迫害，故該公約之條文文字刻意避免嚴格限縮定義「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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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由於 UNHCR 之《決定難民地位之程序與標準手冊》係解釋

1951 年難民公約及其 1967 年議定書之重要參考文件，因此，氣候

變遷與環境影響對人類所帶來之傷害，並非完全排除於難民公約中

「迫害」(UNHCR, 1992) 之範圍之外。 

雖然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在理論上可能有機會受到國際保

障，但仍須符合許多難民公約中所設定之要件。蓋於難民公約體系

下，所謂「迫害」必須是由「國家或政府行為施加於個人」(an act of 

government against individuals) (Suhrke, 1983: 157-159)。換言之，

依法理而言，若被害者主張因受環境或氣候變遷侵害，繼而尋求國

際社會承認其難民之地位，則該被害者必須證明其受環境或氣候變

遷損害之結果係導因於「國家或政府行為。」從科學上而言，環境

災害並非都導因於人類活動 (國家或政府行為)，因此，若無法提出

證據證明該環境災害係由國家或政府行為造成，則被害人在法律上

即不可能成功主張受「迫害」而遷徙。在「決定難民地位之程序與

標準手冊」中，明確排除純粹遭受飢荒或天然災害之被害者，除非

他們可證明符合 1951 年難民公約第 1 條中所規定「有正當理由畏

懼遭受迫害」之要件 (UNHCR, 1992: 9)。不過，手冊中並未完全

排除「因人為因素所造成之環境侵害」(human-made environmental 

impairment) 之被害者主張難民地位之可能性。換言之，只要能證

明氣候變遷或環境之侵害係直接或間接導因於國家或政府行為，且

造成被害人有正當理由畏懼其迫害，則可成功主張其難民之地位。

舉例而言，若某國家或政府計畫性的進行核武試爆、軍隊進行生化

試驗、國際或非國際的武裝衝突、國有工廠 (發電廠) 人為操作意

外、焚燒雨林或濫墾林地等等，而使該地區人類居住的環境遭到大

規模破壞或汙染，使居住於該地者有正當理由畏懼迫害，以上情況

則可能適用於難民公約。 



182 歐美研究 

然而，仍有反對者批評上述手冊之論點，Christopher Kozoll即

認為「雖然被害人遭受之侵害，係直接導因於環境或氣候變遷而非

國家或政府行為，但並不能改變這種侵害係一種『迫害』之事實」

(2004: 273)。34 故嚴重的環境危機將無可避免地對人類的健康、生

命、或自由造成「迫害」(UNHCR, 1992: 9)，環境侵害對人類造成

「迫害」和其他形式之侵害並無二致。因此，若欲主張環境或氣候

變遷之侵害，係基屬於「有正當理由畏懼所遭受之迫害」

(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被害人僅須證明其情況比一般之

環境退化現象更為嚴重，並且該侵害必須是威脅人類生命或自由、

或該環境侵害事件之本質，合理地使人產生畏懼，則可證明其遭受

環境之迫害。上述反對論點採較難民公約規定更為寬鬆之解釋，並

未形成國際上廣泛見解。 

(二) 迫害之形式 

其次，依據 1951 年難民公約之規定，「迫害」之要件必須建

立在因「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

見解」等公約所列舉之五種形式。由於環境難民之本質特殊通常難

以符合上述要件規範，因天然災害對人類造成大規模損害之情況，

通常不會因「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

政治見解」而有所區別，同樣地，即使在人為造成的環境災害中，

亦很少出現基於上述五種形式特別「迫害」某一群人。Kozoll 便主

張，因受到自然或人為造成環境災害而有正當理由畏懼此迫害者，

應在符合一定之條件下，賦與其難民之地位 (2004: 272)，例如：(一) 

                                                   
34 此部分之英文原文為： “the fact that the direct harm inflicted is on the environment 

rather than on the individual should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such harm is persecu-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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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國政府有系統性地製造環境風險，且其所制定之政策係基於某

種種族、宗教、國籍、社會團體、政治見解等一項或多項原因，而

影響環境品質之責任；(二) 相關主管機關拒絕減輕環境或氣候變遷

所帶來之損害 (不論天然或人為災害)，而此目的係有目標地針對基

於上述五種形式之某一群人。因此，被害者在證明確有遭受「迫害」

時，通常仍須提出國家或政府機關有「迫害意圖」(persecutory intent) 

以及證明受到實際的「迫害影響」(persecutory impact)。在關於「迫

害意圖」之舉證上，必須該國家或政府機關有明確之過失 (negligent) 

或怠惰 (inactive) 而直接造成環境侵害之責任，而非僅以環境或氣

候變遷對特定被害人群體之不利結果反推國家或政府有迫害意圖 

(Purrington & Wynne, 1998: 35)。James Hathaway 主張「迫害係指

發生持續或有系統性危害基本人權時，國家或政府未能提供人民保

護」(Hathaway, 1993: 105)。 

因此，若主張「有正當理由畏懼所遭受之迫害」存在時，須「可

合理預期該國政府不能或不願採取行動，以避免國家中持續發生嚴

重侵害事件，包括特別懷有敵意之行為 (specific hostile acts)、或坐

視情況不斷惡化，例如在不安全感與恐懼之氛圍中存在各類人權之

歧視」(Hathaway, 1993: 105)。由此可見，若要將國家或政府之「不

做為」(疏於保護或無力保護) 等同於「迫害」，必須採取嚴格定義，

否則將造成國際社會之動盪。例如，在討論國家或政府機關有過失

或怠惰而造成環境退化之實例時，若以非洲薩赫爾沙漠化之長期環

境退化、或前蘇聯車諾比爾核輻射外流之人為意外事件，據以推論

國家或政府之行為有明確之過失與怠惰，而使被害人遭受迫害，則

並不具說服力 (Cooper, 1998: 505-506)。 

若過度擴張解釋難民之定義，而將所有「因環境或氣候變遷影

響而流離失所」且「未得到國家政府適當保護者」都納入難民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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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則可能使難民數量暴增到國際社會無法承受的地步，故在目前

