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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環境議題近年來備受世界各國的關注，尤其是霾害問題，已是不容忽視的重

要議題。2015 年，中國大陸央視前主播柴靜所製作，關於霾害真相的獨立調查

紀錄片《穹頂之下》，在大陸各大社群網站播出後，引發全民關注。《穹頂之下》

對於霾害的危害、成因和解決方案深入講解，更對於中國大陸的行政體制以及壟

斷行業直言批判。事實上，在臺灣霾害也是大眾所關切的議題。 

 

自 2013 年以來，持續大規模的霾害已經涵蓋了中國大陸四分之一的國土面

積，約有六億人口受到影響，其中京津冀地區的污染情況最為嚴重。而臺灣地區

的 PM2.5 問題主要出現在初冬，部分因為季風自境外帶入，也有來自內部的汙

染源，包括人為的汙染源（汽機車及工業排放、裸地受風揚塵、以及民俗節慶等

活動），此外也有自然汙染源（沙塵暴、火山爆發等）所造成。 

 

基於以上關於兩岸霾害敘述，霾害治理此一議題有必要透過兩岸合作方能有

所成效。過往在探討環境問題時，多以通過單一國家的力量予以解決，常常忽略

了跨區域的合作。環境問題攸關兩岸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唯有透過合作，在法

律、政策以及作法等層面上建立有效機制，才能更好的造福兩岸人民。本研究首

先論述什麼是環境治理、環境的重要性、環境治理的特色以及跨域治理霾害的必

要性。其次，本研究將探討中國大陸與臺灣關於霾害的現狀以及處理對策。最後，

 
 
 

 



透過研究其他地區跨域環境治理的案例分析，本研究認為兩岸可以試圖通過建立

兩岸聯防聯控機制、確實落實《兩岸環境保護合作協議》以及公眾參與合作等方

式來共同治理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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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greatly concerned worldwide. Especially the haze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In 2015, a documentary film Under the 
Dome directed by Chai Jing, a form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journalist, 
investigated the truth of haze. After this documentary film released on several main 
social websites in China, it drew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Under the Dome 
elaborated the damages,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haze in depth, which was literally a 
blunt critique to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monopolies. In fact, haze is also a 
crucial public issue in Taiwan. 
 
From 2013, a quarter of China has overwhelmed by lasting and large-scaled haze and 
around over six hundred millions people have been affected. Among all the polluted 
areas, Jingjinji (Beijing-Tianjin-Hebei) is the severest. Taiwan’s PM2.5 problem 
mainly occurs in early winter, which partly comes from foreign monsoon and partly 
comes from domestic pollutants, including human pollutant sources (mobile and 
industrial emissions, bare grounds dusts distributed by winds, and festival smokes) 
and natural pollutant sources (sandstorms and volcanic eruptions).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s above,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issue of haze governance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of Taiwan and China. In previous environmental cases, most 
researches used single nation power to deal with problems, which often neglected the 
trans-regional cooperati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late to the interests of both 
Taiwan and China. Thus, only through cooperation—such as building effective 
systems in law, policy and method—can the governments benefit the public of 
Taiwan and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meaning, import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necessity of trans-regional 
governance. Second,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haze condition and current strategies of 
China and Taiwan. Finally, through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ses in other regions, 
this study maintains that Taiwan and China can build mutual defense and control 
system, dealing with the haze problem by practicing “the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words】:Trans-regional haz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s,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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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在臺灣已生活近五年，記得五年前，剛踏上這片土地，仰望天空，天總是格

外的藍，萬里無雲。可是從去年冬天開始，卻發現天總是灰濛濛的，一開始沒有

太大注意，因為灰濛濛的天對一個從小生活在山西，一個煤炭大省的我來說或許

司空見慣，在山西的大冬天，出一趟門，鼻子總沾滿著黑色的顆粒。我的父母也

正是考慮到山西的生活環境質量實在太惡劣，才決定舉家遷往廣東深圳。去年的

一天，心血來潮打開手機裡天氣預報的 APP 程式，竟顯示是霧霾，我感到吃驚，

心想怎麼臺灣也會出現霧霾，難道是順著西北風從大陸颳了下來？也就沒再深究

其原因。 

2015 年，中國大陸央視前主播柴靜製作的影片，霾害真相獨立調查紀錄片

《穹頂之下》，在大陸各大社群網站播出後，引發全民關注。紀錄片對於霧霾危

害、成因和解決方案深入講解，以及對於中國行政體制、壟斷行業直言批判。 

大陸煤炭企業的規模巨大，提供了數10萬人的就業，影響當地GDP的增長，

大到有關部門無法取締。為了節省成本，大量的劣質煤被使用，而未將其洗凈，

導致燒盡後，將近一半會變為黑灰飄在空中。然而，對於煤造成的大氣污染，《大

氣防治法》第二十三條關於執法主體卻並不明確。 

除了煤之外，另一污染元兇便是材油。在中國大陸，車輛油品有五成未被控

制。剩下五成，也比發達國家油品造成的污染多二十五倍。而真正達到國際一級

清潔水準的汽油，全中國大陸也只有百分之三——許多城市有錢難買。 

環科院告訴柴靜，中國油品長期比發達國家低兩到三個等級，只要提高一個

等級的話，排放可以減少一成。然而中國石油產品標準，卻是由中國石化行業領

導制定，這便造成了石油標準「立法」是為部門利益、壟斷央企利益，而非環保

利益與公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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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汽油以外，一輛無排放處理裝置的柴油車，造成的污染是政府嚴管的汽

油乘用車的五百倍。而這些車輛造成的污染，氮氧化物佔所有機動車尾氣污染的

七成，一次性顆粒物（所謂的 PM）污染佔所有機動車尾氣污染的百分之九十九。 

按照常理來說，中國《大氣防治法》規定可以對造成污染的車輛罰款和沒收

銷毀，然而從 2002年全國人大通過以來，這條法律卻從未實施過，在採訪中，

無論是環保部、工信部還是質檢總局，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執法主體——全國人

大告訴柴靜，大氣防治法第五十三條關於執法主體並不明確，這是因為這條法律

通過時，被許多部門反對，為了能夠名義上在人大通過，便採取此種方式。 

低於國際的標準、有法不依的困境、地方保護落後產能的現狀、石油行業主

導油質標準的霸權——在如此背景下，兩大霧霾元兇，煤炭和燃油加起來佔 PM

二點五污染的六成。專家告訴柴靜：「其中煤炭產業（鋼鐵加發電）如果加入清

洗技術可以減少一半的污染，如果徹底淘汰可以減少七成污染。」 

在整場演講中，柴靜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中石油與中石化，乃至整個壟斷的石

化行業現狀，直截了當地指出了環保部門權力太小、怠政惰政的行政現狀，也委

婉地指責了中國長期以來賴以生存的以投資拉動經濟，以及地方保護落後產業的

執政現狀。 

事實上，臺灣的霧霾狀況也不容樂觀。據統計，臺灣2016年冬天中南部PM2.5

也非常惡劣，超出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年均值將近 4 倍。2014 年 11 月，環保署

公佈的數據表示，臺灣本島除花東地區以外，其他 17 縣市都超標，其中雲林 34.3

微克最高，6 都則以臺南市 31.1 微克最高。1臺灣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居世界

第 21 名，並且人均排放量為亞洲第 1 名。英國氣候變遷專家大衛金恩，特別指

出臺灣目前的碳排放量，遠遠超過全球減碳目標的 5 倍，除了受到大陸霾害的影

響外，臺灣中南部的石化、科學園區、六輕、火力發電廠所排放的污染物也嚴重

影響了臺灣的空氣質量。而臺灣在法治層面上，僅注重於能源法規之擬定與修改，

1
詹嘉紋，〈秋冬頻紫爆 環署研議提高空污費〉，《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2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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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僅於「國土計畫書法」（草案）中對於氣候變遷有所著墨，涵蓋之範圍顯然

不足。2 

環保在全球治理上的發展程度遠遠落後於經濟全球化的水準，在全球化的浪

潮下，生活在這樣一個地球村裡，每個國家各自的發展都將會影響到其他國家。

這種狀況顯然不是各國政府之間簡單的交流、溝通就能夠解決的。也就是本國或

他國所產生的污染問題，都會引起跨國界的污染。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旦人類

破壞了這個地球，最終人類也將面臨滅絕的命運。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污染

問題已不是侷限在個別的國家領域中，更不是一個國家單獨的能力所能解決，而

必須依靠所有國家的共同合作，才能降低污染所帶來的影響。為了人類的「永續

發展」，各國應該要摒除私心，在環境保護的議題中共同努力，才能夠避免人類

的自我毀滅。環保不再是單一國家的事，而是全球所要共同合作解決。 

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透過「建制化的機制」，從較不敏感的領域與管道開始

合作。3自 2009 年兩岸經貿合作以來，兩岸經貿交流趨於頻繁，基於雙方合作互

利的基礎，進行各項領域合作，2014 年 2 月 27 日兩岸簽署了《海峽兩岸氣象合

作協定》和《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定》兩項協議，旨在提高兩岸對災害的分

析預警和防禦能力，保障兩岸同胞福祉及生命財產安全。42012 年兩岸均已將

PM2.5 列為環境監控的重要施政目標，應趁著時機進行合作，積極尋求交流，以

保障兩岸人民共同的環境與健康。5 

  

2  陳聰富，〈制定氣候安全相關法案之面向與內容〉。陳泰然、包宗和（編），《全球風險環境的形構：氣候

變遷對臺灣總體安全的衝擊》，（臺北：遠景基金會，2010），頁 317-338。 
3童振源，〈兩岸合作架構與和平進程〉，《新加坡早報》，2000 年 4 月 3 日。 
4曹小衡，〈看好 2015 年兩岸經濟合作前景〉，《中國臺灣網》，2015 年 1 月 4 日，< 
http://www.taiwan.cn/plzhx/zhjzhl/zhjlw/201501/t20150104_8574476.htm>。 
5林玲珠，〈兩岸如何攜手防制霾害〉，《國政分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4 年），

<http://www.npf.org.tw/3/1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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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環境治理涉及到國際政治，需要藉助國際合作加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在解決

上，比國內政治更為複雜以及困難，國際上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獲得協議，

操作起來非常困難。6 

兩岸在地理環境及文化背景具生命共同體之特性 7，由於兩岸在空氣品質、

監測及氣象預報上各有所長，也有充分交流的必要，未來如能有正式之合作協議，

正式進行觀測資料之交換以及雙方人員作業之交流，將有助於減緩霧霾狀況。環

境問題關乎地球上所有生靈，兩岸可試圖成立「霾害治理委員會」並且對如何調

整能源結構進行交流，進而從氣候變遷的自然法則中找出可能的調適與因應之道。

在技術與資金上共同商討相互協助，共進退。環境問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科學問

題，而關乎到人權以及區域性議題，更是攸關現在與未來的重大課題，我們絕不

能忽視。英、美等發達國家深受霾害影響的經驗教訓不能遺忘，應當以史為鑒，

居安思危，防範於未然，提高公眾對於霾害的重視度，以及推動政府採取一系列

政策措施。 

對於兩岸，如何以區域協調、合作等治理機制與策略的運用來維繫區域環境

安全，實為重要，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研究解決以下問題： 

(一) 分析霾害如何造成跨域環境問題？ 

(二) 兩岸目前各區域治理霾害的情況為何？未來的合作方向又是如何？有無可

能提出跨域霾害治理模式？ 

(三) 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兩岸又將如何跨越政治隔閡面對挑戰？ 

  

6
安東尼•紀登斯，《氣候變遷政治學》（臺北：商周出版，2011 年），頁 30-47。 

7彭啟明，〈兩岸空氣品質監測合作規劃研究計畫〉，《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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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研究的時間範圍是從 2004 年到 2015 年。紀錄片《穹頂之下》調查了

十年來華北上空的衛星圖并揭示了早在 2004 年，PM2.5 數據曲線已與

今日的嚴重污染相當。 

二．地理範圍 

本研究的空間範圍為中國大陸地區以及臺灣地區。8 

三．內容範圍 

本研究欲為中國大陸地區與臺灣地區空氣污染治理的教訓與經驗尋

條出路。經濟發展脈絡、能源結構、油煤原料品質、防污技術所需成本、

法令規章缺失、權責單位的模糊、監管能量的不足、甚至是能源特定產業

的壟斷都半逼半誘地造成了霾害。 

  

貳、 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限制 

本研究所涉及的霾害問題，由於近些年來才廣泛受到關注，所以僅能從

有限的文獻資料、學術資料、環保署出具的〈空氣污染減量行動督導聯繫會

報〉及陸委會〈兩岸空氣品質監測合作規劃研究計畫〉等官方文件和相關議

題的第一手新聞報道進行梳理和歸納，來建立本研究的論述。 

  

8 為了本文行文簡潔明瞭，涉及到中國、中國大陸地區等一律統稱為中國大陸，涉及到台灣，一律稱為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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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壹、文獻分析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是課題，透

過蒐集有關的官方文件、學術文章以及書籍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

地掌握所要研究的問題，蒐集到需要的資料後將資料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

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 

（二）如何分析 

蒐集中國大陸及臺灣近年來政府出具的環境調查報告（二氧化碳排放及

霾害狀況等）、政策法規以及制度，媒體對這類事件的重大報導、國外治理

霾害的成功案例，以及專家學者過去做出的相關研究，對這一議題提出的看

法，將過去相關的實徵性研究之綜合整理和對過去的研究發現做整理歸納。 

 

貳、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為對於個別經歷與發展做詳盡的記載和有系

統的分析。9兩岸兩會第八次高層會談已同意進行兩岸空氣品質監測合作議

題，推動兩岸環保單位交流溝通，到 2013 年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時，

也繼續推動，列為 2015 年兩會高層會談的議題之一。 

  

9 許禎元，《政治研究方法與統計》，（臺北：五南，1997 年），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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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分析與回顧 

 

壹、區域主義式的合作邏輯——從地理到治理 

當前區域合作的新趨勢裡，其實蘊含著深層的經驗發展與理論延續脈絡

----在經驗上，這個脈絡意味著一種由抽象的「地理」（geography）區域發展

到實際的區域「治理」（governance）之演進邏輯；在學理上，這個邏輯其

實揭示了傳統區域主義發展至新區域主義的延續與精鍊過程。10 

 

一、新區域主義的理論內涵與演進 

楊昊 2006 年提出：區域主義的出現與 1950 年-1960 年代就經濟整合所

從事之區域集體化（Regional Group）與區域計畫（Scheme）有關。在當時

「為數有限的臨近國家」開始經營彼此的經濟合作關係；不過，區域主義內

涵上其實遠超過此種對地理與經濟的共同關注。基於歷史、政治、文化、意

識型態以及種族上的同質性或類似特性，區域內的國家之間互動程度開始頻

繁，特別為了要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共同問題，區域中的各國逐漸在共同關注

之議題上有了明確的協作關係。 

不過，隨著國際事務的複雜性日益提高，區域主義的內涵亦開始進行極

為動態的演化。特別是到了 1980 年代以後，新型態的區域主義透過相對複

雜的經濟互賴與貿易合作關係，呈現出更為特殊的國際合作型態。此種型態，

也就是所謂的「新區域主義」式的合作運動，在晚近引起了學界不少的關

注。11 

臺灣學者孫國祥則認為，新區域主義可以定義為一種多層次的整合形式，

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層面，其深遠的目標是建立以區域為基礎的

10
楊昊，〈微型區域主義在東南亞跨域霾害治理上的挑戰與調適〉，《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頁 139-186。 

11楊昊，〈微型區域主義在東南亞跨域霾害治理上的挑戰與調適〉，《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頁 13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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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制度或安全聯盟，尤其強調城內聚力和區域認同等政治理念的建

構。12 

 

二、區域的集體意識凝聚過程 

所謂跨國跨區域共同治理環境問題的本質，其實質就是，將環境問題的

跨國合作治理與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相競爭的矛盾，與這兩者同時相依相隨

的關係，綜合考慮，合理有效地平衡其衝突。 

最具影響力的全球政治作家羅伯特·凱根（Robert Kagan）提出了「回歸

常態」（return to normality）的說法。他最近的作品，書名叫《歷史的回歸於

夢想的終結》（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他口中的夢想指

的是冷戰結束後所創造的新型態國際秩序，以及普遍往全球化買進。其內容

包括了限縮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加深國際合作、消除意識形態衝突，以及貿

易與通信運輸自由化。歐盟似乎處於這些轉變的最前端，其所領導的組織模

式不僅是國際的，而且確實是跨國的。13 

環境監測預警機制的建立，變遷與環境變遷指標，以及衛星監測機制等

的建立，對國家調試力成為建構國家氣候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環。14而目前臺

灣所使用的遙測系統，主要涵蓋農林康孔測量所的航空照片和國家太空中心

的福衛系統，這些均屬於被動式的系統，受到天候的影響很大，同時，一些

先進的技術和主動式的系統，如 LIDAR 或雷達系統，可能因為經費需求太

高，臺灣仍無資料可用。15而對於中國大陸當局應為全球大眾的身體健康著

想，制訂更為嚴苛的空氣污染防制法規、提高車輛燃油效率、以更積極的方

式獎勵購買油電混合車、電動車，以積極降低廢氣排放量，進而逐日降低霧

12
孫國祥，《澳洲的南太平洋政策研究：新區域主義的觀點》（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 
13安東尼•紀登斯，《氣候變遷政治學》（臺北：商周出版，2011 年），頁 47。 
14包宗和，〈因應氣候變遷國家安全新思維的建構〉，陳泰然、包宗和（編），《全球風險環境的形構：氣候

變遷對臺灣總體安全的衝擊》（臺北：遠景基金會），2010 年，頁 339-347。 
15許晃雄、李培芬，〈氣候變遷之監測預警機制〉。陳泰然、包宗和（編），《全球風險環境的形構：氣候變

遷對臺灣總體安全的衝擊》（臺北：遠景基金會），2010 年，頁 23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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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濃度及影響範圍。16因此，兩岸可嘗試在「減緩、適應、技術、資金」四

個方面進行合作，優勢互補。 

三、區域治理邏輯的建立 

跨區域治理環境的案例早在上世紀就已開展，例如：湄公河流域之水治

理，早期傾向以工程手段發展經濟，故重點在於開發水資源用於灌溉、水力

發電等項目；而隨著環境知識之增長，已漸漸由整個流域之觀點來構思發展

策略，目前最重要的治理組織為 GMS（2008 年 6 月，成立了 GMS 經濟走

廊（GMS Economic Corridors），亦即六國間將由交通走廊發展成全面合作的

經濟走廊，以實現互利共贏。）和 MRC（湄公河委員會），既是區域合作，

也是國家（nation-state）之間的合作。17 

 同樣的，沙塵暴是沒有國界的自然災害，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沙塵暴的

嚴重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個國家的控制能力，沙塵暴的治理需要國際合作

需要法律保障，如今，中蒙雙方以及國際社會正展開密切的合作，共同參與

下治理沙塵暴和保護生態環境。18 

在過去幾十年裡，多瑙河一一見證了以下情形：：土地使用發生巨變，

過度開採自然資源，通過修壩、築堤和改變河道重塑水利環境，非法捕撈氾

濫。研究人員認為，即將在多瑙河三角洲建立的新的泛歐研究中心將幫助科

學家搞清如何解決當前和潛在的大量問題。這個新項目專門從事大型河流－

三角洲－海洋系統的跨學科培訓和創新，其研究實驗室被頗具戰略眼光地安

置在多瑙河地區的各個國家。大規模的跨國研究將由牽涉其中的國（歐盟和

非歐盟國家）聯合開展——這一點對該專案至關重要。19 

若從「治理型態的界定」來進行分析後冷戰時期所經營的各種區域合作，

16
林玲珠，〈兩岸如何攜手防制霾害〉，《國政分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4 年），