國際難民公約體系解釋上，對環境難民仍須採嚴格的限制要件。然

而，因環境或氣候變遷而受之損害可成為「迫害」之一種形式，該

迫害必須係直接受到國家或政府行為之影響，或間接由於國家或政

府未能提供有效保障。而若遇主張後者，除非可證明國家或政府機

關有「迫害意圖」，否則不能認為國家或政府疏於保護。例如，受

到環境災害之嚴重性必須在一國境內達到一定程度，且被害人在一

定的期間後仍無法從其國家或政府得到合理的保障措施，始能主張

該國政府有「迫害意圖」(Hong, 2001: 339-340)。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 1951 年難民公約之體系下，環境流離失

所者若不能符合難民公約第 1 條定義下之各項要件，將不能主張難

民之地位。在嚴格的條約解釋下，國際上對於因受環境或氣候變遷

影響者，並未給予如同其他形式難民有相同之保障機制。舉例而

言，在國際實踐上，因武裝衝突而流離失所者，比因天然災害而流

離失所者更容易取得難民之地位  (McCue, 1993: 156)。因此，

UNHCR、國際移民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難民政策團體 (Refugee Policy Group) 等組織均提出進一步

主張，建議未來不要採用存在法律意涵之「環境難民」，而將其名

稱改採「環境流離失所者」(McGregor, 1993: 157-170)，似乎更可

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且避免與既存之國際難民法律體系產生混淆 

(Myers, 1996: 72)。不論名稱如何修正，國際社會都應思考此問題

之本質，如果國際或區域組織將難民之定義不斷擴充，或將更多原

本應要求一國政府履行人權保障之責任之情形轉嫁到國際社會

上，則國際間發生跨國遷徙之問題將嚴重影響各國之公共秩序。世

界上越來越多因遭受環境或氣候變遷影響而大規模遷徙者，由於

1951 年難民公約所提供之保障機制無法適用，過度擴充公約對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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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只會徒增法律適用之困擾，因此，各國應與 UNHCR 合作解

決此一紊亂且失控之難題 (McCue, 1993: 153-154)。 

四、現行國際法之困境與重新定義 

由於近年來環境與氣候變遷問題日益嚴重，國際社會不得不重

新檢視環境難民之保障體系。其中關於修正 1951 年難民公約之定

義，使其包含環境流離失所者，似乎成為廣泛討論之解決方案之

一。倘若國際社會從法條上修正公約內容，賦予環境難民或環境流

離失所者主張與傳統難民相同之國際地位，則每個難民公約之簽約

國便自動受公約拘束，必須進一步採取保障措施。本節討論相當多

傳統難民與環境難民在法律規範上之差異，而未來在賦予難民新定

義時，以下五項要件對於判斷其是否可成為氣候變遷或環境難民，

頗值參考：(一) 是否為被迫遷徙；(二) 是否為短暫或長期遷徙；(三) 

是否為跨越國境之遷徙；(四) 災害是否與環境或氣候變遷相關；(五) 

是否國家或政府之行為造成環境破壞。依上述標準，氣候變遷或環

境難民將可被重新定義如下：「難民係 (1) 有正當理由畏懼遭受因

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

或 (2) 因氣候變遷或環境條件惡化而威脅其生命、健康、賴以維生

之條件、或自然資源之利用，而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

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事件

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者由於上述畏懼不

願返回該國者。」35 在此定義下，不但能落實環境人權之原則與理 

                                                   
35 此部分之英文原文為：“any person who owing (1) to well-founded fear of being 

persecuted for reasons of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

cial group, or political opinion, or (2) to degrad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reat-

ening his life, health, means of subsistence, or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outside the 

country of his nationality and is unable or, owing to such fear, is unwilling to a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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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更可進一步將環境人權納入國際難民法之保障機制。 

倘若國際社會願意賦予環境難民新的定義，未來則更可能形成

有拘束力之規範，並與其他傳統難民之地位相當。因此，新定義必

然包含國際社會對於傳統難民之「人道援助特性」，並加上「因環

境或氣候變遷影響特性」等雙重意義 (Docherty & Giannini, 2009: 

349)。從現實面而言，雖然 1951 年難民公約之條約解釋中無法涵

蓋環境難民，但將近 60 年前二次大戰後所訂立之公約，如何能解

決當代人類所面臨的重大環境或氣候變遷危機，若國際社會一再拒

絕承認受環境或氣候變遷影響的人具有難民地位，是否亦與當初

1951 年之難民公約之精神有所違背 (Suhrke, 1983: 162)。另外，除

難民定義問題外，本節亦討論在 1951 年難民公約中，所謂「迫害」

之要件必須由國家或政府之行為所生，若無法滿足此要件時，受環

境或氣候變遷影響者將難以被國際社會承認其「難民地位」。換言

之，環境或氣候變遷之危機必須係因某一國家或政府行為之介入，

且滿足基於公約第 1 條列舉形式之 1 項以上，始能符合現行國際難

民法定義之「迫害」。此要件之高門檻，使得目前大部分環境或氣

候變遷之情況均無法適用，因為要證明該國政府之行為迫害而造成

環境或氣候變遷，實際上相當困難。國際社會若不重新定義環境難

民，則 1951 年難民公約之簽約國均有理由拒絕承認其難民之地位 

(Myers, 1996: 73)，情況將日益惡化。地球上受環境或氣候變遷影

響者越來越多，當他們被迫跨越國境遷徙時，接受國將是他們唯一

且最後的保障，而在法理上倘若這些環境難民不被承認難民之地

位，則他們最悲慘之下場將是被拒絕接受或直接遣送回國 (Cooper, 

1998, 528-529)。 

                                                                                                           
hi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a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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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國際環境法做為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保障機

制之可行性與限制 

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難民保障制度，一直是聯合國從二戰後成

立以來的重要工作。過去聯合國之決策者將難民問題視為暫時性議

題，並以將近半世紀前所通過的難民公約做為規範基礎，至今仍未

修改。近年來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各國漸漸發現，越來越不可能

將「難民」或「遷徙者」之種類嚴格分類，亦即傳統上政治難民 

(political refugees)、經濟遷徙者 (economic migrants) 及環境流離失

所者的界線已日漸模糊，很難清楚劃分。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

會議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以及

UNHCR 共同發表聲明，體認「越來越多人因複雜多元的原因而被

迫遷徙，有關因素包括人口成長、貧窮、饑荒、環境退化等，造成

大規模人權侵害、社會或種族關係緊張、以及引起武裝衝突」。

UNHCR 並進一步指出，「十分憂心因環境退化而影響人口移動之

情況日益嚴重，而難民與環境間之關係卻被長期忽略」 (Ogata, 

1992)。國際社會已接受環境或氣候變遷係影響難民遷徙之重要原

因，而依據聯合國統計資料預估，全球之環境難民總數在 2010 年

將達到 500 萬人以上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5)。國際社會

已漸體認，修正難民公約使其包含以驚人速度增加的環境難民已成

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1951 年難民公約及 1967 年難民議定書之規定係深受西方國家

對於移民限制政策之影響，其中許多認定難民資格之思維，更無法

有效解決當代環境與氣候變遷難民之問題。為改善公約中過時的規

範，UNHCR 近年來有意擴充難民公約中之定義，在保護傳統政治

難民之外，能再保護更多的環境難民，這些對於環境難民之保護而

不增加個別國家之法律責任。然而，UNHCR 及世界上多數國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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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到，解決大規模難民危機之方法中，安全地讓難民永久遷徙在

他處定居可能只是個遙不可及的理想。事實上，UNHCR 僅能協助

不到 1%的世界難民人口，在未來的一年完成永久遷徙並在他處定

居。雖然永久遷徙是部分環境難民的唯一選擇，但必須體認在現實

上對於重新安置難民使其定居，仍存在非常多障礙，諸如語言與文

化的差異等因素。因此，即使許多環境難民基於特殊的個人或政治

遭遇，提出國際社會應給予保護並協助其永久遷徙至他處定居之要

求，但目前各國仍無法接受大量難民之湧入，亦不願處理接受難民

後所衍生的永久居留問題。比較合理之方式，乃將永久重新安置難

民視為例外之處理方法 (McGregor, 1993: 161)。對難民提供「暫時

保護」(temporary protection) 則成為提供永久遷離並定居外，較為

重要的保障機制，同時，國際社會也較可接受以暫時保護的方式對

難民提供保障，一方面既不違反國際法上之「難民不遣返原則」、

一方面亦不會對國內之移民政策或法律造成太大衝擊。由上述可

知，若由傳統上國際難民法之定義來分析環境難民之現狀，則近年

來快速增加的環境流離失所者的總人數，已遠遠超過 1951 年難民

公約定義下之傳統難民。在由西方國家所支持的現行難民保障機制

下，環境流離失所者無法符合難民公約之資格要件，數以千萬計的

環境難民無法獲得必要的國際保護 (Havard, 2007: 65-79)。 

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既然在難民公約體系中無法尋求適當的

保障機制，國際間開始討論改以國際環境法原則為出發，尋求國際

間之共識。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會中體認國

際環境法成為國際法一個新興且獨立的部門 (Weiss, Magraw, & 

Szasz, 1992: 171)，與會各國繼而通過「人類環境宣言」(Stockholm 

Declaration) 揭櫫當代國際環境法之重要理念與原則，其中第 2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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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張「依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有按自己的環境政策

開發自己資源的主權；並且有責任保證在他們管轄或控制之內的活

動，不致損害其他國家的或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的環境。」36 依

此原則下，各國應負起預防環境汙染之責任，並對造成他國環境汙

染負起國際責任。然而，此項原則並未擴張解釋包含所有受環境汙

染之不利結果，例如因環境破壞而遷徙之環境難民。由「人類環境

宣言」所發展出之國際環境法原則已漸被國際社會所接納，而部分

原則亦可主張其為國際習慣法。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問題之本質，

係包括國際難民法與國際環境法之競合與交錯，因此，亦有學者主

張應從國際環境法原則出發由國際社會談判一則新的公約，專門處

理環境流離失所者所衍生的問題，亦即建立一套新的環境難民保障

機制。 

綜合上述，以過去在國際環境法之原則建構一套新的公約似乎

有以下兩項優點：(一) 從國際環境法角度出發，可以全新的角度解

決環境難民問題，而不會陷入研議修改國際難民法時，各國因政治

考量的差異所形成之阻力；(二) 國際環境法中的許多原則仍在發展

階段，且未完全形成國際習慣法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倘

若藉由國際公約之制定，則可以使這些規則成為國際法之一部分 

(Havard, 2007: 65-79)。不過，上述國際公約之制訂仍有其侷限性，

如同一般國際公約之效力範圍，新的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公約主要

                                                   
36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Final Documents, June 16, 1972, Art. 21, 