<http://www.npf.org.tw/3/13301>。 
17于蕙清，〈湄公河流域跨界水域治理之評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6 期，2011 年，頁 115-138。 
18娜琳，〈沙塵暴的危害及中蒙聯手與國際社會共同防治〉，《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1 期，2006 年，頁 49-65。 
19參考消息，〈污染嚴重過度捕撈 歐洲多國將聯手治理多瑙河〉，2014 年 10 月 31 日，< 
http://mil.news.sina.com.cn/2014-10-31/1507808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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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昊（2006）提出了四種不同的國際合作型態。這四種不同形態的國際合作

實踐主要以「區域制度存在與否」以及「行為者對問題的共同認知強弱」作

為區別的標準。 

（一）區域治理型 

若特定地理區域內存有特定區域制度或區域國際組織，而區域內的行為

者對區域問題的共同認知程度趨強，則將成就「理想型的區域治理模式」。20 

    （二）有限約束型 

若特定地理區域內存有特定區域制度或區域國際組織，但區域內的行為

者對區域問題的共同認知程度趨弱，則國際組織或制度對行為者的約束力將

因行為者本身對共同問題的認知偏低而受限。21 

（三）有限默契型 

若特定地理區域內沒有特定區域制度或區域國際組織，但區域內的行為

者對區域問題的共同認知程度趨強。就此，國家間儘管沒有互動的制度架構，

但因面臨共同問題而產生共同需要，將成就有默契的互動關係，從而在未來

極可能愈亦朝制度化發展。22 

（四）各自為政型 

若特定地理區域內沒有特定區域制度或區域國際組織，同時在區域內的

行為者對於區域問題的共同認知程度趨弱，則該區域將陷入權力政治的惡性

競逐循環中。23 

20 類似探討多以歐盟為主，請見 Markus Jachtenfuchs, “The Governance Approach to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9, No.2, 2001, pp. 245-264；Ulrich Sedelmeir,“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cyAnalysis and Governance: A European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Western 
Politics, Vol. 24, No. 3, 2001, pp. 173-182。 
21 相關探討請見 Nicola Phillips, “Governance after Financial Crisi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Reformulation of Region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p. 383-398；Kenneth L. Johnson, 
“Critical Debates: Regionalism Redux? The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in the America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3, No. 3, 2001, pp. 121-138。 
22 相關探討請見 James Chace & Nicholas X. Rizopoulos,“Towards a New Concert of Nations,”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6, No. 3, 1999, pp. 1-10。 
23 相關探討請見 Jozo Tomasevich,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1941-1945: 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R. J. Crampton, The Balkan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Long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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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念上，這四種國際合作型態的理想型分別是（如表 1 所示）： 

表 1  區域合作的邏輯：治理模式的界定 

   制度              

認知 

存在區域制度 不存在區域制度 

行為者對問題的共同認

知強 

區域治理型（1） 有限默契型（3） 

行為者對問題的共同認

知弱 

有限約束型（2） 各自為政型（4） 

資料來源：楊昊，＜微型區域主義在東南亞跨域霾害治理上的挑戰與調適＞，

《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139-186。 

 

貳、英國、美國、東南亞地區霾害問題的治理經驗 

一、英國 

   英國對於京都議定書的回應，有部分始於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

首相時代，她決定將國家獨佔的大型能源產業民營化。柴切爾決心壓制工會

的氣焰，特別是煤礦業。民營化政策促使煤油發電轉變成天然氣發電，此外，

天然氣也是最便宜可得的能源來源。煤礦的關閉與北海天然氣田的成功開採，

剛好同時發生。1998 年，英國煤礦產量是 8400 萬噸，到了 1995 年降到了

三千五百萬噸，之後又減少了一半。24  

根據目前政府的估計，英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績效，有兩成可以歸

功於「衝向天然氣」（dash for gas）,儘管使用天然氣對消減其他溫室氣體的

貢獻更大，能源效率的改善（部分源於民營化的結果）占績效的四成。績效

中只有一小部分得益於環境政策，例如 2001 年開徵的氣候變遷稅（Climate 

Change Levy），各企業弱項減免氣候變遷，就必須簽訂資源能源協定，在未

24
安東尼•紀登斯，《氣候變遷政治學》（臺北：商周出版，2011 年），頁 37。 

11 
 

                                                      

 



來十年達成較嚴格的能源效率目標。25 

2008 年，英國制訂氣候變遷法，並成立「能源行動方案」。《氣候變遷

法》規定之主要內容為： 

1. 碳減量標準之設定。 

2. 成立「氣候變遷委員會」。 

3. 建立「碳交易制度」。 

提出「氣候變遷之衝擊與調適」建議方案與政策執行報告。26 

 氣候變遷委員會針對碳預算水準與減少碳排放的最適作法，向政府提出

建言。委員會也針對一些議題提出思考方式與建議，例如國際飛航與傳播的

碳排放如何列入減量目標（起初是被排除在外的），以及如何在國內獲取減

量餘額與運用國際碳排放交易機制。此外，氣候變遷法要求國際旅行與貨物

進出口造成的碳排放額，必須在該法通過的五年內列為減量目標。委員會也

會考慮將其他溫室氣體，估計約佔英國的氣候變遷整體衝擊的百分之十五，

列入減量目標。27 

二、美國 

1.通過實驗找到霧霾元兇 

1943 年有名的「洛杉磯霧霾」和之後發生的「光化學煙霧」污染事件，

讓洛杉磯政府和市民痛下決心根治霾害，在分析霾害產生的原因時，首先想

到的是位於市區的南加州燃氣公司生產廠，它生產一種合成橡膠原料的丁二

烯產品。在公眾的壓力下，該廠被迫臨時關閉。但是霧霾並沒有減少，反而

越發頻繁。人們開始意識到，霧霾產生的原因並非想像中的那麼簡單，而要

消除它也不是一夕之功。隨後人們知道霧霾還有許多其他來源，如機車和柴

油機車噴出的煙；後院焚燒爐、城市垃圾場、鋸木廠、廢木廠焚燒的垃圾等。 

25安東尼•紀登斯，《氣候變遷政治學》（臺北：商周出版，2011 年），頁 37-50。 
26陳聰富，〈制定氣候安全相關法案之面向與內容〉。陳泰然、包宗和（編），《全球風險環境的形構：氣候

變遷對臺灣總體安全的衝擊》(臺北：遠景基金會，2010 年) ，頁 317-338。 
27安東尼•紀登斯，《氣候變遷政治學》（臺北：商周出版，2011 年），頁 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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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洛杉磯時報》聘請空氣污染專家 Raymond R.Tucker 分析洛

杉磯霧霾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經過分析，Tucker 提出減少空氣污染 23 個

推薦方案，包括禁止在後院焚燒廢橡膠等。 

1952 年，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家 Arie J. Haagen-Smit 首次提出，霧霾形成

與汽車尾氣以及光化學反應下的氣粒轉化有著直接關係，並指出臭氧是洛杉

磯霧霾的主要成分，這與美國東部污染主要來自燃煤和重油產生的二氧化硫

有明顯不同。他的結論，成為大氣治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 

 

2. 舉行聽證會，開闢拼車專道 

洛杉磯還注重開發應用智慧交通系統，能平均減少車輛 12%的出行時間，

32%的交叉路口耽誤和 30%的交叉路口不必要停車。  

 

3.全民共同參與 

到了 1960 年代末，隨著美國民權和反戰運動的高漲，越來越多的人開

始關注環境問題。1970 年 4 月 22 日，2000 萬民眾在全美各地舉行了聲勢浩

大的遊行，呼籲保護環境。這一草根行動最終直達國會山，立法機構開始意

識到環境保護的迫切性。後來這一天被美國政府定為“地球日”。這次全國環

保大遊行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規模群眾性環境保護運動，除推動了《清

潔空氣法》的頒佈，還催生了 1972 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汽車製

造商與環保人士經過長期的博弈，直到 1975 年，才通過立法實現了所有汽

車都安裝了尾氣淨化器。這一措施被認為是治理洛杉磯霧霾的一個具有實質

意義的關鍵技術舉措。28 

三、東南亞 

為了要有效解決跨域霾害問題，目前以微型區域主義為基礎的跨域霾害

28
曹軍驥譯（奇普•雅各斯、威廉•凱莉著），《洛杉磯霧霾啟示錄》。（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

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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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應該在：第一，技術層面：持續推動東南亞火災與霾害資訊中心用

以建構區域災難及早預防系統，並藉以強化次區域國家的霾害資訊透明度；

第二，外交層面：重新省思如何能使印尼批准《東協跨域霾害污染協定》，

並在日後研擬適當且具有法律約束效力的辦法，以遏制日後災害與認為不當

處理行為的發生；第三，在實際運作層面：更應持續強化次區域國家的防災

與實際應變能力，並透過由亞銀等國際組織所自主的多元次區域計畫與國家

計畫來促使改善村落中實際農耕行為，以及改變私部門農產品公司的經濟誘

因。唯著重上述面向的能力建構，才能促使現今東南亞跨域霾害治理模式的

永續經營。29 

四、臺灣治理霾害現狀 

2011 年環保署開始採用美國細懸浮微粒空品標準值作為標準，並進行

法規預告作業。2012 年 5 月 14 日環保署在現有空氣品質標準中增訂 PM.2.5

項目，並制訂周邊環境標準值，進一步陸續加嚴工廠排放標準、工廠設備原

件逸散及廢氣燃燒塔管制。30臺灣過去空氣污染管制，以排放標準管制為主，

但是現今對生活品質提升，必須配合空氣品質管理策略才能符合國人需求，

故增加依空氣品質需求及劃定各級防制區、預警制度、防止空氣品質惡化等

規定。 31 

 

五、中國大陸治理霾害現狀 

中國大陸空氣污染問題是經年累月所形成的，要治理好空氣污染之重責

大任，必須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中國中央政府於 2012 年將 PM2.5 汙染管制

列為環境政策中最優先項目，突顯其事態嚴重性。中國現已採取具體汙染源

29楊昊，〈微型區域主義在東南亞跨域霾害治理上的挑戰與調適〉，《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139-186。 
30楊之遠、余騰耀〈兩岸霧霾（PM2.5）污染現況與未來合作展望〉，《專題報告 2014-9》（臺北：財團法人

中技社，2014）。 
31林玲珠，〈兩岸如何攜手防制霾害〉，《國政分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4 年），

<http://www.npf.org.tw/3/1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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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措施，包括：關閉周邊的燃煤電廠、在家庭用能方面盡快用燃氣替代燃

煤、提高車用汽油標準、嚴格審批工業項目等，於 2013 年年底，中國國務

院辦公廳發布「大氣汙染防制行動計畫」，其具體指標為到 2017 年，全中國

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懸浮微粒濃度比 2012 年下降 10%以上。32 

  

32許中駿，〈臺灣霾害成因、境外汙染影響及兩岸空品管制交流契機〉，《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7 期第 5
卷，2014 年，頁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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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治理意涵之分析 

第一節 環境 

第一項 環境的概念 

   環境這一詞來源於法語詞彙「environment」，《布萊克威爾環境管理簡明百

科全書》（Blackwell’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對「環

境」一詞的解釋是：支撐生命的物質：水、土地、空氣以及氣候。然而，它表

現了兩種假的印象：其一是這些物質是與活物相區別，其二則是這些物質用於

支撐生命。1首先，圍繞生命的這些物質的化學和物理的組成部分嚴重受到新

陳代謝以及有機體行為的影響。空氣的組成部分十分依賴於活物從其中移除以

及增加到其中的氣體；土壤主要是植物殘留物質，這些物質主要是由分解它們

的微生物以及穿過它們的動物所模制（moulded）；海洋、湖泊以及河流中的水

的質量在某種上取決於植物釋放二氧化碳以及大量其他的轉移。因此有機體的

環境可以準確地表達為不但由無恆明的矩陣組成，也由充滿生命的矩陣組成，

例如其他的有機體。其次，環境對活物的適應性，在該亞假設（GAIA 

Hypothesis）2中劃分出的登基使用於同樣的評估。3 

   「環境」如果從生物學、社會學、管理學、化學、環境保護等角度對其進

行詳細的定義，「從環境保護的宏觀角度來說，環境指的是這個人類的家園地

球。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主要包括：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其中

和人類生活關係最密切的是生物圈」。4 

   《中國大百科全書（環境科學卷）》認為「環繞著人類的空間，及其中可

1 Wiley Blackwell, “Blackwell’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nviromental Management”,2009,p.44. 
2 GAIA Hypothesis,http://www.bibliotecapleyades.net/gaia/esp_gaia01.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11 日。 
3 Wiley Blackwell, “Blackwell’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nviromental Management”,2009,p.44. 
4 Reocities，<環境定義>，http://www.reocities.com/rainforest/vines/8882/endef.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17 
 

                                                             

 

http://www.bibliotecapleyades.net/gaia/esp_gaia01.html,%E7%80%8F%E8%A6%BD%E6%97%A5%E6%9C%9F%EF%BC%9A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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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間接影響人類生活和發展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體」，5即人類環境。 

 環境也是你周圍所有能夠影響你發展的事物。更科學化解釋，環境是指

圍繞個人或組織的一套最終決定其生存形式和性質的複雜物理、地理、生物、

社會、文化和政治等條件。環境影響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發展。為此，人類進步，

發展都與環境密切相連。環境也能構成危險，比如說，空氣污染、飲水傳染疾

病、有毒化學物質和自然災害，給人類帶來挑戰。6 

本文所指的環境定義主要是指生態環境，即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的自然因

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並間接地、

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 

  
  

5 《中國大百科全書（環境科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 年，頁 154。 
6 聯合國青少年之家，<環境的定義>，網站：http://www.orldbank.org.cn/Chinese/youth/issues/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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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環境對人的重要性 

好的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現如今，環境受到嚴重的污染和

破壞，以致於威脅到人類的正常生活，我們不應再視環境為「自由財產」，

不能成為所有權的客體。7環境資源就其自然屬性和對人類社會的極端重要

性來說，它應該是人類的「共用資源」，是全人類的「公共財產」，任何人不

能任意對其佔有、支配和損害。8 

將環境的產權也就是環境的「所有權」賦予國家，由國家作為環境的所

有權人將環境分配給各個利益主體，在利益主體之間形成有序的關係，從而

克服市場失靈和「公地的悲劇」，之所以不直接將環境的產權授予各個利益

主體，主要原因有：一是有些環境要素如大氣產權難以界定；二是讓國家持

有產權可以使國家保留調控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的權力。9 

  

7李長春、郝秋芳、王爽，〈「公眾參與」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旅遊縱覽(下半月)》，2014 年 02
期，頁 88。 
8 羅應鵬，〈淺議公眾參與維護環境安全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論文下載中心》，2010 年，

http://big.hi138.com/wenhua/shehuiqita/201009/256093.asp#.WMeYdsHavD4。 
9常紀文、孫寶民，〈首例跨區域傾倒垃圾環境公益訴訟引發的思考〉，《中國環境報》，2017 年 3 月 9 日，

http://big5.qstheory.cn/gate/big5/www.qstheory.cn/zoology/2017-03/09/c_1120594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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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公眾參與」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 

環境安全按照覆蓋範圍的大小，可以分為地方環境安全和國家環境安全。

如果一種環境安全的效應外溢到其他地方比較少，就可以將它視為地方環境

安全。地方環境安全主要為當地居民提供環境利益，可以由地方政府來營造

和維護，國家環境安全為全體民眾提供環境利益如大的湖泊或者森林，政府

就應承擔保護和改善的責任。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環境

安全建設中的作用。公民和社會組織所起的作用應理解為幫助和監督政府履

行職責，也就是民主機制的一部分，具體表現為公民組成社會團體、公民和

社會團體參與政府決策、公民和社會團體監督政府。10 

政府應當在建設環境安全的過程中居於主導地位，公民和社會團體起的

是輔助的作用。但是，社會自治在國家之外扮演獨立角色，在現階段起到補

充作用；同時，國家對環境的管理是受全國民眾的委託行使管理權的，因而

又不能濫用委託權。針對政府失靈，不能單純依靠國家來解決，而應該發揮

社會和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參與和監督來避免。這就是公眾參與保護環境的重

要性和現實意義之所在。 

總之，針對全球日益嚴峻的環境安全現狀，每一位公民和每一個社會團

體都有責任和義務積極有序的參與維護環境安全，這也是當今全球政治、經

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 

維護國家的環境安全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政府部門履行應

盡的職責，企業和相關人士履行應盡的義務，更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否

則，維護環境安全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和國

10羅應鵬，〈淺議公眾參與維護環境安全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論文下載中心》，

http://big.hi138.com/wenhua/shehuiqita/201009/256093.asp#.WMeYdsHav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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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生活的主體，可以通過國家立法機關把自己的環境安全意識上升為國

家環境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而且可以通過公民自己和各種社會團體的廣

泛積極參與，依法監督和維護國家的環境安全事務，促進社會各項事業的可

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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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治理的意涵 

     第一項 何謂治理 

1989 年，世界銀行在其研究報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的概念，來

概括當時非洲的狀況。自此以後，「治理」（Governance）一詞頻頻出現在聯合

國的諸多文件中，並逐漸被各個學科領域的學者們所接受，廣泛應用於經濟、

社會和公共管理有關的理論和實踐中。11 

199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門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對「治理」的概念、內涵進行深入研究，協調全球治理

相關事務。「治理」來源於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1986

年的《韋伯斯特新國際辭典第三版》把「治理」首先定義為「由管理一個城市，

或者公司等等的人們控制它們的那種方式」。12治理同樣也意味著「統治的官員、

權力或功能」，「被統治的狀態」，「統治的方式或方法」，或「統治制度」。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隨著理論研究和實踐的深入，「治理」一詞被注入了

許多新的內涵。Pierrede Senarclens 認為，治理反映的就是這樣一種觀念：各國

政府並不完全壟斷一切合法的權利，政府之外，社會上還有一些其他機構和單

位負責維持秩序，參加經濟和社會調節。13 

全球治理理論的專家詹姆斯·N.羅西瑙（James N. Rosenau）將治理定義為

一系列活動領域裡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

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援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

11 俞可平等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及對其治理的意義〉，《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191。 
12 See Merriam-Webster’s Dictonary. Retrieved June 6,2010,from 
http://www.learnerdictionary.com/search/governance. 
13 皮埃尔·德·赛维可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国际社会科学》，1998 年，第 3 期，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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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14世界銀行對「治理」的定

義是：治理是指行使政治權力來管理一個國家的事務，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務、

可靠的法律制度，以及對公眾負責的行政當局。15 

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將治理定義為「行使經濟、政治和行政權力，管理國家

各級的事務，治理包括一些機構、過程和機構，使公民和群體能夠藉以表達他

們的利益、行使他們的法律權利、履行他們的義務和調解他們之間的分歧」。

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定義是：各種公共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

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

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

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四個特徵：

「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

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涉及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

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16 

弗雷德里克森認為，「作為公共行政的治理的第一個和最明確的含義是：

它包括了參與公共活動的各種類型的組織和機構。例如，用公共管理和公共行

政來描述大都市的交通運輸系統便不恰當，但是，用治理來描述這一系統就很

恰當」。他對治理提出了四種定義，第一種是指在治理中，行動的網絡包括了

全部的公共組織——政府的、非政府的、營利的、非營利的、國家的、超國家

的組織，這樣，公共行政的領域就大大地擴展了；第二種是指當代的多元主義

14俞可平等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及對其治理的意義〉，《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191。 
15 World Bank,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Retrieved June10，2010，from the electronic library of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16鍾京佑，〈全球治理與公民社會：臺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觀點〉，《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八期，

民國 92 年 6 月，頁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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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多元主義，在多元主義的體制中，治理包括了所有利害關係的利益主體：