11 I.L.M. 1416, U.N. Doc. A/CONF. 48/14/Rev.1: “States h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sover-

eign right to exploit their own resources pursuant to their own environmental poli-

cie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activiti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or con-

trol do not caus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of other States or of ar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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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保障新型態的難民，並預防氣候變遷或環境破壞的發生係因

人為因素所造成。故新的公約僅能規範某些「定義明確」的國家或

政府義務、跨國企業之社會責任、或甚至是最嚴重的個人責任，但

對於非因人類行為造成之氣候變遷或環境破壞的發生，涉及較為複

雜之科學技術與國際談判  (如京都議定書及其後續氣候變遷談

判)，則恐非此新公約規範所及範圍。Edith Brown Weiss 等教授進

一步延伸上述之主張，列舉出國家應負擔責任，以阻止環境遭到破

壞 (Weiss, Magraw, & Szasz, 1992: 172)。 

(一) 預防環境災害發生之一般性責任 

預防環境災害發生之責任，係要求國家應建立安全機制與程

序，以減少大多數環境意外之發生，例如：核子反應爐意外、化學

毒物擴散、原油外洩或森林火災等。預防自然災害發生之責任與人

類環境宣言第 21 點有直接關聯，其主要目的即在於提醒各國預防

勝於救災之觀點。當科學研究報告或過去之實踐經驗顯示，某一國

家之行為或政策已引起環境惡化，並導致該國人民之大規模遷徙

時，該國有責任改善該情況。於此責任下，該國政府可尋求國際社

會之科技諮詢或援助合作，聯合國亦可成立相關緊急人道救援小

組，協助該國解決人口遷徙與環境重建等工作；同時，聯合國秘書

長可要求其他國際組織加入預防自然災害之體系。例如，國際貨幣

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或世界銀行 (World Bank) 可

在國際投資計畫審查或監督中，對於造成某一地區長期環境退化、

或製造意外高風險的發生而引發環境難民之情況加以預防 (Cerna, 

1988: 4)。由於自然災害不可預測性與不確定性，在多邊公約架構

中很難嚴格要求法條中呈現清楚之定義，因此，當預防自然災害之

責任無法達到預期功效時，其他的國家責任機制應接續開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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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減少傷害及提供緊急救助之責任 

減少傷害及提供緊急救助之責任，適用於發生意外災害之國

家，以及那些提供協助以減輕環境災害之國家，此一原則不但符合

人類環境宣言第 21 點之主張，亦逐漸形成國際習慣法之一部分。

因此，對於環境難民之減少傷害，以及提供緊急救助的責任，應包

含三個層面：(1) 提供通知；(2) 提供訊息；(3) 擬定意外災害應變

計畫等。 

而上述三項附加的國家責任，應提交報告給聯合國秘書長。上

述報告制度應學習國際原子能總署在《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約》(1986 

Convention on Early Notification of a Nuclear Accident) 中之核事故

通報系統。同時，許多國家透過參加聯合國原子能總署會議之機會

而對於核事故通報程序相當熟悉，因此，未來新的環境難民公約亦

可考量列入國際上已較為被接受之通報程序與原則規範，各國亦較

容易接受。 

(三) 對於因環境災害提供損害補償之一般性責任 

國家間之預防與合，作無法完全防止或矯正從某一國影響到他

國之環境損害，因此，國際環境法對於環境災害之補償責任，採取

類似於嚴格之產品責任標準，只要一國違反上述國際環境法下之責

任，或允許對環境破壞具有高危險性之國家行為等，均應對其後所

造成之環境災害負擔賠償之責任。然而，追究國家賠償責任真正困

難之處，在於除了需要建立一套可行之標準外，還必須為國際社會

至少多數國家所接受。尤其在環境或氣候變遷影響人類大規模遷徙

之案例中，第一步對國家是否可建立起「故意或過失」責任都相當

困難，遑論是否有足夠證據或理由支持由該國政府進行賠償 

(McCue, 199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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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盟及美國對於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保障機

制之實踐 

一、歐盟法 

歐盟對於人權體系之建構有獨特的運作方式，而對於難民之保

障措施亦有通過一系列之法令規範，較為重要者有二：(一) 「暫時

保護指令」(Directive on Temporary Protection) 即明確定出給予暫

時保護措施之最低標準，以及試圖平衡歐盟會員間所接受大規模流

離失所者湧入之情況 (European Council on Refugees and Exiles 

[ECRE], 2001)； (二 )「附屬保護指令」 (Directive on Subsidiary 

Protection) 係規範對於第三國國民或無國籍者，認定其難民資格與

地位之最低標準，或衡量前述之人士是否需要國際保護或相關之人

權保障援助 (ECRE, 2004)。環境流離失所者雖然具有違反人權之

特性而可能符合暫時保障之資格，但此暫時保障措施顯然不是最適

合之方式。相反地，環境流離失所者並未被當初起草或修正「附屬

保護指令」之規定所接納，因此不符合該保障條件之資格要件。以

下分別就歐盟「暫時保護指令」及「附屬保護指令」規定加以討論： 

(一) 暫時保護指令 

在歐盟暫時保護指令之規定中，「暫時保護係一項特別之例外

程序，考量到即刻或未來從第三國大規模移入流離失所者之權益，

以及提供其請求給予保護之主張，這些人已無法返回其原居住國並

且需要立即或暫時之保護，特別是現行之庇護體系有很高的可能在

基於不影響該體系有效運作之前提下，不會為上述大規模流離失所

的人提供庇護。」37 歐盟理事會 (The Council of Europe) 不僅建立

                                                   
37 2001 Directive on Temporary Protection, Art.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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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暫時保護機制，同時亦負責裁決大規模移入的流離失所者，是

否符合申請暫時保護之資格，其裁決經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多數決同意後通過，並對所有歐盟會員國均有拘束

力。 38 目前已有很多法律文獻加以論述環境退化與侵害人權的關

係，諸如影響人類之食物、飲水、居住等權利。僅管如此，歐盟仍

需經由嚴格的程序裁定，因環境影響而流離失所者 (EDPs) 是否適

合暫時保護。暫時保護指令中規定，除非經由其他裁定終止，否則

一般的暫時保護期間為 1 年，亦可自動延期 1 年。39 如果有特殊情

況，可經由歐盟理事會決議，經執委會多數決通過後，再准許延長

1 年，因此暫時保護總期間最長為 3 年。40 不過，依暫時保護令第

3.2 條規定，在上述 3 年期間到期後，「會員國得基於人權、自由

及不遣返原則之國際責任 (non-refoulement)，給予暫時保護」。41 

暫時保護屬於緊急情況下所採取之合理政策，因此只有在某人

無法立即取得難民地位，且需要申請該保護以獲得合法入境。因

此，暫時保護措施係針對因受突發性環境災害影響者，一旦危機解

除時，得以返回其原屬國家；該措施並非對於受到環境長期或無法

回復之退化 (破壞)，短期之內不可能返回其原屬國家者，因此，暫

時保護措施所給予之救援有限。然而，在當代國際法上，給予何種

人國際保護以及如何給予，一直是頗具爭議之議題。詳言之，國際

上給予「取得難民者」保障程度，遠高於「其他非屬難民卻需要國

際保護者」，此一差別待遇，常被批評為不符合國際責任中之「非

歧視原則。」因此，未來有關受環境影響而流離失所者所尋求之保

                                                   
38 Id. Art. 5. 
39 Id. Art. 4.1. 
40 Id. Art. 4.2. 
41 Id., Ar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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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主要仍應考量國際間可提供之保障內容是否一致，以及是否可

允許其對於所遭受困難之情況提出救濟。   

(二) 附屬保護指令 

歐盟附屬保護指令中詳細規範受保護人之法律地位以及附屬保

護機制下之權利。該指令第 2 (e) 條規定，「有資格提起附屬保護

指令資格者，係指無法取得難民資格之第三國國民或無國籍人，有

實質上理由可顯示並確信該國民返回其原屬國家，或無國籍者返回

其原居住地時，將很可能遭受第 15 條定義下之嚴重侵害，且該人

不適用第 17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規定，於此情況下，不能或不願

接受其原屬國家之保護。」 42 在上述附屬保護指令之定義中，第

15 條中所規定之嚴重侵害情況係決定是否可取得附屬保護之關

鍵，依該條規定，嚴重侵害之情況有三：(1) 死刑之宣判或執行；

(2) 申請人遭受原屬國家之酷刑及其他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

遇或懲罰；(3) 平民之生命受到嚴重且個別威脅，或在國際或內國

武裝衝突情況中，受到不分皂白式武力攻擊者。43 上述第 15 條所

界定之嚴重侵害情況，係依據人權而建立之最基本保護方式，歐盟

各會員國早已規定在其國內之人權保障政策中。該條規定係參照歐

洲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ECHR) 第 3 條、聯合國禁止酷刑及其

他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懲罰公約第 3 條、以及國際政治

與公民權利公約第 7 條之規定而制定。44 

                                                   
42 2004 Directive on Subsidiary Protection, Art. 2 (e). 
43 Id., Art. 15. 
44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t. 3, Nov. 4, 

1950, 213 U.N.T.S. 222;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e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 3, G.A. Res. 39/46, U.N.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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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式上來看，附屬保護指令之目的係提供有國際保護之必要

者，由此觀之，似可涵蓋環境流離失所者。然而，該指令進一步規

範可受附屬保護之侵害類型之資格要件，使得受環境危機所造成的

影響，很難符合該指令第 15 條所列舉之「嚴重侵害」類別。易言

之，附屬保護指令在制定時未留下任何擴張解釋之空間，因此環境

退化類別之侵害便難以符合現行之法律條文。事實上，在當初制定

附屬保護指令時，曾明列概括條款，除第 15 條第a項至第c項外，

亦包含「違反人權之程度，足使該會員國承擔國際責任時，亦可符

合嚴重侵害。」不過，此項文字最終卻被刪除，並未被歐盟會員國

所接受。反對者批評附屬保護指令之最終版本刪除廣義人權保障條

款極為不智，原本該條款之設計，可為國際人權法與國際難民法之

發展帶來更緊密之連結，並為環境與氣候變遷之最新情況，提供國

際法理論較有彈性之解決方案，同時亦對於相關歐洲人權法院之法

理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如今該條款被刪除後，第 15 條只留下三種

列舉之情況，大幅降低此保護指令之適用範圍 (McAdam, 2005a: 