政黨、立法機關及其分支機構、利益集團、中間人、組織、顧客、媒體、賣主

等等；第三種解釋了多元制度下組織環境存在的原因，當代的領導者和政策企

業家正是在這種多元的環境中執行政策的，在治理的環境下，他們的工作更是

隨心所欲，更具有政治性，要承擔更大的風險，更具有創造性，而更少具有組

織性，更少受層級的控制，更少受規則的限制，更少具有管理性；第四種認為

治理意味著重要性，意味著合法性，意味著一種為達成公共的目的而做出的崇

高而積極的貢獻。17 

從上述定義中，我們可以找出「治理」的共同特徵，即主體的多元化、多

中心、網絡化，以協調為基礎，強調互動和回應，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因此，本文將「治理」定義為：以政府為主的、包括私營機構，非營利組織以

及公民在內的多元主體在各種制度安排下通過協調與有效合作來管理共同事

務，從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和機制。 

治理代表著四種公共部門形態發展變化的集合：「逐漸出現利用私人公司

和非營利機構從事政府工作的模式；從顧客——公民的角度考慮，採取橫向『協

同』政府、縱向減少程式的做法；技術上的突破大大減少了夥伴之間的合作成

本；公民希望增加公共服務選擇權的要求不斷提高」。18在治理過程中，政府、

私營機構、非營利組織，以及公民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網路化，跨政府關係甚至

跨國關係變得日益突出。因此，治理要求更大的協調性、互動性和回應性。 

17張成福等譯（[美]喬治·弗雷德里克森著），《公共行政的精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 
頁 76-78。 
18孫迎春譯（[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艾格斯著），《網絡化治理；公共部門的新形態》，（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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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跨域治理的意涵 

一、何謂跨域治理？ 

學術界也或多或少有所闡述，如卓凱和殷存毅認為，為解決區域合作面臨

的困境，需要建立一個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跨域治理體系，以推動區域合作的

進一步深化。19馬奔也指出，面對區域性危機管理中出現的問題，需要構建有

效的危機管理跨域治理的機制和模式，以實現國家對危機的有效管理。20這一

系列的研究成果表明跨域治理已經成為解決區域性重大公共問題行之有效的

模式。 

陶希東認為，跨域治理是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產業融合化及組織變革化

而發展起來的涉及多學科的全新治理理論，其秉承主體多元、多維互動、網路

合作的治理理念，是一個集跨域治理、跨不同政府及部門治理、跨公私合作治

理的多維互動體系。21婁成武和於東山闡述了跨域治理的典型模式的類型和含

義，他們指出跨域治理的典型模式有夥伴關係模式、行政性合作模式和碎片化

模式。由此可見，跨域治理理論無論是從其理論研究本身，還是解決區域性公

共問題來看，都已經成為探討區域性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創新的一個必然選擇。 

 

二、跨域治理霾害的必要性 

本文所研究的跨域合作治理，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轄區的公共部門，

由於它們彼此之間行政邊界相鄰和功能重疊，在治理區域性公共事務時，需要

公共部門、私營部門、非營利組織及其公民的聯合行動，來解決難以處理的公

19卓凱，〈殷存毅．區域合作的制度基礎：跨域治理理論與歐盟經驗〉，《財經研究》，第 1 期，2007 年，頁

55-65。 
20 馬奔，〈危機管理中跨域治理的檢視與改革之道——以汶川大地震為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第 24 期，2009 年，頁 147-152。 
21陶希東，〈跨域治理——中國社會公共治理的戰略選擇〉，《學術月刊》，第 8 期，2011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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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問題。22。正如孫友祥等所言，跨域治理應是建立在市場原則、區域認同及

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平等合作，其突出的特點是確立了不同主體之間以談判為基

礎的網路合作的基礎，旨在通過合作不斷提升解決區域內公共問題能力。這不

僅解決了傳統行政區行政所帶來的困擾，也成為搭建國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的紐

帶和橋樑。23 

 

三、空氣污染的跨域治理，至少有四項屬性必須重視 24： 

（一）不可分割的公共性。作為一個公共議題，其範圍往往超越了任何一個部

門、組織或政府層級的管轄權。由於單一地方政府不能單獨解決好空氣污染問

題，需要多個地方政府和其它主體協作，共同面對。 

（二）外部性。作為跨域性事務的另一項特性，某一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或行動，

其所產生的後果卻可能是由其他的地方及民眾來共同承擔的。因此，空氣污染

防治只有包含和體現了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才能獲得支持和實施，才能有

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三）政治性。呼吸優良的空氣是人們的普遍需求，也是各地方利益的共同表

現。空氣污染防治作為跨域性公共事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允許各地方做出

有損整體利益的行為，尤其強調聯防聯治的協調性。因此，必須思考如何通過

政治制度的設計來安排集體行動。 

（四）綜合性。空氣污染防治需要依靠行政、法律、科技手段等多種手段和力

量，採用綜合的預防和治理措施，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跨域治理的理論淵源，

22 婁成武、於東山，〈西方國家跨域治理的內在動力、典型模式與實現路徑〉，《行政論壇》，第 18 期，2011
年，頁 88－91。 
23 孫友祥、安家俊，〈跨域治理視角下武漢城市圈區域合作制的建構〉．《中國行政管理》，第 8 期，2008 年，

頁 57－59。 
24汪偉全，〈空氣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區為例〉，《公共管理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

2014 年 1 月，頁 56－60。 
26 

 

                                                             

 



主要有政策網路理論和協同治理理論。政策網路是指「一群因資源依賴而相互

連接的群眾或複合體，自行組成網路，這些網路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構成了政策

網路」。25最早是由 Katzenstein 於 1978 年提出 26， 隨後 R.A.W. Rhodes、Robert 

Leach 和 Janie Percy-Smith 等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自上世紀 70 年代末以來，

由於各種經濟、社會、環境問題日趨嚴重與複雜，現代國家決策範圍不斷擴大，

且官僚組織無法獨立處理這些公共事務。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政策主體結構出

現碎片化（Fragmentation）、部門化（Sectoralization）與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

的趨勢，以及整個社會去中心化（Centerless）的趨勢。27特別是在範圍與責任

日益模糊的情況下，需要政府、私人部門、第三部門或者志願性組織和團體，

進行多元主體的協商合作。28 

  

25 ROBERT L，SMITH J P． Local Governance in Britain［M］Palgrave Macmillan Limited，2001：81－135． 
26  KATZENSTEIN P J．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isin Press，1978：344． 
27  MARIN B，MAYNTZ R． Policy Network：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M］ . 
Campus Verlag: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1991：17． 
28  RHODES R A．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J］ ． Political Studies，1996，
44（4）：65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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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環境治理機制的特色 

全球環境治理機制是國際社會行為體 (主要指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 在解

決全球環境危機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一系列制度化(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機

構、規範、公約、原則和程式，是當今國際治理機制的一部分。在實踐中，全球

環境治理機制主要由結構主體、議題領域、作用管道、原則規範、操控方式來構

成和運作，大體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色 29： 

 

特色一：制定指導原則和法律規範， 推動環境治理的制度化 

由於環境問題是個全球性公共問題，具有外溢性等特點，在全球環境治理中

國際社會必須遵守一定的通行的指導原則和法律規範，而這些指導原則和法律規

範常常借助國際公約或會議宣言加以闡明。 前者主要包括國家環境主權原則、

國際合作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風險預防原則等；

後者包括各類涉及環境問題的國際公約、議定書等，如《生物多樣性公約》、《聯

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等。30 

 

一、環境法規中的區域性和全球性問題 

就環境法規來說，既有全球性的環境法規，也有區域性的環境法規，而且這

兩者共同構成國際環境法規整體。因為環境問題既有全球的共性，也有區域的個

性。具體來說，各區域環境問題的特點有所不同，人類活動對其影響又有深有淺，

造成各區域環境保護的目標、要求、措施自然有差別。同時，來自同一區域的各

國面對大體相似的環境問題，加上各國在地理、歷史、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相互

29
藺雪春，〈全球環境治理機制與中國的參與〉，《國際論壇》，2006(2)：頁 39-43。 

30
藺雪春，〈全球環境治理機制與中國的參與〉，《國際論壇》，2006(2)：頁 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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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使得在對該區域環境採取保護措施方面更容易找到共同的語言、達成協調的

意向。採取區域性合作的方式簽訂國際公約便成為環境法規產生的重要途徑，區

域性多邊的或雙邊的環境公約也就成為國際環境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相比

之下，全球性的環境公約往往更易於有效地執行。31因此，今後既要注重全球性

環境法規的制定，也不能忽視區域性環境法規的簽署。 

 

二、環境法規中的「硬法」和「軟法」問題 

國際環境法規中「軟法」居多。因為環境問題比較複雜，環境法規不可能一

次就能對所調整對象的權利和義務規定得全面而又具體；並且，出於對經濟、政

治等諸種因素的綜合考慮，各國在應對國際環境問題時都希望保留自己的環境自

主權，加上各國對環境問題的認識不同步，在全球環境治理上一開始就制定有約

束力的國際環境法規即「硬法」實屬不易。 

因此一般先以《框架公約》的形式對環保措施和各國的權利義務形成一些原

則性的規定，待有關各方對相關環境問題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後，再由締約國將各

方具體的權利與義務及其他具體的事項以議定書和附件的形式加以規定。這種

「框架公約+議定書+附件」的形式在國際環境治理領域得到了普遍的運用。32「軟

法」雖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和強制力，但往往有益於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的產生，

對各國的行為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33 但是，「軟法」也有其致命的弱點，突出

表現為缺乏具體明確的實施機構、實施程式，更缺乏對國家不履約行為的處罰和

監督機制，從而對國際環境法規自身的尊嚴和嚴肅性造成傷害， 刺激成員國的

31秦天寶，〈國際環境法的特點初探〉，《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頁 16-19。 
32秦天寶，〈國際環境法的特點初探〉，《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頁 16-19。 
33王曦，國際環境法的特點[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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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約心理，極大地削弱了國際環境法規的執行力。34因此，在今後的國際環境

立法活動中要盡可能制定更多的「硬法」，逐步減少「軟法」的比重。 

 

三、 環境法規中的獨立性和整體性問題 

受環境問題的全球性、整體性所決定，對全球環境的治理和保護應該是統一

而完整的。但現行的國際環境法規主要是通過不同主題的條約體系來解決國際環

境問題，而且同一主題內的條約都以特定的環境問題為調整物件。這種「分而治

之」的立法方法優勢在於規則的制定明確具體，直指被調整物件，成員國之間易

於達成共識，便於國際環境法規快速施行。然而，這種各個擊破的立法方式也造

成國際環境法規的部門分割問題，導致各個環境條約之間可能存在真空地帶，從

而很難形成一個統一協調的國際環境法規體系。而且由於各個環境條約的締約方、

法律義務及責任均不同，相互之間缺乏有機聯繫，甚至出現諸多矛盾和交叉。並

且，由於有的條約沒有固定的執行機構，各條約的監督機構又各自獨立，這就給

條約的統一實施帶來很大障礙。 另外，國際社會如果想要將這些零星分散的、

條塊分割的環境條約分別進行談判和管理，需要做大量的重複性工作，從而浪費

人力、財力和時間。35因此，在保障各環境法規的獨立性的同時，更要注重國際

環境法規的統一性，發揮整體合力。當然，完善全球環境法規是個長期的過程，

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 

  

34王超鋒，《論國際環境法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4)：頁 28-30。 
35王超鋒，《論國際環境法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4)：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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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二：發揮聯合國的作用，促進國際社會的合作 

一、 聯合國發揮作用的途徑 

目前，聯合國已經形成以聯合國大會和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為最高決策機構，

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核心的工作機構，以聯合國各專門機構及其他機構為主體

的多層次、跨領域的國際環境治理系統。例如，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召開了迄今

最重要的三次全球環境峰會，世界上最重要的環保機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可持

續發展委員會都是經聯合國大會批准建立的。36作為聯合國大會和聯合國經濟和

社會理事會的附屬機構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國際環境領域主要執行三項核心

功能：環境知識的獲取與評估、環境品質的管理、國際支援行動等。 聯合國開

發計畫署幫助成員國推動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同時，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大都

也肩負著環境使命：世界氣象組織關注大氣污染和氣候變化，聯合國糧農組織關

心與農業、林業、漁業有關的環境事務，世界衛生組織注視著環境對人類健康的

影響，國際原子能機構則在控制放射性污染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37 

 

二、聯合國發揮作用的內容 

（一）聚焦環境問題，提高國際社會的關注程度舉辦各種高層、大型的國際環境

會議，將環境問題列入國際政治議程，使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環境問題；向世界

提供環境資訊，提高世界各國的環保意識；提出和傳播新觀念、新思想，引導世

界環保的發展方向。 

 

（二）促進國際環境談判， 加強國際環境合作提出環境談判的議題，創設談判

36張海濱，〈聯合國與國際環境治理〉，《國際論壇》，第 5 期，2007 年，頁 42-80。 
37檀躍宇，〈藍星守護者——細說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環境保護》，第 15 期，2011 年，頁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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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倡議發起環境條約的談判；提供國際環境談判的場所，搭建各國環境交流

的平臺；通過發展和完善履約機制，促進國際環境條約的執行。 

 

（三）借助績效評估， 推動環境政策的協調，利用聯合國自身的資訊和技術優

勢，評價各國環境政策。促使各國政府在發現本國環境治理成績與不足的同時，

更加有效地修正自身的環境政策，提高環境治理和保護的能力。 

 

（四）對國家履行的國際環境條約施加影響。一方面，通過聯合國自身的影響力

或鼓勵環境非政府組織對一些國家特別是某些發達國家施壓，提高他們履約的政

治意願；另一方面，通過聯合國的一些專門機構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和完善環境

機構、環境法規以及培養環境人才，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援，協助發

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來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履約能力。38 

 

三、聯合國發揮作用的局限 

當然，聯合國在國際環境治理領域的作用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易

受大國控制，「獨立性」不足；國際制度存在著制度缺失；聯合國系統的各類環

保活動和政策缺乏協調機制，比如說，現存的制度安排缺少外部監管；存在民主

缺失，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受到很大局限；環境規劃署的權威性不夠等。這些意味

著聯合國在國際環境治理領域的工作任重道遠，需要不斷完善和創新。 

 

特色三：建立履約機制，加強履約能力的建設 

國際環境法規制定後，如何履行就顯得至關重要。 履行就是「意旨轉化為

38張海濱，〈聯合國與國際環境治理〉，《國際論壇》，第 5 期，2007 年，頁 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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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過程」，國際環境法規的履行具體分為國際層面的履約和國家層面的履

約。 

 

一、 完善國際履約機制 

在國際履約層次上，一些環境法規已形成由締約方大會、特設工作組會議以

及技術專家組會議等構成的會議制度與履約機制。國際履約過程體現了四個特點：

(1)利用多種回饋機制保證國際環境法規的公平性和活力，以全方位解決全球環

境這一綜合性問題；(2)注重由專家提供科學和技術方面的資訊決策，保證談判

在科學和技術上的可行性；(3)注重國家層面的履約， 保證國際環境法律規範落

到實處，並通過高級別會議保證締約國最大程度地達成一致，提高決議的可行性；

(4)通過締約國大會的談判和議題將國際層面和國家層面的履約聯繫起來，充分

反映國際環境治理的發展動向。 

 

二、提高國家履約能力 

全球環境治理上的法律規範能否發揮作用，關鍵在於各簽約國是否履行。 國

家履行國際環境法規就是指國家在簽署和批准國際環境法規之後，針對所做的承

諾而採取的措施和行動。以中國為例，一國履約過程大致包括：（1）制定和執行

履約方案和政策。中國政府在政策層面上發佈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政策，《氣

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

策與行動》等。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實施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出建設資源節約

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2）完善國內相關立法。中國廢、改、立了諸多與國際環

境制度相關的法律、法規，以解決國際環境條約向國內法轉換的問題。（3）設立

履約機構。中國在簽署國際環境條約後，設立或委派相應的履約機構，如設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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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工作協調組」、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國家應

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等。（4）加強履約宣傳和人員培訓。加強宣

傳，提高人們對環境保護問題的認知，營造遵守和履行國際環境條約的良好氛圍；

加強培訓，不僅高度注重參加談判的高級行政官員的培訓，還有針對性地加強對

有關部門和地方政企的相關人員的培訓。（5）建立國家聯絡點，提交履約報告。

比如中國為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建立了《公約》國家聯絡點，並向《公約》

秘書處提交國家履約報告和有關專題報告。39總體來說，履約是一個動態的、回

饋的、注重實效和可行性的過程。 其中，提高國家履約能力至關重要。 

 

特色四：加強專案管理，重視示範與引導作用 

一、加強項目管理， 利用經濟和市場的手段解決環境問題 

環境問題是一個需要龐大的資源投入的問題，而在一定時間內全球資源是有

限的，這就決定了在全球環境治理過程中要提高資源投入的效率。因此，遵循通

過市場機制、利用經濟和市場的手段原則，通過市場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就成為全

球環境治理的必然選擇。專案機制和資金機制是全球環境治理中最為典型的兩種

市場手段。其中，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就是典型的已開

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實施溫室氣體減排方面達成合作的項目機制，CDM 專案

的設計、開發、實施和融資都以企業和市場為導向。申報 CDM 專案需要通過一

系列嚴格的程式。CDM 項目為幫助已開發國家實現其溫室氣體減排義務、解決

開發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所需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實現各國合作共贏，為解

決氣候變暖問題發揮著積極有效的作用。但是有時一國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經費卻

39季柳陰來，〈國際環境條約在中國的履行——以《生物多樣性公約》為例〉，《法制與社會》下詢刊，第 6

期，2011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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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成功註冊 CDM 專案，從而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至於資金機制，最為典

型的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資金機制，它是已開發締約方根據《公

約》向開發中締約方提供履約資金的組織和運作規則。這種資金機制有審議機構

和運作實體，自 1991 年至今，它在氣候變化領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存在

運作效率不高，資金提供不足、分配不公，資金的申請、審批程式複雜，操作不

透明等諸多問題。可見，改革和完善全球環境治理中的專案機制和資金機制十分

必要。 

 

二、重視示範與引導作用，影響各國的環境政策和措施 

環境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綜合性問題，僅憑一國的力量難以解決，需要國際社

會的共同努力，特別需要國際組織的示範與引導作用。國際組織通過提供專案示

範和政策示範等管道和方式，對各國環境政策產生影響。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

機構通過設立一系列示範區、評選示範獎（如環境規劃優秀示範城市、生態城示

範城市等）等，加強對各國環境保護的引導；世界銀行定期發佈工作手冊，提供

政策工具，並附有說明政策工具優點和不足、適用條件和實際案例的簡要指南，

鼓勵各國參與國際環境治理專案合作。 

 

特色五：建立資訊公開制度，加強公眾參與 

一、加強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是全球環境治理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原則，是環境民主原則的重要體

現。早在 1972 年，《人類環境宣言》就強調了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此

後許多國際環境立法當中都開始重視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問題。1992 年聯合國環

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里約宣言》和《21 世紀議程》都把公眾參與作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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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予以確定。國際環境法規實施的關鍵在於各國國內法規的實施，因此加強各

國公眾參與將有助於國際環境法規的有力實施。40 

二、重視非政府組織的監督作用 

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處於相對獨立的地位，決定了它們在參與

全球環境治理的過程中擁有著「特殊的權威」：它們可以通過合乎國際法則的手

段對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製造輿論、施加壓力，以期政策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

轉變；41它們日益成為國際法的主體和制訂者，在國際環境領域發揮著創制的作

用；它們對一些國際制度的形成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政府間國際組織就是在它

們的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不過，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也有其局限性。 

其一，許可權的合法性問題。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瀝青。非政

府組織與主權國家的關係發展也不充分，主權國家依然是制約非政府組織發揮更

大作用的巨大障礙。其二，管理與執行問題。在管理方面，非政府組織日益面臨

著機構龐雜、制度混亂等問題，造成了其治理效率的下降，也影響了其在成員中

的公信力。同時，非政府組織為解決全球環境問題而出臺的一系列決議、宣言等

在具體執行時卻面臨重重困難。其三，規模問題。非政府組織的規模總體上相對

較小，其中絕大多數掌握的資源比最弱小的國家還要貧乏，影響非政府組織作用

的發揮。42 

三、 建立資訊公開制度 

要確保公眾的真實有效參與，必須做到資訊公開。全球環境資訊公開制度包

括兩部分。一方面是國際組織或國際公約的資訊披露機制和資訊交換平臺。由於

環境問題是跨越國際的，單個國家的資訊搜集能力就顯得力不從心。由高度專業

40
張海濱，〈聯合國與國際環境治理〉，《國際論壇》，第 5 期，2007 年，頁 42-80。 

41宋渭澄，〈聯合國體系下的非政府組織及其國際政治效應〉，《國際論壇》，第 2 期，2003 年，頁 7-13。 
42張驥、王宏斌，〈全球環境治理中的非政府組織〉，《社會主義研究》，第 6 期，2005 年，頁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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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技術專家組成的國際組織擁有豐富的資訊處理和分析經驗，能夠提供豐富的

資訊。這些國際組織通過定期的、制度化的資訊發佈機制和平臺將一些隱匿於公

眾視野之外的足以威脅全球環境的資訊公之於眾，或使以往局限於較小範圍的資

訊得到廣泛的傳播，使一國政府在即將面臨的環境危機面前做好充分的準備。43

同時通過資訊交換平臺，能夠加強各國間的環境資訊交流，實現資源分享，減少

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國家層面的資訊公開制度。根據《聯合國氣

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簡稱 

FCCC），國家資訊通報和國家政策協調等是履行 FCCC 的重要指標。為此，中

國大陸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初始國家資訊通報》，建立了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全球環境資訊交流網路中國國家聯絡點。在中國大陸，2006 年推出了

《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2007 年出臺了《環境資訊公開辦法(試

行)》。 

  

43李斐、祝耀偵，〈全球環境問題與國際組織的治理〉，《文教資料》，第 1 期，2007 年，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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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岸跨域治理霾害的必要性 

空氣污染跨域合作治理在世界上有許多成功經驗，如倫敦的府際合作模式成

功地解決了倫敦煙霧問題，美國加利福尼亞南海岸空氣品質管制區作為跨域治理

中的網路治理模式成功解決了洛杉磯光污染問題，歐盟推廣實施的「空氣清潔與

行政計畫」的市場模式也有效地管理了歐盟各國的空氣污染排放。這些成功經驗

為兩岸跨域霾害治理轉型指明了方向，跨域、協作及治理儼然成為能夠成功解決

霾害污染問題的良策。 

就地理位置來看，臺灣正好位於太平洋和歐亞大陸的交界點上，冬天來自中

國大陸的東北風夾雜著空氣污染物，已多次隨冷氣團南下，明顯造成臺灣空氣品

質不良。因此霾害跨域治理有其必然性。 

目前，兩岸霾害污染頻頻爆發，程度愈演愈烈，呈現出長期性、跨域性及複

雜性等特點，迫切要求改變傳統的治理模式，走跨域治理之路。因為霾害污染屬

於區域性公共問題，具有高滲透性和不可分割性，其危害已經超越了區域內任何

一個單一政府組織及部門的管轄權，所以，霾害治理也不僅僅是單一行政區劃面

臨的問題，而應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關注的複雜的區域問題。這需要打破行

政區限制，由區域內各個主體聯合行動，實行跨域合作治理，才是破解霾害治理

困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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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霾害現狀與對策 

 第一節 中國大陸霾害汙染現狀 

伴隨著全球經濟的高速發展，能源消耗所帶來的污染使得環境問題日趨嚴峻，

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隨之出現。霾害變成了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環境污染問題之一，

於 2013 年正式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面對霾害汙染，人們似乎如臨大敵，防霾工

具比如口罩、空氣淨化器等等的銷量大幅上升正是說明瞭這一點。人們在對霾害

進行研究時，意識到霾害是一種不同於原有的水污染等類型的污染問題，而是屬

於大氣污染，其爆發特徵往往是有規律可循的。而中國大陸目前所出現的霾害汙

染往往是連續性較強、災害性較大的累積污染。 

自 2013 年以來，持續大規模的霾害已經影響了中國大陸四分之一的國土面

積、約六億的人口，河北南部、山東大部、江蘇大部、浙江北部等地空氣品質為

重度汙染至嚴重污染，其中京津冀地區的汙染情況尤為嚴重。中國大陸環保部門

和中央氣象臺發佈的資料顯示，2013 年 API 污染指數排前 10 位的城市中，京津

冀地區就占了 7 個。京津冀地區的 13 個城市中，空氣品質平均達標天數僅為

37.5%。霾害汙染成為了京津冀地區發展的副產品。京津冀地區每年所創造的中

國大陸生產總值約占全國的 10%，但其中一大部分都是由鋼鐵、建材、石化等高

耗能、高污染的產業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體量吸引了大量人口，京津冀區域面

積約占全國的 2%，人口卻占全國的 8%。密集的人口推動了城市建設的進程，

但大量的煤炭燃燒、汽車尾氣、建築揚塵等也構成了霾害汙染的主要方面。1 

霾害涉及範圍之廣、危害程度之大、應對策略之難，使霾害治理受到高度重

視。霾害主要是因為 PM2.5 會沉積在肺部引起炎症，從而引起一些惡性病變。

1 韓志明、劉瓔，〈京津冀地區公民參與霧霾治理的現狀與對策〉，《天津行政學院學報》，第 18 卷第 5 期，

2016 年 9 月，頁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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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河南省也是霾害的重災區，且河南省內不同地區的霾害形成

的原因各不相同。鄭州、洛陽、開封等工業比較發達、居民平均收入較高地區產

生霾害的主要原因是工業燃煤、建築施工和汽車尾氣；河南南部產生霾害的主要

原因是建築垃圾、道路揚塵與物料的不合理堆放；河南北部和河南西部煤礦資源

比較豐富，煤炭生產、消費、燃燒成為產生霾害的主要原因。2  

 
 
 

  

2 李飛，〈河南省霧霾防治現狀、問題與對策研究〉，《社會治理》，2016 年 4 月，頁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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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霾害成因 

    自 2013 年，中國大陸霾害災害頻頻發生，僅在當年的一月份就於華北華

東等地連續出現四次以上的中度霾害。霾害主要是因為 PM2.5 會沉積在肺部引

起炎症，從而引起一些惡性病變。根據醫院統計，肺癌患者的增長人群主要集中

在 50 歲以上。但是最近幾年，30 到 50 歲的人群增長率最快。霾害在吸入人的

呼吸道後對人體有害，長期吸入嚴重者甚至會導致死亡。霾害被稱為健康的「隱

形殺手」，以前的大氣污染主要是降塵，而現在的霾害，實際上是一氧化碳、氮

氧化物等。假如霾害中混雜著有害物質，就會對健康產生直接危害，包括對神經

系統、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內分泌系統的破壞。 3 

   霾害作為一種由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成分較多的細小顆粒物和灰塵等等結

合水汽所構成的一種大氣污染，其來源既有自然因素也和人為因素分不開，本質

來說，霾害需要一定程度有毒物質積累才能形成，故而也是一種積澱爆發型的污

染，不同於其他水污染等類別。霾害更接近於光污染，但是其化學反應更為複雜，

結合氣候條件的變化就成為了更為特殊的大氣污染類型。 

    霾害的形成與自然和人為雙方面因素密切相關。自然中的地理因素諸如溫度、

濕度、風力等等自然條件，而人為因素則是純粹的人為污染問題。 

    就自然因素而言，首先，霾害爆發主要集中在冬季，由於冬季大氣壓偏低，

因此空氣中的細小顆粒物更易聚集且難以流通，而此時如果加以較大的風力，空

氣的急速流動就能使得污染物聚集被打破從而使得該區域的霾害災害情況減弱，

但若該地區的空氣流動性較差，霾害汙染物就會越積越多;其次則是冬季溫度偏

低，日照時間也短，空氣蒸騰等作用不大，在垂直方向上容易出現逆溫，加劇了

3劉鴻志，〈霧霾影響及其近期治理措施分析〉，《環境保護》，2013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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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空大氣污染物的凝結聚集;最後則是由於近年來越演越烈的城市熱島效應，

城市的內外大氣迴圈互相幹擾，使得城鎮區域風力日趨減弱。4 

 相對而言，人為因素所帶來污染物排放則更為複雜，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譬如交通運輸、工業、建築、能源排放等等都有可能。總體而言，主要方面如下: 

    首先是交通運輸中所產生的污染。當前中國大陸的機動交通運輸工具產業發

達，其產品數量節節高漲，機動運輸工具所排放的尾氣成為了霾害形成的元兇之

一，而其不斷移動造成霾害汙染範圍不斷擴大。汽車尾氣的排放標準相對偏低，

尾氣淨化等裝置己經無法滿足當前污染淨化的需要，儘管有相當數量的運輸工具

所排放的尾氣達到國家標準，但由於其基數過大，顯然還是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

中國大陸的環境，此外尾氣排放嚴重超標的運輸工具仍在私自運營，也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環境的污染。再者就是中國大陸部分地區的基礎設施相對較差，修建

抑或是翻新時，交通運輸過程中的揚塵造成的環境污染不可忽視。5 

   其次是生活污染，這與中國大陸人口基數較高密不可分。由於冬季氣溫偏低，

仍有不少地區需要通過燃燒煤炭等方式取暖，煤煙量排放巨大，其他可代替的能

源方式尚未成熟和普及，故而冬季時的煤煙污染相對其他時刻更為嚴重。還有就

是餐飲類食物烹調所帶來的油煙污染。在中國大陸的傳統飲食之中，烹調往往會

帶來大量的油煙，而在人口基數眾多的情況下，這一排放的總量也不容小覷。此

外則是鞭炮和吸煙等污染，儘管中國大陸己經廣泛推行禁止燃燒爆竹，但是並不

能全面杜絕鞭炮的燃放;而吸煙所產生的煙霧污染則更是如此，當前中國大陸吸

煙人口高達 5 億，其產生的污染總量也是相當可觀的。6 

4 於華鵬，〈多部委集中診治“霧霆中國”〉，《經濟觀察報》，2013 年，第二版。 
5蘆育紅，〈淺談交通業的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中國論文聯盟》，

<http://www.lwlm.com/huanjingbaohu/201110/565664.htm>。 
6佟彥超，〈中國重點城市空氣污染預報及其進展〉，《中國環境監測》， 2006 年，第 22 期，第二版，頁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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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是工業及建築業中所產生的污染。許多工業產業，企業主只重視眼前的

蠅頭小利而忽視了長遠的環境問題，私自排放污染物、污染超標等現象時有發生。

而建築行業也是如此，中國大陸城鎮化進程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城鎮施工過多，造

成的揚塵和污染排放總量也甚為可觀。而對於這方面的污染標準則極其模糊，甚

至相關管理也十分懈怠，因此中國大陸建築和工業的隨意污染狀況十分嚴峻。 

    最後則是能源結構的科學化水準偏低。當前中國大陸霾害汙染的主要污染物

來源是燃煤和石油，兩者的使用量也是中國大陸能源消耗的主體，其占比達到了

四分之一;縱觀中國大陸的能源消耗，僅在煤炭這一消耗量上，一國就幾乎可以

與世界其他各國消耗總和相提並論。此外，中國大陸在如何科學環保的利用能源

資源方面十分粗糙，譬如對於煤炭使用中應當進行的「洗煤」環節在中國大陸推

行率不足 3%，而反觀國外等已開發國家則高至 80%以上。 7  

7 王紅、齊建國，〈PM2. 5 高排放與治理的技術經濟思考〉，《經濟縱橫》，2013 年，頁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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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大陸霾害防治對策 

中國大陸在「十二五」期間採取的是單一污染源治理模式，關注電廠等工業

大點源的治理，對燃煤小鍋爐污染、揚塵等污染源以及機動車等移動源治理力度

不夠，單一污染源的治理模式已不能適應多污染物協同控制的要求。要解決當前

突出的霾害問題，需要實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揮發性有機物等多污

染物協同減排，深化工業污染防治，同時加強移動源污染的治理工作。在奧運會、

世博會和亞運會期間，保障空氣品質的成功經驗表明，對於區域大氣污染問題，

必須加強聯防聯控機制，提高聯防聯控能力，區域內各行政轄區協同控制，才能

有效減少霾害天數。通過探究霾害治理的法律對策，將 PM2.5 納入新的環境品

質標準體系中，有助於完善中國大陸現有大氣污染防治立法體系，加強政府、企

業、公民的環境保護意識與責任。 

中國大陸在 2016 年 12 月 22 日凌晨發射首顆、也是全球第三顆大氣研究衛

星，將在七百公里高的太空同步軌道，每十六天掃瞄地球一次，以了解各地區的

二氧化碳分佈比重及濃度。此舉的意義，是要為《巴黎協定》裝上牙齒。8目前

的《巴黎協定》是隻無牙老虎，各國雖有「自主減碳承諾」，但國際間並無具公

信力的查核工具。已升空的三顆研究衛星，將彌補地面監測碳排放的不足，由平

面進階為全空域。9 

新發射的第三顆研究衛星被稱為「碳衛星」，其實，更應稱為「霾．碳衛星」。

因為，它除了配置二氧化碳探測儀，還攜帶偵測霾害生成的「氣溶膠探測儀」，

可偵測雲以及其中汙染顆粒的成分，能精確掌握霧霾、PM2.5的主要成分硫酸鹽，

並進一步分析汙染源來自於哪個城市、哪個區塊為。有了客觀的數據，才能支持

8人民網-科技頻道，〈我國首顆碳衛星發射：全球二氧化碳監測的「中國擔當」〉，《人民網》，2016 年 12 月

22 日，< http://scitech.people.com.cn/n1/2016/1222/c1007-28968271.html >。 
9崔馨月，〈中國碳衛星“把脈”全球大氣〉，《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 年 01 月 14 日，第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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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霾及霾害預警的可信度。10 

 

第一項 中國大陸各地區霾害治理的相關政策 

      河北南部、山東大部、江蘇大部、浙江北部等地空氣品質為重度污染至嚴

重污染。霾害涉及範圍之廣、危害程度之大、應對策略之難，使霾害治理受到高

度重視。受害最嚴重的省份政府對治理霾害提出了政策。按照公共政策的分類，

山東省為強制性，河北省為傳統資訊性，山西省為強制性，四川省為補助性，浙

江省為強制性。 

一．山東省：實行獎罰分明的政策  

為了鼓勵地方政府更積極地淨化空氣、治理霾害，山東省政府對淨化空

氣城市的業績實施獎勵，對污染空氣的城市實行雙倍處罰政策。具體來講，

空氣汙染 物每降低 1 微克/立方米，給予 40 萬元的獎勵，空氣汙染 物每升

高 1微克/立方米，給予 40萬元的罰款。11（空氣汙染 物是指 PM2.5和 PM10，

其主要成分是對人體有害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該政策的實施鼓勵了地

方政府治理霾害的積極性，空氣品質按照季度考核，經過治理，空氣中的

PM2.5 濃度由 400 下降到 125 微克/立方米。12 

 

二．河北省：成立霾害專項治理檢查組以及搬遷廠址，降低產能 

河北省空氣汙染 嚴重，每到 11 月份，多個城市 PM2.5 指數居高不下，

所轄的 11 個地市中有 7 個地市——保定、邢臺、唐山、衡水、邯鄲、石家

10 社論，《整治空汙霾害，臺灣態度太消極》，2016 年 12 月 27 日，< 
http://0-udndata.com.opac.lib.ntnu.edu.tw/library/ >。 
11 黃躍，《環境污染治理的國際借鑒》，雲南大學學報，2014（4）：頁 51-53。 
12齊魯晚報 ，2014/11/13/，〈山東：加大城市綠化防塵力度 還能減少霧霾〉，

<http://news.yuanlin.com/detail/20141113/2005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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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廊坊，在全國空氣品質最差的 10 個城市排名中經常位居前列。為此，

河北省採取多項措施治理霾害。13如對產能過剩的鋼鐵廠、水泥廠、平板玻

璃廠和排汙不達標、造成空氣嚴重污染的工廠實行關、停、並、轉，對車輛

實行單雙號限行制度限制路上的行駛車輛數以減少汽車尾氣污染。河北省還

專門成立了省局督導組進行巡視，組長由省部級領導擔任，該督導組負責檢

查和巡視省級相關單位和市級相關單位採取的防治大氣污染的措施是否得

力、有效，防治大氣污染的任務是否完成，對受到否定評價的單位進行問責

或實行相應的處罰，在巡視期間，市民可以通過熱線電話或指定郵箱進行舉

報。 14 

河北省的鋼鐵產量達到全國的四分之一，是全國知名的鋼鐵大省。2014

年國務院把河北省定為鋼鐵行業機構重組的重點省份，石家莊鋼鐵廠作為全

國最大的鋼鐵公司河北省鋼鐵公司的子公司，每年的鋼鐵產能達到 260萬噸，

占集團總產能的 5.2%。該公司為了治理霾害將在 2017 年之前從省會石家莊

搬到 70 公里以外的井陘縣，搬遷後每年的鋼鐵產能降低到 200 萬噸，通過

降低產量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為了使生產更加乾淨、更加高效，該公司加

速程式操作的現代化程度。該廠的搬遷可以使石家莊市內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減少 19%，一氧化氮的排放量減少 23%，粉塵的排放量減少 25%。除了石家

莊鋼鐵廠，另外還有位於唐山的渤海鋼鐵集團、位於邯鄲的濟南鋼鐵集團和

太行鋼鐵集團都將 2017 年之前從市區搬遷到海濱區域或特別工業區，這三

家鋼鐵集團搬遷後產能會降低 1620 萬噸，到 2017 年之前，全省的鋼鐵產能

13中策網，《河北省：成立霾害專項治理檢查組》，<http://www.cninfov.com.cn/a/20160311/26591.html>。 
14李飛，〈河北省霧霾防治現狀、問題與對策演技〉，《社會治理》，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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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降低 6000 萬噸。15 

三．山西省：增加綠化帶治理霾害  

山西省自 2005 年入冬以來由於農民焚燒秸稈、市民取暖燃煤、工業燃

煤與空氣濕度加大，霾害指數一直居高不下。山西省對此採取了針對性措施，

比如，增加綠化帶加以治理。通過增加綠化帶、綠地面積和森林覆蓋率不僅

可以治理霾害，而且可以防止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增加大氣的良性迴圈，減

少霾害的發生頻率、持續時間和空氣汙染 物的濃度。 16 

 

四．四川省：免費提供無煙烤肉的機器和設備  

四川省霾害產生的原因有很多，烤肉產生的濃煙是霾害產生的重要原因

之一。四川省居民在春節期間有吃烤肉的風俗習慣，特別是達州市的鳳凰山

地區幾乎家家戶戶和每個烤肉作坊在春節來臨期間都會製作烤肉。通常他們

用燃燒鋸屑和柏樹枝製作烤肉，製作烤肉過程中會產生濃烈、刺鼻的煙霧。

因此四川省春節期間的霾害相對比較嚴重。四川省政府為了治理霾害，同時

也為了保證居民能吃上味道鮮美的烤肉，為當地居民提供了無煙烤肉的機器

和設備。 17 

 
 