463)。雖然國際社會漸漸意識到環境或氣候變遷引起之退化，已成

為一個實質的嚴重問題，且越來越多環境流離失所者申請國際保

護，但歐盟相關國家對此問題仍未有作出有效之處理。目前歐盟之

立場 (尤其在附屬保護指令中可看出) 乃重複歐盟會員國原有之人

權保障內容與國際人權法體系之規定，並未積極對於未來國際法可

能建構新的環境難民人權保障機制提出更有系統性的建議。不管歐

盟未來是否修正附屬保護指令或另外單獨訂立新的規則，以解決環

境流離失所者大規模移入之問題，至少在現今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

                                                                                                           
A/RES/39 (Dec. 10 1984);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rt. 

7, G.A. Res. 2200A (XXI), U.N. GAOR, 21st Sess., Supp. No. 16, U.N. Doc. 

A/6316 (Dec. 16,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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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第 63 條規定，要求

歐盟理事會應通過對於尋求國際保護的流離失所者，提供最低限度

之暫時保護措施。45 

二、美國法 

近年來，天然災害所發生次數較以往多，極端型氣候亦較過去

更劇烈，使得國家或政府必須重新評估與檢視該國之移民政策，以

解決環境難民之問題。本文以下分析氣候變遷或環境難民是否可適

用美國法上有關難民保障措施，以及美國政府對此問題之立場。 

(一) 美國難民法 

美國於 1980 年難民法 (1980 Refugee Act) 做為該國第一部針

對安置與援助難民政策的法案，並使該規範符合美國批准 1968 年

難民公約後，正式將難民地位之確認與國際規範一致。46 不過，即

使美國國會通過上述法案並將國際法上對於難民之定義轉換為美

國國內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INS v. Cardoza-Fonseca47 一案中

明確指出，美國政府不受國際法上 (尤其是國際難民法) 對於難民

                                                   
45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2002 OJ 

(C 325), art 63. 英文原文為： “The Council,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

ced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7, shall, within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fter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Treaty of Amsterdam, adopt: . . . measures on refugees and dis-

placed persons within the following areas: (a) minimum standards for giving tem-

porary protection to displaced persons from third countries who cannot return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and for persons who otherwise need international protec-

tion; (b) promoting a balance of effort between Member States in receiving and 

bea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receiving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46 1980 Refugee Act, INA § 101 (a) (42) (A) (codified at 8 U.S.C. § 1101 [a] [42] [A] 

[2000]). 
47 INS v. Cardoza-Fonseca, 480 U.S. 421, 439 n. 22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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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之申請與認定之拘束，法院引用「決定難民地位之程序與標準

手冊」指出，「評估申請人之條件是否符合在 1951 年難民公約及

其 1967 年議定書下之難民資格定義，應由該人申請承認難民地位

所在領域的締約國政府決定之」(UNHCR, 1992)。易言之，依美國

難民法之規定，48 司法部長有權決定何人符合難民地位之資格 (依

據國際法及美國國內法律)，並有權核准其進入美國領土。 49 美國

政府以 1980 年難民法中對於難民資格定義之標準，決定海外或已

在美國境內的外國申請人是否能獲得難民之保障措施及相關權

利。在上述決定過程中，司法部長會先檢視申請人資格是否符合美

國難民法之定義。50 其次，在符合難民法定資格下，第二步則是決

定「該確定無法在國外重新定居之難民，是否需要美國提供特別人

道關懷 (special humanitarian concern)」，在上述Cardoza-Fonseca案

中，法院判決指出，「法律並沒有要求司法部長對於每位符合難民

資格的人，都准予難民之保護或庇護。相反地，外國人難民資格之

認可僅是最低標準，對於司法部長是否給予其庇護之決定並無任何

幫助。」51 因此，在實務上，即使環境流離失所者已符合前述美國

難民法上之難民資格，並不能保證已取得法律上之庇護或保障，美

國司法部長仍可依其職權拒絕給予庇護以及相關之難民保護 (An-

ker, 1999: 20)。同時，值得注意者，倘若由海外申請此難民資格而

被拒絕者，不得於美國法院上訴，亦不得向國際法庭提訴。52  

                                                   
48 8 U.S.C. § 1157 (c).  
49 8 U.S.C. § 1158. 
50 8 U.S.C. § 1101 (a) (42).  
51 INS v. Stevic, 467 U.S. 407, 423 n.18 (1984). 
52 8 U.S.C. § 1157, § 1158 (a)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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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移民法之暫時保護措施 

1990 年 代 起 便 通 過 移 民 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90; 

IMMACT)，53 並設計一項超越傳統國際難民規定下之「暫時保護」

(temporary protection) 措施。而依 2006 年美國移民與國籍法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INA) 第 207 節 (a) 項規定，54 若

一國之國民符合以下要件者，可取得暫時保護之地位 (TPS)：(1) 該

國持續處於武裝衝突狀態，倘若將此人遣返該國將遭受嚴重的人生

安全威脅；(2) 該國發生地震、洪災、乾旱、傳染病、或其他環境

災害，對生存條件造成實質且暫時性之破壞，而該外國政府對於遣

返之國民暫時無法安置，且該國政府正式地請求美國政府對於其國

民給與暫時性之保護；(3) 除非司法部長發現給與該外國人維持暫

時保護將違背國家利益，否則目前之非常且暫時之條件應確保該國

國民安全地返國。55 事實上，決定是否給與暫時保護係屬於司法部

長之自由裁量權，然而，一旦確定給與暫時保護，則在司法部長宣

告之前已抵達美國之該國所有國民，均可獲得暫時保護之地位。56 

以目前實踐經驗而言，美國聯邦政府曾給與加勒比海域的蒙特塞拉

                                                   
53 Immigration Act of 1990, Pub. L. No. 101-649, 104 Stat. 4978. 
54 8 U.S.C. §1254 (a) (1). 
55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8 U.S.C. §1254a (b) (1) (2000). 英文原文為：“1) 