五．浙江省：全面淘汰改造燃煤小鍋爐 

2013 年，浙江省多地出現霧霾天氣，多地發佈大霧黃色預警。據浙江省環

境空氣品質指數（AQI）發佈平臺資料，1 月 15 日 9 時，杭州市 10 個環境空氣

品質監測點中，有 7個為重度污染，兩個為中度污染。專家稱控制交通碳排放是

15
王君獻，〈有效管理論在稅務風險管理中的應用〉，《當代經濟》，2010 年第 12 期， 頁 87-90。 

16青島網路電視臺，《山西省財政下達 4.8 億元治理霧霾》，< 
http://ent.taiwan.cn/list/201411/t20141102_7862354.htm>，2014 年 11 月 2 日。 
17李科華，〈淺析城市綠化與霧霾治理的發展之路〉，《建築科技與管理學術交流會論文集》，2015 年 3 月。 

47 
 

                                                             

 

http://ent.taiwan.cn/list/201411/t20141102_7862354.htm%3e%EF%BC%8C2014%E5%B9%B411%E6%9C%882


治理霧霾的重中之重，要從根子上解決汽車尾氣，一方面要通過補貼或交通政策

促進節能小汽車的使用，還要採取一些吸引人乘坐公交的措施。治理霾害，每個

公民都應勇於成為責任主體。為此，浙江省政府江省政府將加大霾害治理力度列

入 2017浙江省政府首位需要做的事情，50%的省統調燃煤機組啟動實施清潔排放

技術改造，30%的省統調燃煤機組實現清潔排放，全面淘汰改造燃煤小鍋爐，基

本淘汰黃標車。
18
 

 

第二項 中國大陸霾害法律治理現狀與不足 

     一、當前中國大陸霾害治理相關立法 

當前中國大陸關於霾害治理的立法尚屬空白，但並非對於此類領域毫無規制，

譬如大氣污染的針對性限制就通過了《環境保護法》及《大氣污染防治法》兩部

基本法來加以實現。此外，各級政府所出臺的地方性法規也有與此相關的內容。 

    首先，作為中國大陸法的基本，《憲法》是各種法律法規的基礎，因此環境

保護的法律內容也必然在憲法中有所體現，《憲法》保障國家對於生活環境和生

態背景進行改善的權力，即為國家出臺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根

源。而針對環境治理的問題，首先需要正視的就是污染給環境所造成的危害，而

此類污染往往與不可再生資源無法分割，故而清潔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治理中

必須重視的一點。19   

其次是已經發佈的環保法，作為當前中國大陸環境保護工作的法律基準，是

一部集環境污染治理及污染防範於一身的綜合部門法。現行的部門法是於 2014

年進行第八次修訂後再於 2015 年推行的，最早發佈時間可追溯到 1984 年。儘管

18
浙江日報，〈浙江省人民政府 2017 年《政府工作報告》〉，《人民網》，

<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7/0122/c58278-29040893.html>。 
19徐祥民主編，《中國環境法學評論(第九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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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對於霾害並未直接指出應當如何防範治理及相關懲處等內容，但由於近些年

霾害問題頻發，新的環保法修訂中對於大氣污染的規制予以相當高的重視。20

在不少條款中均對大氣污染的問題有所提及，譬如環保法第四章中對於清潔生產

和建築業防汙設施的配置，以及排汙單位應當對於污染物進行即時監控，排放善

後等問題，特別提出了排汙責任歸屬、私自排汙超標等問題的解決辦法。然而環

保法就法律位階來說，與其他轉型立法一樣，而特別法施行卻並不受普通法限制，

這就使得環保法真正落實起來受到諸多制肘，因此社會發展也需要立足於當前的

環保法進行更多的針對性法律規制的出臺。21 

《大氣污染防治法》於 1987 年發佈，後經過兩次修改，在 2015 年完成了最近

的一次大修改，正式於 2016 年公佈實施。《大氣污染防治法》號稱是史上最嚴格

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不僅在條款數量上進行了更新，而且對許多現行的環保法條

進行了修訂。該法針對當前嚴峻的大氣污染態勢，在原有的法條基礎之上進行針

對性的修改，在環境保護監督、政府責任歸屬、制度體系健全等方面做了較大完

善，可謂是新環保法後的首部專項環境保護立法，充分體現了政府整治環境問題，

希望從根本整治環境問題的決心。 

2012 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

治法》等法律，訂定了 PM2.5 規範以及環境空氣品質指數日報和即時匯報工作，

制定環境空氣品質指數(AQI)技術規定  Technical Regulation on Ambient Air 

Quality Index(on trial)，22並且國務院在 2013 年所發佈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

畫》也是在霾害頻發的大背景下就大氣環境保護所推出的專項治理計畫，該計畫

20汪勁，〈中國環境法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法律科學》， 2005 年，頁 34。 
21汪勁，《環境法學（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72-91。 
22周桂田，〈臺灣空氣污染之風險治理與制度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104 年度研究計畫案期末報

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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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氣污染提出了綱要式的戰略規劃，明確了大氣污染的治理原則是綜合治理，

尤其是對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更是重中之重。該計畫就當前大氣污染治理中企業工

業所造成的大氣污染、深化面源污染、強化移動源污染等等存在的幾個主要問題

進行研究。而治理方案中就產業結構的改進、科技革新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清潔

能源和能源結構轉型等方式提出了相對具有可操作性的詳細規劃。縱觀整個計畫，

其戰略規劃價值顯然更高於實際操作價值，它更大意義上是國家對於大氣污染防

治的建設藍圖而非切實的權利及歸責法規。它對於大氣污染治理提供了原則性的

參考，為此後的相關執行性檔制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3 

 最後則是部門性規章制度和各級地方法規。中國大陸有關節能減排的規範性

規定並不在少數，譬如《民用建築節能管理規定》等等，作為中國大陸城市霾害

防治的執法依據，它無疑是至關重要的。而在各級地方政府，霾害治理的立法工

作也是熱火朝天地進行，也提出了具有參考價值的法律法規，譬如《北京市大氣

污染防治條例》、《山西省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實施方案》等等。各地政府

無疑是更為瞭解當地霾害汙染的行政機關，因此也更能結合實際發佈具有可操作

性的有效規範。而作為《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下位法，這類地方性法規本質上也

是該法的具體實施細則，是各地政府對於該法的回應和進一步深化。24 

 

二、 中國大陸霾害法律治理的不足 

當前中國大陸不但有大氣污染防治相關法規，針對霾害治理上也有具體的立

法並不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甚至於不少霾害治理手段都為中國大陸率先研發，

譬如線上監測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縱然形勢較為樂觀，但大氣污染的勢頭卻

23蘇雅，〈大氣污染治理法律對策研究——暢通司法管道建設〉，《資源節約與環保》，第四期，2015 年，頁 
115-116。 
24竇玉珍主編，《環境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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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得到足夠的遏制，甚至於大氣污染有愈來愈嚴重的走向。這也是當前霾害法

律治理中存在缺陷的實例佐證，就筆者分析來看，主要問題在以下幾點 25: 

 

（一）立法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是立法觀念更新不及時。這一點在《大氣污染防治法》中體現得十分

明顯，該法所主張的是立法目的的「二元化」，即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兩者齊頭

並進，同時推行。該法的原則中明確指出了既需要保障社會經濟處於穩健的發展，

又要保障人民生活環境和生態大環境的平衡。由於經濟發展的獨特規律，在實際

的推行過程中，使得兩者難以相容並包，經濟的高速發展常常是建立在犧牲環境

保護的基礎之上的。因此不斷陷入污染再治理的輪迴之中，使環境治理的成本增

加。對於中國大陸的許多環保性法律法規而言，這也是推行過程中的通病。事實

上，目的二元化本身就是一種以人類自身利益準則為主的思想，它對環境保護價

值的重視度不夠，已經逐漸被科學發展觀淘汰。環境保護必須優於經濟發展的立

法特色，逐漸成為世界的主流。這也對中國大陸的環保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26 

   其次是關於 PM 2.5 管控上的立法空白。作為霾害天氣的主要誘因，PM2.5

的排放量無疑是需要有相關的法規對其進行限制。然而當前關於其排放的管理規

定在立法中幾乎屬於空白，這反映出了法律與社會現實存在嚴重脫節。2012 年

緊急制定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雖然將其作為限制的標杆，收入空氣品質標準體系

之中，但能夠真正全面實施並真正落實的時間恐怕要在 2016 年或是更後期。在

這個斷層區間內如何就 PM2.5 進行防治則是首要面對的問題。由於其並非各類

環境指標體系中的硬性規定，因此立法也沒有加以限制。僅僅只是借由一些行政

25劉思含，〈霧霾治理法律對策研究〉，《法制博覽》，2015 年第 19 期，頁 33。 
26周坷，《環境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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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環境品質指標結合式的予以規定才能達到限制的目的。故而，立法中關於

PM2.5 的管制標準等方面的空白是亟待填補的，這也是治理霾害等大氣污染問題

的關鍵所在。 

    第三，法條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以新修訂實施的《大氣污染防治法》為例，

反復出現「應當」、「鼓勵與支持」、「應採取」等字眼，規定過於原則性，給政府

相關部門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權，在實際操作層面缺乏可操作性。同時，並沒

有建立相應的問責機制，沒有約束機制的法律條文往往難以發揮其作用。例如，

對排汙總額的標準與覆蓋面的相關規定比較模糊。霾害誘因中的重要組成來自於

人為排放的污染，且污染總額超過了自然本身能夠適應調整的上限，故而針對大

氣污染排放總量進行規定是治理霾害的基礎方式。27 

當前的大氣污染防治法顯然貫徹了這一原則，但是其覆蓋的針對面則僅僅只

是國務院或某些大氣環境品質標準控制區，而對於 PM2.5 較高且霾害頻發的地

區則有所遺漏。除 PM 2.5 以外，SO2的排放量也同樣遠超自然負荷上限，故而

節能減排的壓力仍然十分巨大。相關調查顯示，中國大陸 SO2總排量於 2010 年

總計有 2，320 萬噸，但自然能承受且加以調節的額度僅為排放量的一半左右。

縱然當前節能減排工作推行順利，每年以 2%左右的速度向下遞減，但距離適宜

的排放總額仍然相差甚遠。總體而言，大氣污染物總額應下降至少近一半左右才

是相對合理的。28 

 

（二）執法效率不高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貫徹落實，任何時候法條都是以能夠順利執行作為實際生

27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環境保護法》，〈http://zfs.mep.gov.cn/fl/198912/t19891226_75912.htm〉。 
28周坷，《環境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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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前提。在空氣汙染 的防治與執行上，由於錯綜複雜的現實和利益，大氣污

染治理不單純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關係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綜合

性問題。 

首先，執法方面出現的問題與政府利益相關。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實行的

市場經濟體制，將經濟發展的重擔轉移到了當地政府的身上，因此某一地區的政

府政績往往是和經濟績效有著極強的關聯度的，這就導致了某些地區政府為了促

進 GDP 增長，忽視其他如環保治理等問題，或者將環保類問題堅定地向 GDP 予

以讓步。與此伴隨而來的還有招商問題，由於經濟發展達到某一水準後極易出現

瓶頸，需要外部投資的介入予以扶持，因此各地政府對於外商引進紛紛持歡迎態

度，這些外商中往往就有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而某些政府對於這類企業的進

駐只著眼於其經濟貢獻，而在環境污染一事上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態度;

還有如化工企業等高產值企業，這類企業往往能夠迅速提升某一區域內的GDP，

造成經濟繁榮的現象，而附加的則是高度污染。近些年頻發的集群式環境污染事

件，也與化工企業的過多建設和排汙是有直接關聯的。隨著社會對此類事件的聚

焦，不但其產業自身的生產污染有所暴露，在對其進行環保執法過程中政府所存

在的偏袒維護也成為了不能忽視的重要問題。29 

其次是聯合性治理缺乏模式。作為一種大氣污染，地理上有其不可控因素，

因此在治理霾害時也必須考慮到有關地理覆蓋面的問題，很可能出現某一地區霾

害災害較為嚴重，而危害面波及多個省市，因此需要聯合治理。僅以京津冀為例，

其南面的幾個省市如河南、河北等等都是大氣污染物排放的重災區，如果在這些

省市地區不加以排放限制，以及聯合共同治理，要想改善京津冀地區的霾害是較

29蔡先鳳，《環境法學》（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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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困難的。2013 年的大範圍霾害天氣區域聯合治理就是必要性的有力佐證。30 

最後則是環保工作的財政保障問題。大氣環境問題的治理顯然是一個長期投

入的過程，對於財政上的支持也是一個不小的考驗。縱觀已發展國家環境治理的

情況，往往是環保工作的投入需要在整體的 GDP 產量中占到 2%左右才能勉強維

持現有的環境平衡，而再增長 1%則可以在改善環境問題部分收到一些。目前中

國大陸對於環保工作的財政投入尚不足 2%，法律執行不暢也與財政保障不濟有

一定的關聯性。31 

（三）責任制度有待落實 

建立法律責任制度是指把國家現行法律、法規、規章所規定的工作職責和設

定的法律責任，依法分解落實到負責組織實施的各個部門。只有明確法律責任，

建立完善的責任制度才能真正的保障法律、法規的確實實施，促進依法行政的制

度。 

首先是政府責任履行不足的問題。作為一種公共資源，大氣環境的保護也並

非私人化或某些群體能夠獨立完成的。公共資源的保護與治理工作，必須由政府

這類公權力機關參與。這也是其治理能收到預期效果的保障前提，但是政府如果

在其中監管不當，那麼則很可能導致環境治理工作充斥著公為私用、瀆職舞弊等

問題。政府在環境治理上的全域規劃算是比較科學，但是在具體的專案執行中，

由於對產業結構缺乏深入瞭解以及能源利用情況不明，乃至專案的監管審核等環

節受到各種地方、企業或個人政治等因素的干預，讓經濟利益最終走在了環境利

益之前。32 

30王同林、韓立釗、劉靜瑤，〈完善我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體系的幾點建議〉，《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
年。 
31周坷，《環境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77-83。 
32李欣，《環境保護中的政府責任現狀分析》（太原：山西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2013 年），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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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害的爆發恰是從側面反映了政府在大氣污染治理中的不佳表現，縱然大氣

污染防治法中對於政府責任有所規定，但是具體的實施細節，譬如問責機制、擔

責方式等等卻較為模糊或者根本就是空白，導致政府為環境保護工作擔責成了一

紙空文。此外，地方偏袒和行政公益訴訟的缺失使得違法或執法中存在問題的問

責步履維艱，環境法規往往只是列出條文，難以實行。因此政府責任的確切落實

是霾害治理的重中之重。33 

  其次則是公眾的環保責任問題。空氣品質影響著每一個公民切身利益。就

空氣汙染 防治層面來看，不僅要明確政府在霾害治理中的責任，更要明確公眾

的環保責任，喚醒公眾對環保的責任意識。霾害成因中的主要來源就是人為因素，

公眾對於環境保護的漠然態度，和相應責任的推卸也是導致霾害嚴重的重要原因。

因此，企業理應為環境保護承擔更多的責任。在當今社會，出於盈利空間等目的

而逃避環保責任，私自排汙、超標排汙的情況屢屢出現，企業對於環境保護缺乏

深入的認同感和執行力。不僅企業是環境污染排放的主要來源，對於以鄰為壑的

個人而言，對霾害等大氣污染也該負有直接的責任。人們一味追求豪奢，高能耗

不環保的生活方式大行其道。公眾在環境惡化中扮演的不但是受害者，同時也是

危害者。 

最後是責任追究的問題。伴隨著史上最嚴環保法及新版大氣污染防治法的出

臺，法律變得更為嚴謹，以及處罰標準得到了大幅提升。不過由於某些法條處罰

範圍較大，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極易出現當地政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導致無法

確實處理。並且，違法主體不區分單位和個人的做法，導致法律規定無法落到實

處。同時，新法也未引進環境行政公益訴訟。34 

33範小可，《我國政府環境執法現狀及對策研究》（重慶：重慶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頁 32-57。 
34周坷，《環境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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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督機制亟需完善 

    完善法律監督機制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措施和有效環節，是制約權力濫用

的基本手段，同時也是法律準確有效地實施的有力保證。對法律實施地監督，保

障了公民的權利，是公民保護自己最後的法律武器，因此建立完善的公眾參與監

督機制是法律監督的必要內容。 

    首先是關於機動車尾氣排放監管的問題，PM2.5 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機動車

尾氣，已經實行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就機動車的相關規制仍然存在不少缺陷。首當

其衝的就是環保部門機動車懲處權的問題。儘管環保部門擁有對於機動車的「年

檢」等監管權力，但是其處罰權卻移交到了公安機關。而在中國大陸的環保總局

《關於拒絕機動車檢測行為處罰法律適用問題的復函》明確點出了，機動車排汙

年檢中的處罰執行機關是公安機構中的交通部門而非環保部門。其次是環保局所

有的法定抽檢權，該權利的使用僅僅只能集中在機動車停放場地進行抽查，對於

行駛中的車輛沒有抽檢，這樣的背景之下所調研出的結論無疑是有一定的片面性

的，對於監管職能的發揮也十分不利。此外就是排放標準的規定，立法指出地方

性標準如嚴於國家基準線應當上報至國務院進行審核，通過后方可實行，這無疑

掣肘了各地政府的地方性政策。大氣環境治理作為一個地域性較強的問題，地域

特點必須在制定相關法規和政策時加以考量，而當地政府顯然能更為瞭解地區的

污染情況，自然在治理過程中能夠更為得心應手。然而現行的許多法規在制定時

卻忽略了這一點，使得法規整體的機動靈活性較差。 35        

其次則是公眾參與制度亟待完善。大氣污染作為公共問題，顯然不能脫離社

35 中國環境報，〈關於如何加強對機動車排氣檢測監管工作的建議〉，《中國環境報網》，

<http://www.goootech.com/topics/72010183/detail-10246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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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基礎進行治理，公眾在大氣環境治理的過程中也能發揮許多作用，譬如對立法、

執法等環節的監督，尤其是政府公權力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的透明化公開化。而當

前公眾在環保治理工作中的參與僅限於如專案審批聽證會等等，項目投入建設前

期所應呈遞的環境影響報告等等缺乏相應的公眾聽證措施，導致了不少對大氣污

染影響相對偏低卻數目極大的中小專案紛紛得以實行，這無疑給排放總量的把控

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再者就是行政機構常常將公眾排除在這類治理行為之外，以

國家秘密為由控制公眾參與的力度。事實上，當前中國大陸的國家及商業等機密

等級的劃分存在不少漏洞，這阻礙了民眾對於政府治理的監管，使得某些治理方

案變成了一紙空文或根本沒有落實到位。再者，公眾在此類事項的參與方式和程

度都缺乏相關的立法保障，使得真正的執行機構容易出現僅僅收集意見卻不反思

乃至修改治理方案，導致企業污染立項仍然存在，霾害防治的基本效果也就不盡

如人意了。36 

 

三、中國大陸地區霾害治理中的公民參與 

霾害治理刻不容緩，因此，必須要形成多元主體間的合作與互動，促進公民

的參與。許多學者及政府官員對公民參與的作用和影響力抱持懷疑態度，但一些

環境治理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的環境公民團體，包括公民參與環保和環境 NGO 正

不斷走向成熟。37  

作為霾害重災區，京津冀地區公民參與霾害治理有較好的社會基礎和便利條

件。首先，京津冀地區是首都所在地，包括了兩個直轄市，中央政府及其職能部

門都駐紮在這個區域，霾害的影響和後果以及社會輿論等具有很高的政治和政策

36周坷，《環境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3-21。 
37 朱旭峰，〈轉型期中國環境治理的地區差異研究〉，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 年，第 8 期，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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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因此有利於推動公民參與霾害治理的制度創新。 

其次，相對來說，一些經濟發展水準較高，公民整體受教育水準較高，公共

意識也比較發達。公民的權利意識比較強，也有較好的環保意識，在政治參與方

面具有良好的歷史傳統，因此具有參與霾害治理的動力、熱情和經驗。 

以北京為例，北京是全國的科技、文化和資訊中心，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非

常多，新聞媒體、社會組織和環保 NGO 也比較聚集，擁有引導和推動公民參與

的重要力量，也能為公民參與霾害治理提供支持。近年來，隨著公民的環境意識

逐漸覺醒，開始主動或被動地關注霾害及其治理，如通過多種手段（包括下載相

關手機軟體）瞭解霾害汙染情況，關注限行或停產等治理霾害的措施，在微信等

社交平臺對霾害議題表達意見等。38 

2015 年 11 月 25 日以來的一周時間，從網路資料來看,輿論對霾害的關注不

斷升溫。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 1 時，當天霾害的搜索指數已經接近 30 萬人次，

微博量超過 8 萬條，相關新聞報導四千餘篇。一周之中，京津冀地區搜索「霾害」、

「pm2.5」等關鍵字的網民占比近 40%，其中北京地區網民的搜索量最高，占比

超過 30%；網民還關注霾害危害及防霾方法，占比約為 32%。39 與此同時，京

津冀地區的環保組織也積極參與治理霾害。2006 年 5 月環保組織成立以來，公

民與環境研究中心（IPE）開發並運行了中國空氣汙染 地圖資料庫，上線了污染

的 APP 地圖，環境資訊的公開透明推動公民參與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環境治理

機制的不斷完善。2015 年以來，公民與環境研究中心和老牌環保組織「自然之

友」開始與「天津綠領」等周邊的民間環保組織展開合作，向政府申請公開污染

來源資料，推動了環境資訊進一步公開的進程。「自然之友」通過「藍天實驗室」、

38朱旭峰，〈轉型期中國環境治理的地區差異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 年，第 8 期，頁 32。 
39 中國環境報，〈當霧霾來臨時線民最關注什麼？〉，《中國環境報》，2015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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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家庭」等項目進行霾害知識的科普，通過志願者的招募讓更多的普通人參

與空氣保護的公益活動，參與到了環境保護政策的制定。40直接著眼于霾害治理

的社會行動也越來越多，如 2015 年 7 月 5 日，「愛上 APEC 藍」首屆京津冀青年

環保風雲會在南開大學隆重開幕，全國各地環保領域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企

業人士及京津冀地區高校的青年師生代表參加會議，共話大氣治理過程中的青年

責任。參會代表還建議將 7 月 5 日設為「國家防治霾害日」。2015 年 12 月 4 日，

在中央信訪辦和環保部的共同支持下，「京津冀霾害治理我在行動」大型網路採

訪團深入京津冀三地，報導其霾害治理的措施和經驗，積極推動三地霾害治理的

交流，督促三地霾害治理的進程，尤其是傳遞「行動」這一推動霾害治理的重要

理念。 

  

40韓志明、劉瓔，〈京津冀地區公民參與霧霾治理的現狀與對策〉，《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6 年 9 月，第

18 卷第 5 期，頁 18。 
59 

 

                                                             

 



第四節 小結 

當前，中國大陸霾害治理方面存在著治理制度和治理手段不完善的問題，直

接制約了治理效果。 

壹、治理模式落後 

根據中國大陸現行的法律規範和管理體系，目前霾害治理的主要模式是環保

部等上級主管部門制定防治霾害的總目標和總任務，各級地方政府具體負責本地

大氣污染物的減排及治理工作，區域內的企業接受政府的管理，通過上繳排汙費

或者安裝脫硫脫硝裝置等方式完成政府下達的環保任務。41霾害治理以政府行政

手段為主，甚至包括一些臨時性措施，如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期間都曾採取

區域工廠停產、車輛單雙號限行、停止工地作業等「短期手段」，被認為是「有

成效、無長效」。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缺乏環保治理的動力，多數排汙企業缺乏

安裝污染自動監測設備和全面降低污染源排放設備的積極性，也不願主動向環保

部門彙報全面環保資料。42 

 

貳、治理對象單一 

中國大陸目前對空氣汙染 物缺乏全方位的治理，控制重點以二氧化硫和工

業細粉塵為主，對細顆粒物、氮氧化物的控制相對比較薄弱，許多中小型城市仍

然沒有開展有關氮氧化物以及細顆粒物的監測。治理主要以大的工業污染源為主，

缺乏對揚塵以及汽車等移動污染源的關注。這樣就造成了對霾害的主要構成成分

控制不力，空氣汙染 治理一直在推進，但霾害卻愈演愈烈的局面。43 

41張小曳、孫俊英、王亞強等，〈中國大陸霧霾成因及其治理的思考〉，《科學通報》，2013 年，第 13 期，頁

34。 
42王樹翠，〈淺析霧霾的成因及政府治理霧霾的對策〉，《經營管理者》， 2015 年，第 1 期，頁 122。 
43王海英、孫莉，《霧霾天氣的綜合防治研究 ——以河北為例》(河北 石家莊：中共河北省委黨校，2013
年) ，頁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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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律規範缺乏 

中國大陸現行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已經不適合當前的形勢發展。2012 年新修

訂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GB3095－2012)》雖然將 PM2.5 納入了強制性的環境

標準體系，但是與之配套的法律規範卻仍不完善，如對可入肺顆粒物的監管，不

僅體系混亂、責任不明確，而且調控手段也不健全。此外也缺少對移動污染源及

揚塵控制方面的規定。由此直接導致治理的隨意性和不可持續性，其實際效果也

大打折扣。44 

 

肆、地區協同不足 

中國不同區域、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水準、空氣汙染 狀況以及對霾害治理

問題的重視程度有著巨大的分歧和差異，因此在治理霾害上地區之間存在著巨大

的協同不足問題，各個地區和城市之間「各自為戰」，缺少合作，造成了區域整

體污染。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地區間標準、監測、監控及處罰體系

「不統一」，導致霾害汙染源跨區域轉移，從而影響整個區域的空氣治理。企業

为了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如果其所在的地區實施了嚴格的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和超標排放懲罰措施，在經過成本比較後，一定會有部分企業將自己的工廠從該

地區向實施環境污染限制較低的地區遷移，這樣就造成了霾害汙染的擴界轉移，

影響轉入地的環境。如果污染源向周邊地區跨界轉移，反過來又通過空氣擴散效

應影響轉出地的空氣品質，使得轉出地的霾害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如儘管北京在空氣品質、機動車汽油、工廠設備排汙等方面執行著最嚴格的

標準，但周邊區域實施的控汙標準、執法力度不同，因此北京霾害治理措施也往

44 白洋、劉曉源，〈霧霾成因的深層次法律思考及防治政策〉，《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13 年，第 11 期，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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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因周邊污染傳輸而抵消其效果。二是地區間在霾害治理補償機制、配套資金、

技術投入等方面缺乏全面統籌。霾害治理屬地管理，由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各地

區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霾害治理水準也存在差距，如果

相鄰的地區沒有進行相應的霾害汙染治理，那麼本地政府治理霾害的效果也會大

打折扣，這不僅會挫傷本地政府治理霾害的積極性，也會加劇整個區域的霾害汙

染程度。如由於經濟實力差距，河北省在污染治理投入與技術水準等方面明顯不

如北京，無力實施北京霾害治理的相關措施。此外，已經存在的霾害治理區域協

調小組多由各地區環保部門牽頭組建，互不統屬，權威性不夠，對許多問題議而

不決，流於形式，沒有在霾害協調治理方面發揮出應有的作用。45 

 

45魏嘉、呂陽、付柏淋，〈中國大陸霧霾成因及防控策略研究〉，《環境保護科學》，2014 年，第 5 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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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霾害現狀與對策 

 第一節 臺灣霾害汙染現狀 

臺灣霾害現狀也不容樂觀，「10 大死因中，有 7 大和空氣汙染密切相關」，從

惡性腫瘤、中風、心臟疾病、高血壓、肺炎、糖尿病，到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皆是。

肺癌早在 2001 年，便躍居臺灣癌症死亡榜之首，並一直稱霸至今。中央研究院

曾發表一篇「住宅受空氣汙染影響」的研究，研究表明住在距離大馬路 5 公尺內、

1∼2 樓等低樓層的住戶，屬於空氣汙染的高危險群。而瑞士伯爾尼大學近期發表

的一項「住宅與流行疾病」研究，亦指出住在 1 樓或低樓層的住戶，其死於肺病、

心臟病的比例，比住在 8 樓以上的人高出 35∼40％。1臺灣地區 PM2.5 的年平均

濃度約為 30 µg／m3，比歐洲 PM 2.5 濃度高二至三倍。環保署將 PM 2.5 的年平

均安全值訂為 15 µg／m3，與美、日一致，但是很明顯的，目前 PM 2.5 的實際

年均值比環保署的標準高出了兩倍。2 

2012 年 05 月 14 日，環保署公告了「空氣品質標準修正案」，針對細懸浮微

粒(PM2.5)增訂了標準值：24 小時值 35g/m3，年均值 15g/m3。臺灣目前既有的

汙染源，至少要減少五~七成，才有可能達到新訂的標準，也才有增加新汙染源

的機會。而減少七成的汙染源，也意指將來三個燃煤電廠，只能允許一個存在，

故 PM2.5 減量將是一個很大的考驗。3臺灣 2014 年 2 億 7,720 萬噸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虽然在全球 357 億噸當中所占比例僅为 0.55%，但臺灣人均年排放量約達

12 噸，相對較高。4 

1 呼吸道疾病知識網，《臺灣嚴重的空氣汙染狀況全球前十差》，<http://www.playlife.com.tw/02.html>。 
2劉育宏，〈看見臺灣——「看見朦朧美的臺灣」〉，《翰林自然科學天地》，2015 年，第 43 期。 
3 C. Arden Pope III, Richard T. Burnett, Michael J. Thun, Eugenia E. Calle, Daniel Krewski,Kazuhiko Ito＆
George D. Thurston, 2002, Lung Cancer, Cardiopulmonary Mortality, and Long-term Exposure to Fine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JAMA.287(9):1132-1141. 
4 法提姆 (Timothy Ferry)，《氣候變遷的政治與政策(摘要)》，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臺，2016 年 6 月

21 日，<https://tccip.ncdr.nat.gov.tw/v2/knowledge_expert_view.aspx?kid=201606211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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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企業領袖擔心，有朝一日可能會因為人均排放量較高面臨批評，或者

出口將被課以減碳稅。雖受到中國大陸的阻撓，但臺灣仍希望藉此進一步參與國

際氣候變遷組織，特別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根據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指出，寺廟（焚香）與餐廳（油煙）

和建築工地（揚塵）並列成為社區三大汙染源。5此外油煙和二手菸也被懷疑是

導致女性罹患肺癌的主要元兇，油煙中的致癌物成分往往是戶外新鮮空氣的百倍

以上。美國航太總署（NASA）運用北卡羅萊納大學的研究，繪製全球細懸浮微

粒空汙地圖，顯示從 1850——2000 年的空汙程度，亞洲國家以中國大陸的汙染

最嚴重，臺灣也不遑多讓都是死亡數較多的深棕色。6世界衛生組織（WHO）也

蒐集全球近 600 個城市的細懸浮微粒濃度（不含中國大陸的城市），嘉義、高雄

都有較高之排放。7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 36 個國家相比，臺灣懸

浮微粒濃度較高。8自由時報刊載「秋風起髒兮兮中部 PM2.5 超標不散」乙文，

引用環保署監資處蔡鴻德處長的話：中部地區 PM2.5 偏高主要是附近工業區排

放的廢氣以及濁水溪揚塵受到大氣擴散條件不佳所影響。崙背監測站監測數據表

明，PM2.5 濃度平時約在 8~12 µg/m3，18 日則是飆高到 70 µg/m3 以上。工業區

排放管道包括粒狀物、SO2、VOC 等汙染物當日測值均符合環評標準，且趨勢

穩定沒有明顯變化。崙背監測站 PM2.5 時高時低的現象，與麥寮廠區營運的排

放特徵明顯不符，因此，PM2.5 濃度過高則是與農廢及垃圾燃燒有關。9 

5湯佳玲，〈社區 PM2.5 污染源 寺廟最嚴重〉，《自由時報電子報》，2014 年 8 月 4 日，臺北報導

<http://www.escotech.com.tw/pudu/news1030804.htm>。 
6 國際中心，〈NASA 繪製空污死亡地圖 臺灣高歐洲三倍〉，《ETtoday 東森新聞雲》，2013 年 9 月 29 日，

<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929/275936.htm>。 
7黃淑倫等，〈嘉南地區細懸浮微粒濃度與氣象因子相關性分析：2006-2014〉，《臺灣公共衛生雜誌》，第 35
卷 6 期，2016 年 12 月 15 日， 頁 575 – 586。 
8恐怖的呼吸道疾病，〈臺灣嚴重的空氣汙染狀況全球前十差〉，《呼吸道疾病知識網》，

<http://www.playlife.com.tw/02.html>。 
9湯佳玲，〈秋風起髒兮兮 中部 PM2.5 超標不散〉，《自由時報》，2015 年 9 月 23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17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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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出刊的科學雜誌《Nature》中的研究指出，空氣汙染嚴重程度已

超乎人們想像，每年導致 300 萬人「早死」，而且這些死亡人口多集中於亞洲。

研究解釋，臭氧、PM2.5 懸浮微粒和一些嚴重的疾病有關，並且會影響健康，甚

至提早結束壽命。10 

利用氣象局之能見度資料的結果顯示，臺北在 1960——1980/1990 年代，

PM2.5 濃度為全臺最高。中南部空氣品質並非一直不好，而是近 30 年才開始惡

化。1980 年後，工廠逐漸移出臺北市，首善之都把工業廢氣移轉到其他縣市，

30 年來，臺灣境內的髒空氣，逐漸往中南部遷移。各縣市的空氣品質和餘命存

在相當程度的關聯性，當 PM2.5 濃度每增加 10μg/m3，餘命就會減少半年。11 

臺北民眾暴露在高濃度的 PM2.5 中約為 40 年，濃度稍低之 PM2.5 約為 20

年，居民罹患肺腺癌機率為 21 縣市之首；而中南部地區自 1980 至今，暴露在高

濃度 PM2.5 下也超過 30 年。2012 年環保署頒布臺灣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標準，

訂定24小時PM2.5濃度為35μg/m3、年平均值為15μg/m3，而當時臺灣年均PM2.5

濃度約 29μg/m3。境外汙染佔臺灣空汙的 30%，也就是說年均 PM2.5濃度 29μg/m3，

境外汙染就佔了將近 10μg/m3。要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年均值 15μg/m3）就必須

將剩下 20μg/m3 境內汙染降低至 5μg/m3。12 

和中國大陸相較，臺灣的空品法規、煉油技術和環境設施都有較高標準與達

成率，這使臺灣的空氣品質優於上海與北京（上海年均 PM2.5 是臺灣的 2 倍，

而北京又是上海的 2 倍）。13 

10 許碩穎，〈致命 PM2.5！子宮肌瘤增加＋早死〉，《ETtoday 東森新聞雲健康醫療網》，2015 年 10 月 4 日，

<http://www.healthnews.com.tw/news/article/23483/?act=>。 
11 洪郁婷，〈都是中國害的？ 學者： 7 成空污臺灣自產〉，《環境資訊中心》，2015 年 03 月 17 日，

<http://www.nchu.edu.tw/media-printable.php?id=32012>。 
12 陳月詩，《臺灣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品質標準建置研究》（臺灣：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學位論文， 
2011 年），頁 10-20。 
13洪郁婷，〈都是中國害的？學者：7 成空污臺灣自產〉，《環境資訊中心》，2015 年 0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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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廠定點排放廢氣方面， PM2.5 的濃度仍有壓縮空間。通過環評的大型

工業開發，會受到環評規範與要求，通常會有較好的管制。但是其他規模未達環

評標準，又有相當數量為中小型工廠，其 PM2.5 排放量未受環評管制要求。 

再來，臺灣目前並未公開即時空汙排放量。政治獻金機制讓政商維持著良好

關係，臺灣空汙整治所面臨的問題與中國大陸類似。政府不敢面對問題，於是臺

灣沒有即時公開的監測資料，而中國大陸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在竄紅後被

急速封殺。因為法律的不完備，使執法人員陷入有義務沒權力的兩難；然而，在

執法與不執法之間那曖昧難明的界線，是用人民的健康做賭注。 

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莊秉潔在 2013 年引用國外模型，模擬國光石化

和六輕的致死人數，研究結果發布後，隨即遭到六輕與環保署撻伐。且事後六輕

提告，法院也證實莊秉潔研究是基於科學事實所提出的論證；研究方法已部分在

國際著名大氣環境中刊出。14 

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環保署不站在提出新事證的學者這方，反要幫六輕辯

護呢？莊秉潔覺得奇怪，他曾對國光石化提出一樣的模擬試驗，但為何環保署獨

獨不能容忍六輕的模擬結果？ 

如果排汙資訊可以即時公開，公民參與監督，就會多一股壓力，國際間的合

作力量更能互相監督、互相制衡。莊秉潔強調，化石能源相關產業應該將環境、

社會成本內部化並國際化，售價反映環境成本，自然能降低使用量與製造量，汙

染也隨之減少，替代能源也能順勢興起；國際化，則是藉由簽屬合作條約，提升

合作雙方的環境保護標準，避免環境成本淪為削價競爭的犧牲品。 

 

<http://www.nchu.edu.tw/media-printable.php?id=32012>。 
14洪郁婷，〈都是中國害的？學者：7 成空污臺灣自產〉，《環境資訊中心》，2015 年 03 月 17 日，

<http://www.nchu.edu.tw/media-printable.php?id=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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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管制了中小型工廠，若想呼吸歐美日標準的好空氣，排放量仍需削減

75%，這就使得臺灣產業結構需要被檢討。 

目前臺灣仍高度仰賴高耗能產業，如石化、鋼鐵、水泥及面板晶圓等。國民

平均 CO2 排放量為世界平均值的 3 倍；用電量（含工業）達每人每年 10000 度，

亦比德國、英國、法國、日本還高，上述國家中最高者法國，每人每年也僅用了

7000 度。 

莊秉潔教授認為，若想要改善空氣品質，就是產業轉型、推動大眾交通工具，

如捷運及自行車。15面對空氣品質惡化，臺中市似乎只有要求臺中火力發電廠降

載一招，雲林只會怪罪麥寮六輕，都過於把問題簡單化了。而環保署，迄今為止

也只有改採空氣品質新制這一項變革，每天在官網預報各監測站數據；對各地汙

染源、高耗能產業的治理，則未見使力，遑論與國際整治行動接軌。 

教育部與環保署試辦的「校園空品旗」（见附图）開始後，各縣市紛紛主動

升旗。作為 PM2.5 空汙冠軍的嘉義市，按照標準，2014 年中有 167 天可掛綠旗

（PM2.5 濃度低於標準值）。舉例來說，嘉義市 3 月 24 日中午 PM2.5 29 微克/立

方米，學校掛綠旗，但是根本看不到遠方山脈。這樣的能見度，可以是健康的空

氣品質嗎?校園空品旗不但不能反映實際狀況，更有誤導民眾之嫌。 

 

15洪郁婷，《都是中國害的？學者：7 成空污臺灣自產——專訪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莊秉潔》，2015 年 3
月 17 日，<http://e-info.org.tw/node/10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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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校園空品旗 

 

圖 4-2 各縣市死於 PM2.5 相關慢性病人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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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霾害成因 