There is an ongoing armed conflict, and requiring return would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personal safety; 2) There has been an earthquake, flood, drought, epidemic, or 

other environmental disaster resulting in a substantial, but temporary, disruption of 

living conditions; the foreign State is unable, temporarily, to handle adequately the 

return of its nationals; and the foreign State officially has requested temporary pro-

tection for its nation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3) There exist extraordinary and 

temporary conditions that prevent nationals from returning in safety, unless the At-

torney General finds that permitting the aliens to remain temporarily is contrary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56 Id. §1254 (b) (1), (c)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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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Montserrat) (Martin, Schoenholtz, & Meyers, 1998: 550; Rabadi, 

1998: 138)、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國之居民提供暫時保護 

(Schoenholtz & Muther, 1999: 521)，其理由均為該地區因受環境災

害之影響，生存條件實質受到破壞，使得該國對於遣返之國民暫時

無法安置。美國給與該國人民較長之保護期間，俾使受影響國家能

全力改善國家動搖之局面以及災後重建，避免加重該國同時兼顧保

護人民之壓力。57  

由上可知，若欲取得美國聯邦政府之暫時保護，該外國人民需

在決定日前已到達美國境內，58 故暫時保護之措施並非提供那些直

接受到環境災難而被迫遷徙者，亦非協助身在美國領土以外之人士

獲准入境。59 同時，暫時保護之有效期間為 6 個月，但司法部長在

足夠條件成就之下，得將暫時保護之期間延長至 18 個月。因此，

保障措施並非提供該外國人民永久居留權，一旦暫時保障措施逾期

後，此人便回復到以前的移民身分 (或回復到在暫時保護時所取得

之身分) (McAdam, 2005b: 18)。雖然法律嚴格限制此類暫時保護者

取得永久居留權，但仍有不少人因此而取得永久居留地位。 60 然

而，受保護人之權利仍受到嚴格限制，在暫時保護有效期間內受保

護人可被允許有工作權，61 但不能領取由州政府或其他地方機關所

發放之社會救助，62 且該人不得為其配偶或子女申請暫時保護。63  

                                                   
57 Id. at 521. 
58 Id. at 549. 
59 Id. at 522. 
60 8 U.S.C. §1254a (h) (2). 
61 8 U.S.C. §1254a (a) (1) (B), (a) (2). 
62 8 U.S.C. §1254a (f) (2). 
63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for Nationals of Designated States, 8 C.F.R. §244.2 (b).  



200 歐美研究 

上述暫時保護措施符合「難民不得遣返原則」(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之國際責任，有效保障已進入美國領土內且若返

國將面臨嚴重生命威脅者。然而，暫時保護措施亦有其缺點，尤其

是此原則允許美國政府驅逐那些在宣告暫時保護日之後始抵達美

國之人，即便他們在母國所面臨之危險，與已獲得美國暫時保護之

人有相類似情況。雖然美國移民與國籍法試圖解決一部分環境流離

失所者的生存危機，該法對於適用之要件與資格設下嚴格限制。事

實上，美國之暫時保護措施並非設計保障大規模環境難民，例如

2004 年發生於印尼之海嘯以及 2005 年發生於巴基斯坦之地震等， 

即使約有 26 萬人在此重大環境災害而流離失所，均不符合美國聯

邦政府提供暫時保障之條件(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

tion Services, 2005)。 

三、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保障機制之困境 

狹義之難民定義使得應受國際保護者無法尋求保障，UNHCR

近年來已承認環境流離失所者數量一直增加，形成當代最嚴重的危

機之一，必須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並建立可行之國際保障機制。

UNHCR 努力試圖使上述受環境影響者，即使無法符合難民地位，

亦能得到最低標準的人權保障 (McAdam, 2005a: 463)。對於環境難

民之保障機制，多由國際間現有的人權公約或一般國際人道法原則

等為基礎 (Goodwin-Gill, 1986: 897; Hailbronner, 1986: 897; Per-

luss & Hartman, 1986: 551)。然而，真正擔負起保護環境難民之法

律機制都不是規範在國際法中，而必須靠個別國家之立法。以歐美

國家之實踐為例，對於環境流離失所者的資格之認定標準、基本權

利及保障程度等均設有法律規範，不過，上述保障機制僅是最低程

度的保護，而非固定的客觀機制，因為提供保護之國家總是依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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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政治與經濟利益來決定是否給予保障，並非純粹衡量該環境難

民之受害程度 (McAdam, 2005a: 461)。由上可知，現存的難民保障

機制無法有效保障環境流離失所者，最重要的原因已如前述，這些

人無法符合在 1951 年難民公約第 1 條規定下之難民定義。事實上，

應從二方面分析此問題，一是造成此現象之成因 (環境或氣候變遷

問題)，一是此現象所帶來之結果 (環境難民問題) (Falstrom, 2002: 