臺灣 PM2.5 問題主要出現在初冬，部分因為季風帶入，也有來自內部的汙染

源，這其中包括人為的汙染源（工業生產與人類活動），也有自然汙染源（沙塵

暴、火山爆發）。而每當臺灣空氣品質下降，新聞或政府消息總是避重就輕，把

責任指向中國大陸，然而臺灣海峽短短不到 300 公里，雖攔不住每年東北季風帶

來的中國霾害，但實際上，境外汙染（含中國大陸霾害）僅占臺灣的空氣汙染的

30%。臺灣霾害中有 50%是來自工業排放，剩下的 20%則來自交通排放的廢氣和

其他空汙。16 

空汙主要的問題在於境內汙染，政府無法推諉卻又不敢面對境內汙染。人為

汙染來源，撇開如汽機車、燒稻草這類分散又零星的人類活動不談，特定的大型

汙染源是工業活動。比如，臺中火力發電廠和中龍鋼鐵、雲林六輕石化專區等，

這些地區的民眾受 PM2.5 之害，時日已久。2015 年 4 月臺灣中部 6 縣市聯手推

出要禁用生煤與石油焦政策，但未獲准。17 

據 WHO（世界衛生組織）蒐集全球近 600 個城市的細懸浮微粒濃度所示，

嘉義、高雄和金門高居世界前十差，分別居第 7、9、10 名。這三個城市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36 個國家相較，臺灣的懸浮微粒濃度甚至高居第 2。

臺灣的空氣品質受到眾多的環境因素影響，整理於表：18 

 
 
 
 
 
 

16林淑鈴，《臺灣空氣品質影響因素探討-以細懸浮微粒(PM2.5)為例》（臺北：政治大學）2016 年，頁 1-10。 
17中國時報主筆室，〈空汙紫爆執政者責無旁貸〉，《中國時報》，2015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11000497-260109>。 
18 劉育宏，〈看見臺灣——「看見朦朧美的臺灣」〉，《翰林自然科學天地》，第 43 期，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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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影響臺灣空氣品質之因素，資料來源：劉育宏 

 
 

表中顯示，19空氣品質不只受到跨國傳輸的影響，臺灣本身的火力發電排放、

汽機車及工業排放、裸地受風揚塵，以及民俗節慶等活動的貢獻也功不可沒。近

來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在基隆展出的霍夫曼黃色小鴨。展出不到三天，整隻小鴨就

黃小鴨變成了黑小鴨，黃色小鴨邊洗邊髒，最後還成了三色鴨。最終，展出單位

為了避免小鴨破裂，放棄了清潔，讓世界「得以」看見小鴨經歷臺灣特有的髒空

氣荼毒。20 

  

19朱淑娟，《PM2.5 納入空品標準 改善預估要 60 億》，資料來源：臺灣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76809>。 
20劉育宏，〈看見臺灣——「看見朦朧美的臺灣」〉，《翰林自然科學天地》，第 43 期，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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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霾害防治對策 

第一項 臺灣霾害治理的相關政策 

空氣汙染管制手段可以分為排放管制與總量管制。排放管制由中央訂定標準，

地方政府（都、縣市）執行許可制度、檢測與裁罰。總量管制則由中央按照地方

分區劃定空氣汙染防制區，規劃排放增量限值，依據空氣汙染防制法第八條：中

央主管機關得依地形、氣象條件，將空氣汙染物可能互相流通之一個或多個直轄

市、縣（巿）指定為總量管制區，依各地區空氣品質現況，計算出各區域之排放

總量上限，訂定總量管制計畫。因此總量管制法源具備跨域治理之空間，特別是

總量管制之手段，涉及增量現值、排放總量與交易制度之建立。雖然臺灣尚未有

交易抵換之施行細則（固定汙染源空氣汙染物削減量差額認可保留抵換及交易辦

法總說明，尚未搭配施行細則與公告實施），甚至並未將 PM2.5 納入總量管制對

象，然 PM2.5 納入總量管制應為趨勢，且管制邏輯應搭配同時具備行政管制與

經濟誘因之工具，否則將成為「總量限制」而已。21 

2014 年底，臺中市議會創臺灣先例，通過〈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民國 110 年

將在「特定區」 禁行燃油機車，此舉雖僅是全國試辦，仍引發了當地機車族的

不滿與抗議。不過，若做好配套措施，獎勵民眾淘汰換燃油機車，建立一套改買

電動機車的相關法規，這或許將會是未來低碳城市的一個範本。 

 
  

21周桂田，《臺灣空氣污染之風險治理與制度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104 年度研究計畫案期末報

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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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臺灣霾害法律治理現狀與不足 

一、 當前臺灣霾害治理相關立法 

關於空氣汙染治理，臺灣在 1975 年制定空氣汙染防制法，1976 年制訂的空

氣汙染防制法施行細則，拉開了對空氣品質維護的帷幕。1980 年訂定的交通工

具汙染物排放標準，開始為移動汙染源之管制做準備。幾十年來，臺灣一直跟隨

美國管制的腳步，雖然依舊落後，但仍在緩步向前。隨著經濟成長，高汙染產業

亦隨之不斷成長，一方面管制跟隨歐美標準，但產業體質卻沒有明顯轉型。22 

1992 年空氣汙染防制法第二次修法，1995 年正式開始徵收空氣汙染防制費，

1999 年空氣汙染防制法增列總量管制，延宕多年一直受限於規定需經濟部同意

實施，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才在高高屏地區公告實施。23臺灣在細懸浮微粒、SO2 

等管制標準風險治理的遲滯與資訊隱匿，愈來愈明顯。雖然在 2012 年 5 月 14

日發布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標準，訂出較 WHO 寬鬆的年均濃度 15μg/m3、日

均濃度 35μg/m3 的標準，但其管制仍是落後的。24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在 2014 年 1 月 13 日通過決議，要求將懸浮微粒

PM10 及 PM2.5 指標納入空氣質量指標，且環保署與教育部最快 2015 年訂出務

實的『空汙假』標準。25未來若空氣汙染指標（PSI）、懸浮微粒（PM10）、細懸

浮微粒（PM 2.5）任一超標，中小學、幼兒園即放「空汙假」，而這也表示糟糕

的空氣品質已經威脅到民眾的心肺健康。雲林縣旭光國小在 2013 年 10 月時偵測

22蕭代基，〈臺灣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展望〉，發表於「臺灣的未來」研討會（臺南：成功大學社會科學

研究所主辦，2002 年 3 月 2 日），頁 10-31。 
23中国臺湾网，〈空氣汙染：臺灣治理經驗大陸可借鑒〉，《中國新聞網》，2014 年 3 月 7 日，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3-07/5923241.shtml。 
24 周桂田，《臺灣空氣污染之風險治理與制度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104 年度研究計畫案期末報

告，2016 年。 
25 林 永 富，〈 立 委推 空汙 假教 部 、環 署研 議 〉，《中時 電 子報 》， 2014 年 1 月 14 日， <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114001056-2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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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PM10 大於 454 µg／m3，已達到了「毒害」程度，但學校不僅沒有停課，還

讓小朋友繼續上體育課，引起一陣撻伐。目前全球尚沒有一個國家因空汙停課過，

是故，環保署將審慎研議以訂出新規範。 26 

立法院 2015 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它的目標高於「國家自主預期

貢獻」，承諾到 2050 年，排放量要比 2005 年減少 50%。要達到那個目標，臺灣

在 2050 年的排放量不能超過 1 億 3,400 萬噸。27 

 

二、 臺灣霾害法律治理的不足 

近年來美、日、歐等國的空氣汙染管制已經逐漸由過去的空氣汙染指標

(Pollutant Standards Index, PSI)管制發展為空氣品質指標(AQI)，這個轉變當中的

關鍵要素就是開始對細懸浮微粒進行管制，但臺灣至今仍採不包括細懸浮微粒的

空氣汙染指標(PSI)為主，細懸浮微粒濃度卻另採警示標準。英國每日空氣品質

指標(Daily Air Quality Index, DAQI)的細懸浮微粒項目。又例如總量管制，臺灣

早在 1999 年的空氣汙染防制法就已經增訂總量管制的有關條文，但如何具體實

施總量控管仍尚未有重大進展。換言之，除了 PM2.5 為重要管制標準外，二氧

化硫、臭氧、二氧化氮等已被列管的汙染物亦須加以嚴格控管。因此，管制政策

考量地區的整體環境涵容量極屬重要。但在臺灣法條上明確地規定需要經濟部同

意得實施，以致於臺灣的總量管制實施一再延誤，至 2014 年年底政府在民間團

體與社會強力要求下，於 2015 年 6 月在全臺灣空汙最嚴重的高雄與屏東開展實

施。28 

26 湯雅雯，〈空氣太糟就停課空汙假來真的〉，《中時電子報》，2014 年 01 月 14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114000434-260114。 
2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減管理室，《立法院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我國因應氣候變遷邁向新

局》，2015 年 6 月 15 日。 
28周桂田，《臺灣空氣污染之風險治理與制度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104 年度研究計畫案期末報

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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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本上尚未針對有害空氣汙染物(HAPs)進行明確法規發布，更遑論空氣

品質標準機制的制訂是否有公眾參與或者資訊透明的法源保障。單就涉及科學評

估方面少數的法源，即臺灣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但它並沒有公眾參與的機制，

而且該技術規範主要為開發之環境影響評估服務，主管機關並無訂定健康影響評

估規範。現行的法規仍有部份限制有害空氣汙染物之排放，包括「固定汙染源空

氣汙染排放標準」、「特定行業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以及

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容許濃度標準」以及「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汙染管制及排

放標準」，制訂過程亦屬於政府機關與其所召集之科學委員會，仰賴未經廣泛公

眾與學術討論的科學文獻即訂定。 29 

 

第三項 臺灣霾害治理中的公民參與 

 一、環保團體積極發揮影響力 

臺灣環保署的分析顯示，境外傳輸對臺灣 PM2.5 年平均濃度影響比率是

43.3%，臺灣境內汙染源的比率則是 56.7%，主要的汙染來源包括，火力發電廠、

石化工廠以及市區內的汽機車等。30 

臺灣民間團體已多次舉行反空汙救健康的大遊行，除了要求政府節能減霾，

也希望立法委員能就防治空汙提出有效立法工作。另外，網路公民團體 PM2.5

自救會，2015 年 3 月 26 日上午在嘉義市臺灣圖書室召開記者會，呼籲「公民

要自救」，并邀請家長、小朋友一起來認識空汙旗，並升起美國版的 AQI 空汙

旗。 

臺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葉光芃醫師、楊澤民博士，與臺灣生態學會雲林工作

29陳仲嶙，環境影響評估事件之司法審查密度：比較制度分析的觀點，《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14 期，2014
年 3 月，頁 107-168。 
30吳宏圖，〈境外長程傳輸對臺灣細懸浮微粒(PM2.5)影響之模擬評估〉，（臺南：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系學術論文，2012 年），頁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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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雲林縣家長協會、荒野保護協會嘉義分會、臺灣永續聯盟、嘉義市社區醫療

發展協會等組織，還有市議員戴寧、鄭光宏、蔡榮豐，也到場聲援 PM2.5 自救

會的記者會。 

PM2.5 自救會呼籲： 

（一）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暫改用美國空氣品質標準（US AQI），作為空汙旗

標準。 

（二） 各地團體持續監督教育單位，公開揭露差異，教育大眾。 

（三） 環保署與衛福部，儘速召開會議，訂出適合臺灣的標準（TW AQI）。 

（四） 各縣市政府應該因地制宜，廣納專家意見，邀請居民參與，制定自己地

方的空汙旗。31 

 

二、律師、學界、醫界、民團聯合發表聲明 

根據《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28 條，針對生煤、石油焦等易致空氣汙染物質

之使用許可證，經縣市政府『審查合格』後始得核發；而《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1 條：『為防制空氣汙染，維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以提高生活品質，特制定

本法。』因此許可證要能『審查合格』的基本前提是：其許可使用不得危害國民

健康與生活環境！32 

雲林縣政府自民國 98 年起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連續五年執行『沿海地區空氣

汙染物及環境健康世代研究計畫』，33結論指出六輕排放的氣體與危害當地民眾

健康有「顯著相關」，證實六輕汙染已構成當地居民健康風險的來源。 

31PM2.5 自救會，《PM2.5 自救會：公民要自救，保命空汙旗》，2015 年，3 月 26 日，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8968>。 
32吳敏菁，〈高汙染燃料自治條例通過 生煤、石油焦  彰縣將嚴管〉，《中時電子報》，2016 年 7 月 23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723000436-260107>。 
33雲林縣政府，《沿海地區空氣汙染物及環境健康世代研究計畫》，（臺北：委託臺灣大學之歷年研究報告），

<http://ppt.cc/xM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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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又完成研究『運用汙染玫瑰圖評估二氧化硫對石化工廠下風居民之衝

擊』，34證實六輕發電系統以石油焦與煤作為主要燃料，總計 17 根煙囪構成六輕

工業區最大的硫氧化物排放源（佔 70 %）。而 2015 年完成的『102 年度雲林縣沿

海地區環境流行病學研究計畫』，35更進一步證實六輕汙染已造成當地居民之健

康危害，結論指出六輕營運後鄰近六輕的臺西與麥寮兩鄉與距離六輕較遠鄉鎮相

比，空氣品質有顯著惡化，36居民尿液中石化指標重金屬與致癌物濃度有顯著增

加，37居民的全癌症發生率有顯著上升。38 

意即，縣府之研究早已證實六輕汙染嚴重危害國民健康與生活環境，目前六

輕電廠的石油焦與煤使用許可證，已不符《空氣汙染防制法》中的審查合格要件。

因此，針對目前已經核發的許可證屆期後不再准許展延，是縣府為國民健康把關

的基本職責，更是中央法規賦予縣府之法定職權，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但是縣

府提出要等自治條例通過後才能有所行政作為的說法，實為推諉責任，並有欺騙

老百姓之嫌！既然縣府研究早已證實六輕危害，因此各界人士紛紛發表聯合聲明

34運用汙染玫瑰圖評估二氧化硫對石化工廠下風居民之衝擊，<http://ppt.cc/el7g>。 
35 102 年度雲林縣沿海地區環境流行病學研究計畫期末報告，<http://ppt.cc/i3RU>。 
36該研究摘要指出：『在環境污染方面，六輕營運後，當 A 區之臺西測站位於六輕之下風處(西北風)時，其

SO2 濃度逐年上升 0.33 ppb，NO2 濃度逐年上升 0.11 ppb，皆較其他風向高;當 B 區之崙背測站位於六輕之

下風處(西風)時，其 SO2 濃度也逐年上升 0.11 ppb。而由臺西光化測站的資料可發現苯與石化業常有的乙

烯、丙烯其高濃度風向皆是來自六輕方向。而從空間採樣結果可發現冬季空氣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多環芳香烴與重金屬濃度高於夏季。冬季時，在 A 區位在六輕工業區下風處之臺西鄉空氣中的氮氧化物與

二氧化硫明顯高於位在上風處之麥寮鄉；夏季時，因季節風向轉換則是位在上風處之麥寮鄉高於下風處之

臺西鄉。石化製程相關的揮發性有機物監測結果，在 A 區則是麥寮鄉之監測濃度大於臺西鄉。』 
37該研究摘要指出：『在居民的生物指標方面，綜合今年與歷年的檢測結果我們發現雲林流病世代中 35 歲

以上 A 區居民的尿中鍶、釩、砷、鉛、汞、鉈與 1-OHP 濃度顯著高於 C 區居民。而在有尿中極高濃度釩

與 1-OHP 之極高暴露流病世代居民與對照之極低暴露流病世代居民相比，在脂質、胺基酸、碳水化合物代

謝之中間產物以及糖蛋白代謝物的表現上有著明顯之差異性。』 
38該研究摘要指出：『在 2009-2011 年建立的 3,230 人流病世代中，A 區在收案時已年滿 35 歲以上之居民在

六輕運轉後十至十二年(2008-2010 年)的每千人年全癌症粗發生率是六輕開始運轉後九年(1999-2007 年)的
2.82 倍，在 35 歲以上的女性居民則是 3.54 倍，而在 35 歲以上沒抽菸、吃檳榔與 C 肝之女性居民更高達

9.04 倍;而居住在 C 區 35 歲以上之居民在 2008-2010 年的每千人年全癌症粗發生率是 1999-2007 年的 2.04
倍，在 35 歲以上的女性居民則是 1.70 倍，而在 35 歲以上沒抽菸、吃檳榔與 C 肝之女性居民是 1.91 倍。

在控制了年紀、性別、身體質量指數、是否曾經抽菸、是否有 C 型肝炎與是否曾在六輕工作等相關干擾因

子後，從卜瓦松回歸分析發現到 A 區 35 歲以上女性居民其 2008-2010 年的每千人年全癌症發生率是 C 區

居民的 1.60 倍(95% CI 1.07-2.39)，而在 60 歲以上居民為 1.55 倍(95% CI 1.00-2.38)，在 60 歲以上女性居民

則更高達 2.17 倍(95% CI 1.1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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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政府許可證早日停發！39 

  

39請李縣長依法行政 許可證屆期不展延  律師、學界、醫界、民團聯合聲明，2015 年 3 月 6 日，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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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霾害防治存在的問題 

目前臺灣空氣汙染的情形日趨嚴重，隨著國光石化興建爭議、六輕工業區爆

發多次的工安大火事件、高雄縣市國小的常升不降空汙旗現況、空汙嚴重排名的

埔里鎮與嘉義縣市沒有工業汙染源排放卻居冠臺灣。甚而，近期的中科五期興建

爭議、雲林麥寮地區基於空氣汙染嚴重而使得當地孩童被迫遷校的社會問題，自

2010 年以來，臺灣的空氣品質與空汙治理爭議屢次引發社會關注。彰化國光石

化環評中的細懸浮微粒(Fine Particulate Matters，以下簡稱為 PM2.5)評估，學者

提出空汙研究報告檢視，還引發臺塑狀告學者的司法爭議；雲林六輕廠區多次工

安大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以下簡稱為 VOCs）

總量無法掌握而使擴廠環評通過屢引爭議，在地的流行病學調查也顯示化學物質

暴露與癌症風險存在相關性，迫使當地孩童遷校避離汙染；號稱全世界最大的中

部火力發電廠，被指認為造成嚴重霾害的禍首；而沒有工業汙染源，南投的埔里

鎮與嘉義縣市空汙危害問題居然毫不遜色，與重工業重鎮的高雄市同步懸掛警示

意象分明的空汙旗。臺灣提出的自主減碳承諾，不用像簽約國需要接受排放監督

與查核，但以臺灣人均排碳的難看紀錄，絕不會被國際環境守望組織放過，過去

吹擂的一筆糊塗帳也恐將洩底。依巴黎協議，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辦公室承

諾要在「減緩、適應、財務、技術轉移與能力建置」方面協助簽約國，因此臺灣

也無法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取得技術協助與諮詢服務。40 

臺灣自主預期貢獻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目標都很遠大，而臺灣在國際

間政治孤立的地位，可能使臺灣無法取得達到目標所需要的技術與其他協助。另

一方面，臺灣本身的政治環境可能構成更大的障礙。 

40周桂田，《臺灣空氣污染之風險治理與制度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104 年度研究計畫案期末報

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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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期的選舉，民主進步黨首次同時取得總統寶座與立法院的多數席次。

對民進黨來說，反核是個核心理念。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已經承諾，要讓臺灣現有

的 6 部核能發電機組在目前的運轉執照到期時除役，同時要讓幾乎完工的龍門核

能發電廠（核四廠）永久封存，讓臺灣在 2025 年成為非核家園。41以碳排放的

角度來說，核能是「乾淨」能源，問題在於，要用什麼發電方式取代核能發電，

才可以達到節能減排的目標？臺灣的核能電廠目前每年發電 400 億度（瓩／小

時），占總體發電量約 19%。42 

為了取代核能，民進黨承諾大量增建再生能源設施，光是太陽能的發電量，

就要達到 20 百萬瓩，但問題還是在於：能否產生足夠的再生能源以填補廢核造

成的空缺？非核的臺灣會不會更加依賴會製造溫室氣體的化石燃料？43吉興工

程顧問公司已退休的董事長陳立誠認為，臺灣若不用核能，要想在那麼短的時間

內減少那麼多的排放量，又不能給經濟帶來嚴重影響，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臺灣電力有 38%是靠燃煤，溫室氣體排放量有 88%以上是發電所產生，44