15)。1951 年難民公約或現存之當代國際環境法文件，都有提及後

者但卻忽略造成環境難民之成因。易言之，倘若國際社會只討論是

否允許環境難民遷徙並給予保障，無法有效解決此嚴重問題，因為

並非只有受環境或氣候變遷影響之地區持續惡化，大規模環境難民

之湧入，更會製造其他地區環境的惡性循環。 

對於環境流離失所者雖未能在國際難民法體系中取得獲保障

之地位，但在國際人權法體系下卻毫無疑問地可符合保障資格，詳

言之，世界人權宣言第 3 條明確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

與人身安全。」同時，第 25 條亦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

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

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或在其他不能控制

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目前聯合國大會、聯

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UNHCR)、非政府組織、國家政府等對

於環境難民均提供不同程度之保障措施。其中引起 UNHCR 高度關

注之議題，係大量流離失所者安置於新環境後，結果反而進一步對

該地區造成環境退化之影響。因此，UNHCR 詳盡提供指導原則，

旨在提供國際社會於保護難民行動的同時，亦採取對環境之防衛措

施，鼓勵各國從永續發展的角度管理自然資源。UNHCR 除盡力減

低環境難民對於接受國之不利影響外，更幫助受害國進行環境重建

與災難現場清理等行動。  



202 歐美研究 

最後，從國家實踐的角度分析，多數國家均應負起對環境難民

提供暫時性保護之責任，運用該國行政、立法或司法等各種必要之

力量幫助這些環境流離失所者，在災害發生前後抵達該國領土時，

至少能獲得暫時保護，而非要求該國提供所有環境難民永久居留之

地位。因此多數國家之法律均表示，一旦申請暫時保障之原因消失

後，接受國得在考量安全無虞之情形下，將上述環境難民送返原居

住地。易言之，從歐盟與美國之立法趨勢為例，做為環境難民之接

受國，他們將環境或氣候變遷之受害者視為暫時保護之對象，並提

供其應有的基本人權保障，但不會給予這些受害者永久居留之地

位，同時，接受國亦保有認定受害者是否符合暫時保障之最終裁量

權，不受國際社會之干涉 (Docherty & Giannini, 2009: 349)。 

伍、結論 

受氣候變遷或環境影響而大規模遷徙者逐年增加，此現象已成

為當代國際法上重要且急迫之問題。由於環境難民之特徵特殊，難

民公約體系及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 (UNFCCC) 皆有法律與政

治上之侷限，無法將此國際保障機制擴張延伸至涵蓋環境難民。因

此，不少國家提出應透過國際談判建立新公約之主張，而期待該新

公約可以突破傳統國際法上之框架，至少應將下列問題列入考量： 

1. 以優先解決大規模且急迫之環境難民問題為核心內容 

由於近年來環境與氣候變遷問題嚴重惡化，使得因環境流離失

所之人數已超越 1951 年難民公約定義下之難民人數。倘若在環境

與氣候變遷下，某一整個國家瀕臨消失、大規模海岸線被海嘯或水

平面上升而淹沒、大片土地乾旱或沙漠化等問題都可能迫使數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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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跨國遷徙，國際社會必須正視。過去一再被討論的 1951 年難民

公約、世界人權宣言與國際人權二公約、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或其

他國際環境法等，均無法有效解決環境難民所衍生的法律爭議，因

此，以一部環境難民保障機制為核心的新公約，似較能解決此一急

迫之問題。 

2. 以跨領域整合之法律機制建立環境難民保障體系 

過去的國際組織或公約中，環境問題與人權問題一直是平行發

展的二個領域，如果再加上國際人道救援的架構，則很難在現有的

國際公約中找到得以解決環境難民之方法。因此，新公約的提出，

可適時結合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救援、國際環境法上已發展成熟

之原則，並針對因環境與氣候變遷而被迫遷徙者而提供有效的國際

保護。易言之，新公約應將國際人權法中關於國家對於個人基本人

權保障；國際環境法中關於國家與國家間之共同國際責任；國際人

道法中關於結合國家政府、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間之人道救

援系統等三者整合為一，以解決涉及層面廣泛之環境難民問題。 

3. 以多元參與之模式展開新公約的談判 

對於新的環境與氣候變遷難民公約應採取獨立且多元之談判

模式，除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外，民間團體及受影響之社群應給與

其表達之機會。在國際人道法與國際環境法之原則下，均有讓民間

團體以及受影響之群體參與表達意見之機會，因此在解決環境與氣

候變遷問題上，此種模式亦可援引。在擴大參與之情況下，新公約

之內容可以確保實際受影響的國家，以及有關利害關係之群體之意

見，均能在起草保障機制之條款中顯現，而不是只能在公約生效

後，對於公約之解釋與實踐表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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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本文分析可知，新的環境與氣候變遷難民公約應朝向

獨立於傳統難民公約與氣候變遷公約之方向發展，不但試圖以跨領

域整合方式歸納包含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國際環境法等原

則，同時亦使環境與氣候難民之保障不再只有國家與國際組織參與

該決策機制，而係開放給民間團體與相關利害關係人表達意見，一

同合作解決此當代全球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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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Refugees constitute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se environmentally-displaced 
persons are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or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drought, soil salinization, desertification, deforestation, which 
result i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at make their homelands unsafe 
to inhabit. These people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leave home in 
search of more secure environments in which to live. Some environ-
mental refugees migrate across borders, while others are internally 
displaced. The status and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refugees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under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s. States and interna-
tional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the UNHCR) need to cooperate close-
ly to build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a global governance regime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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