因此，發電業各種能源的比重對於臺灣能否達到減排目標極為重要。陳立誠依目

前政府與民進黨各項能源計畫，預測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並把從 2015 到 2030

年整體能源需求上升 1.5%的因素納入考量。例如現任政府計畫要在 2030年以前，

使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達到 17.25 百萬瓩（相當於臺灣目前裝置容量 40 百萬瓩

的 42%），如果核能發電在 2025 年全部停止，則 203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會

41日本「朝日新聞」，《臺灣計畫 2025 年非核 亞洲罕見》，2016 年 10 月 23 日，< 
http://m.ltaaa.com/hktalk-view-id-2046.html>。 
42 探索臺灣核廢料，《臺灣核能發展歷史》，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diplomacy1/wrc05/steuent/a3.htm>。 
43香港中國通訊社，〈陳以信指民進黨再生能源政策不切實際〉，《香港新聞網》，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5/1127/415143.shtml>。 
44
呂錫民退休能源研究員，〈專家傳真－向煤炭宣戰  美國能，臺灣也能〉，《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19000048-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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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3 億 1,000 萬噸。在民進黨的計畫中，再生能源比重較大，在核能電廠同

樣關閉的情況下，排放量增加的幅度較小，但也好不到哪裡去，到 2030 年仍會

達到 3 億噸。45 

還有一個假設，它包含民進黨積極發展再生能源發電的計畫，加上核電廠全

部運轉，包括引發爭議且尚未全部完工的核四廠在內，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臺

灣的排放量也只能維持在大約 2 億 5,000 萬噸，離國家自主預期貢獻的目標 2 億

1,400 萬噸還差很遠。陳立誠認為，他的估計還算是保守的，因為他沒有納入運

輸與工業可能增加的排放量。 

民進黨不認同陳立誠的估算。民進黨預期從現在到 2025 年，能源消耗將大

減 20%，因為科技進步，臺灣的工廠將採用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而且電力公司

將進行策略性定價，並使用智慧電表以監督電力使用的情況。民進黨也提倡多加

利用液化天然氣與超臨界燃煤火力發電廠，以取得等量的電力，并減少排放。 

環保署似乎同意，它指出新科技可能帶來的成果，而且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也要求政府「積極協助並鼓勵工商業採用低碳科技」。臺灣可以採取的另一個

步驟是建立「限額與交易」的碳排放交易制度。除了管制排放與協助業者升級，

限額與交易制度還具有另一個潛在的好處：臺灣可能加入區域的排放交易組織。 

減少排放溫室氣體與廢核這兩個目標彼此並不相容，臺灣能否達成這些目標，

還有待觀察，但毫無疑問，相關議題已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46 

 臺灣目前僅高高屏地區首先實行總量管制，各區規劃則常以空品區為單位。

然而總量先以不符合擴散實況的空品區實行，防制區以汙染物濃度為劃分，但管

制手段為限制縣市、公私場所的汙染源排放量，意味應先清楚掌握各地背景值、

45陳立誠，〈未來十年電價趨勢〉，《ETtoday 東森新聞雲》，< http://m.ettoday.net/news/20160304/657325.htm>。 
46法提姆 (Timothy Ferry)，《氣候變遷的政治與政策(摘要)》，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臺，2016 年 6 月

21 日，<https://tccip.ncdr.nat.gov.tw/v2/knowledge_expert_view.aspx?kid=201606211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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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濃度與排放量關係應有更多的實證研究基礎，但環保署並沒有強化這方面的

研究。因此無論是排放管制、總量管制，若實際面對改善區域空氣品質與提升居

民健康時，都面臨權責不清的課責性問題，課責不清則無法妥善管制，例如若六

輕對嘉義與彰化 PM2.5 濃度實有顯著影響，那六輕就不應該面對僅是雲林沿海

鄉鎮的壓力和面對雲林縣政府，而應該是承擔多縣市共同課責。又例如嘉義空氣

汙染來自境外部分比例高，若要改善嘉義空氣品質，責任亦在鄰近的雲林、彰化

等縣市，若鄰近縣市總量削減，嘉義亦是受惠者。以上列舉，即說明必須釐清跨

域之來源與責任，透過公民環境權與健康權的主張，促使政府跨域治理平臺共同

處理跨境空氣汙染減量容許、排放許可等各種事項，才能完善 PM2.5 治理。47 

  

47周桂田，《臺灣空氣污染之風險治理與制度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104 年度研究計畫案期末報

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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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兩岸環境治理合作 

  第一節 協同治理理論 

第一項 協同治理理論的內涵 

「協同」一詞是有指在勞作中合作之意，1其傳達的是在多樣化的學科領域

中多種複雜的結構在性質上發生宏觀變異的同質原理。220 世紀 70 年代初由德

國著名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enn Haken)首次提出。3 協同治理是協同與治

理理論的交叉理論。對於協同治理理論的內涵，Perri 指出，所謂協同治理就是

在政策、規則、服務供給、監控等過程中實現整合，且這種整合體現於不同層級

或同一層級內部，不同職能間，政府、私人部門與非政府間等三個維度。4 Pollit

認為協同治理是一種通過橫向和縱向協調的思想與行動以實現預期利益的政府

治理模式，它包括消除政策間的矛盾和緊張以增加政策的效力、通過減少重複以

更好地利用稀缺資源、增進不同利益主體的協作、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無縫隙服務

等四項主張。5 研究空氣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具有重要意義。當代跨域性公共事

務日益增多，傳統的科層制模式具有「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弊端，因而

必須探索區域公共事務治理的新模式。對空氣污染防治這種典型跨域公共問題的

研究，其結論能為處理同類公共事務提供理論借鑒。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就「協

同治理」概念所下的定義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協同治理是個人、各種公共或私人

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的不同利益主體得以調

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其中既包括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正式制度和規

1 朱志剛，〈協同理論簡介〉，《系統工程》，第 3 期，1990 年，頁 72。 
2 潘开靈、白列湖，《管理協同理論及其應用》，（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 年），頁 5。 
3 劉偉忠，〈我國協同理論研究的現狀與趨向〉，《城市問題》，第 5 期，2012 年，頁 81-85。 
4 PERRI ，LEAT D，SELTZER K，et al．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 ［M］． 
New York：Palgrave，2002：pp.28－31． 
5 POLLITT C. Joined －up Government：A Surve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3，1（1）：pp.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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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也包括各種促成協商與和解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6協同治理在本質上是一

種通過在共同處理複雜社會公共事務過程中多元主體間的相互關係的探究，建立

共同行動、聯合結構和資源共享。協同治理在根本上可以彌補市場、政府和社會

組織單一主體治理的局限制。7協同治理具有以下幾個特徵。8 

一、 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協同治理的主體不僅指政府組織，也包括民間組織、企業、家庭以及公民

個人在內的社會組織行為個體。9  

二、 各子系統的協同性 

在現代社會中，由於知識和資源被不同組織掌握，採取集體行動的組織必

須依靠其他組織，而且這些組織之間存在著談判協商與資源交換，這種交換和

談判是否能夠順利進行，除了各個參與者的資源之外，還取決於參與者之間共

同遵守的規則以及交換的環境。因此，在協同治理過程中，強調各主體之間的

自願平等與寫作。在協同治理關係中，有的組織可能在某一個特定的交換過程

中處於主導地位，但是這種主導並不是以單方面發號施令的形式。10所以說，

協同治理就是強調政府不再單方面依靠強制力，而是更多的通過政府與民間的

組織、企業等等的社會組織之間相互協商與對話等方式建立夥伴關係以此來管

理社會公共事務。社會系統的錯從複雜、動態以及多樣性，使得各個子系統必

須協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的良好發展。11 

三、 自組織組織間的協同 

6 全球治理委員會，《我們的全球夥伴關係[R]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轉引自俞可平主編《治理

與善治》[C]。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 5 期，2000 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 5 期，2000 年。 
7 劉偉忠，〈協同治理的價值及其挑戰〉，《江蘇行政院學報》，2012 年，第 5 期，頁 113。 
8 李漢卿，〈協同治理理論探析〉，《社會經緯理論月刊》，第 1 期，2014 年，頁 138-142。 
9 楊清華， 〈協同治理的價值及其局限分析〉，《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2011 年，頁 56。 
10 楊志軍， 〈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的內涵闡析〉，《四川行政學院學報》，第 4 期， 2010 年，頁 21。 
11 李輝、任曉春，〈善治視野下的協同治理研究〉，《科學與管理》，第 6 期， 2010 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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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組織組織是協同治理過程中的重要行為體。由於政府能力受到了諸多

的限制，其中既有缺乏合法性、政策過程的複雜，也有相關制度的多樣性和

複雜性等諸多原因。12自組織體系的簡歷要求削弱政府管制、減少控制甚至在

某些社會領域要求政府撤出。這樣一來，社會的系統功能的發揮就需要自組

織組織間的協同。 

    雖然如此，政府的作用並非無足輕重，恰恰相反，政府的作用會越來越

重要。因為，在協同治理過程中，強調的是各個組織之間的協同，政府作為

嵌入社會的重要行為體，它在集體行動的規則、目標的制定方面都起著不可

代替的作用。也就是說，協同治理的過程是權力和資源的互動過程，自組織

組織間的協同離不開政府組織。13 

四、 共同規則的規定 

      協同治理是一種集體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協同治理的過程就是各種

行為體都認可的行動規則的制定過程。在協同治理的過程中，信任與合作是

良好治理的基礎，這種規則的重要性就猶如協同學中的序參量，這種規則決

定著治理成果的好壞，也影響著平衡治理結構的形成。14在這一過程中，政府

組織也有可能不處於主導的地位，但是作為規則的終決定者，政府組織的意

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規則的制定。在規則制定的過程中，各個組織之間與

協作是促成規則最後形成的關鍵。15 

    協同治理就是尋求有效治理結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雖然也強調各個

12 竺乾威，〈從新公共管理到整體性治理〉，《中國行政管理》，第 10 期， 2008 年，頁 52。 
13
 封慧敏，〈地方政府跨區域合作制度實施的障礙及出路〉，《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第 5 期，2008 年，

頁 33。 
14
 杜微，〈跨界水污染的府際協同治理機制研究綜述〉，《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第 5 期， 2015 年，頁

31-44。 
15
 李輝，〈霧霾協同治理需解決三大問題〉，《中國機構改革與管理》，第 3 期，2015 年，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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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競爭，但更多的是強調各個組織行為體之間的協作，以實現整體大於

部分之和的效果。16 

第二項 協同治理的歷史發展 

協同治理理論應用始於英國的「協同型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改

革，即在發揮新自由主義競爭機制與市場機制同時，宣導通過協調、整合的方式

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等民主價值，使得政府更加側重結果導向、顧客導向、合

作與有效。17  

波利特則認為協同治理是一種通過協調橫向與縱向參與主體之間的關係實

現預期目標的政府治理模式。18政府地位和傳統角色因為調控方式的改變帶來了

根本性的變革，政府決策權的使用的歸宿是為了給人民帶來便利或是更好地觀察

社會，政府成為整體的一個部分。 

    協同治理是一個持續性過程，通過調和衝突，解決利益衝突，最終實現高效

的合作。由於協同治理能夠最大限度地整合社會力量或行為者的各類優勢，這種

優勢既可以是各自的資源，也可以是各方的技術或是知識積累，通過協調合作達

到「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目的。19這個治理過程的基礎是基於法律約束和組織

約束，調解矛盾的手段、協商和解的方法也可能採取非正式形式。協同治理的最

終目的是通過不斷的協調、溝通、合作等途徑，首先清除可控因素，包括人與人

之間的隔閡、不同治理主體間的利益衝突，有了良好的預期就可以實現達成合作

的共識，為了長遠利益合作自然可以更好地維持下去，以此實現各類跨域危機事

件的高效解決。 

16李漢卿，〈協同治理理論探析〉，《社會經緯理論月刊》，第 1 期，2014 年，頁 138-142。 
17陸遠權、 牟小琴，〈協同治理理論視角下公共危機治理探析〉，《審陽大學學報》，第 5 期，2010 年，頁

123。 
18 Pollitt,Joined-up Government: A Survey，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3.1(1),PP.34-39. 
19楊清華，〈協同治理的價值及其局限分析〉，《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1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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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危機的跨域治理是跨域合作治理理論在環境危機領域的運用，在當前環

境問題日趨複雜的情形下，應對跨域環境危機，必須克服部門化和分權化的治理

弊端，採用協作合作的模式共同應對環境危機問題。跨域環境危機問題作為一個

公共議題，由於危機的跨域特性，環境危機跨域治理無法由某一個組織、部門或

政府單獨解決，公共議題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特性。環境危機問題的外部性也使

得某一區域政府採取的治理政策，其產生的成本和後果是由其他區域的各主體共

同承擔的。因此，跨域合作治理必須把相關的利益主體都涵蓋進整個治理過程中，

只有這樣，環境危機問題才能實現高效的治理。20 

第三項 協同治理的價值 

    協同治理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出現并迅速流行，不僅在理論上被廣泛應用

于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諸多研究領域而成為一種重要而有益的分

析框架和方法工具。 

   首先，協同治理有助於社會公眾民主意識的增強和民主參與能力的提升。在

協同治理的過程中，通過公共协商能夠培育人民文化以支持政府政策的執行和保

持政治體系的穩定，在衝突發生時，通過協商、對話、說服、教育能夠防範衝突

的升級與擴大，從而化解社會矛盾。21參與各方基於各自的利益目標在既有的共

同認同的程序性規則引導下進行有序協商和交易，并逐漸趨從於協同治理的根本

目標——公共利益。在這一過程中，參與各方具有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的權

利，同時也承擔充分傾聽其他利益表達的義務。22 

    其次，協同治理有助於政府職能轉換的推進和服務型政府的達成。人類社會

20劉偉忠，〈協同治理的價值及其挑戰〉，《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2 年，第 5 期，頁 117。 
21 何紅杉、張俊國，〈無知己利益衝突矛盾防範與化解機制探索——基於協商民主與協商治理視角的分析〉，

行政論壇，第 1 期，2011 年，頁 12-15。 
22 蒲島郁夫，《政治參與》，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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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政府以來，政府職能經歷了漫長的時代變遷，在前資本主義時期，政府職能

主要表現為抵禦外來入侵和維護內部秩序。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期，尤其是近幾

個世紀以來，人們圍繞著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進行著爭論，

與這種爭論相伴隨的是實踐中的西方各國的政府職能像鐘擺一樣時左時右、時大

時小，反復運動。但是每一次的反復又不是簡單地回到從前，其職能範圍整體上

呈現出一種波浪式上升的趨勢。綜觀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處理政府與市場、企業

和社會的關係的實踐，政府除繼續擔當傳統的職能外，集中反映在提供公共物品、

調控宏觀經濟、消除外在效應、維護市場秩序、調節收入分配和整合社會資源等

方面。 

再次，協同治理有助於政府主導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優質提供。為社會

及公眾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是現代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隨著政府職能的拓

展，政府所要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種類上都十分巨大

且繁雜，不僅包括國防、治安、法律法規等純公共物品，還包括道路、橋樑、教

育、社會保障、水電煤氣等諸多准公共物品和服務。但由於諸如政府在供給公共

物品的過程中缺乏競爭機制、政府機構及官員逐利動機和尋租腐敗、監督機制的

殘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評價的困難以及政府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導致提供

過剩公共物品和成本增加的現象。協同治理理論在處理社會公共事務過程中政府、

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進行有效合作的主張，則有助於這一問題的解

決。23 

23 陳振明，《公共管理學——一種不同於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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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協同治理有助於公共政策的優化和政策效能的實現。與市場決策相比，

公共政策是一個更複雜的過程，存在種種困難、障礙和制約因素，使得政府難於

制定並執行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導致公共政策失效。24 

  

24
陳振明，《公共管理學——一種不同於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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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歐盟環境跨域治理成功經驗 

    近年來，「治理」理論在北美，特別是在歐洲得到廣泛的實踐和應用，尤其

是歐盟合作體的發展，充分體現了「跨域治理」的功效與魅力。歐盟的跨域合作

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種新的範式，在區域合作機制的構建上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它成功解決了歐洲國家共同問題的體制和機制，可以說是跨域合作治理的典型範

例。歐盟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為成熟和成功的區域合作組織，歐盟的環境治理協作

機制，是在法律、組織機構、政策及政策工具所形成的一套合作體系下運行的，

對两岸跨域合作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25 

歐盟較早開始在環境危機跨域治理的方面合作，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就開始

針對跨域酸雨的合作治理實踐，並圍繞這一內容達成了一系列協約或議定書。同

時，歐洲還有多條跨域多個國家的河流(如多瑙河就流經 18 個主權國家)，其跨

域水污染合作與跨流域管理經驗也是相當豐富的。26 

    在本文第一章提到的楊昊老師的治理模型 27中就四種不同的國際合作形態

進行了分析，芬蘭與前蘇聯屬於有限默契型，歐洲跨域水污染治理屬於有限約束

型，歐盟「空氣清潔與行動計畫」則屬於區域治理型，而兩岸之間則是介於有限

約束型與各自為政型，因此兩岸合作治理霾害更應受到重視。 

第一項 芬蘭與前蘇聯的跨域酸雨合作 

芬蘭與前蘇聯的跨域酸雨合作是歐洲首次針對跨域污染而展開的環境合作，

再加上兩國國家規模的巨大差距，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也為這次合作平添了

很多政治因素。這些因素使其成為區域跨域污染合作的經典案例。隨著上世紀前

25 樓宗元，〈國外空氣污染治理府際合作研究述評〉，《國外社會科學》，第 5 期，2015 年，頁 39。 
26 施維榮，〈《歐盟水框架指令》簡介及對中國水資源綜合管理的借鑒〉，《污染防治技術》，第 6 期，2010
年，頁 42-43。 
27
楊昊，〈微型區域主義在東南亞跨域霾害治理上的挑戰與調適〉，《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13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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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重化工業的發展，其污染排放量逐年增加，其中二氧化硫首當其衝，這與當

時以煤炭作為主要能源是密不可分的。由於芬蘭與前蘇聯擁有較長的邊境線，這

些混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硫造成了芬蘭地區大量的硫沉降。28 

這些硫沉降仍然給芬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尤其是受害最嚴重的柯拉半島地

區。由於芬蘭在經濟上對森林資源的依賴性極大，因此酸雨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

芬蘭的經濟狀況;同時，芬蘭國內土壤酸度因硫沉降的增加而迅速提高，不但超

過了風險標準，而且範圍不斷擴散至全國境內。29 

    二十世紀 80 年代後，芬蘭一直在為解決跨域酸雨問題做著努力。一方面最

大程度降低自身二氧化硫排放。另一方面，芬蘭也在積極尋求與前蘇聯的環境合

作。由於前蘇聯二氧化硫減排的邊際成本只相當於芬蘭的 20%左右，因此，前蘇

聯完全可以在接受芬蘭污染減排「單邊支付」的情況下，實現跨域污染消減，提

升區域整體環境品質。兩國於 1987 年正式簽署了雙邊環境協定，約定在未來將

芬蘭全境以及前蘇聯與芬蘭接壤部分地區二氧化硫沉降削減 50%;並且，蘇、芬

兩國還隨後共同加入了歐洲遠程越境大氣污染公約(CLRTAP)。該地區酸雨問題

最終得到了解決，硫沉降大幅降低。但這也和前蘇聯能源消費結構的改變與歐洲

臨近的火電廠東移，以及核能的應用等因素有關。30 

第二項 歐洲跨域水污染治理 

   歐洲有很多流經多個國家的跨界河流，如萊茵河流經 9 個主權國家，多瑙河

流經了 18 個主權國家，而如何有效管理這些跨界河流，尤其是當跨界污染出現

時，就顯得非常重要。歐盟將這些跨界河流分為兩類:全部流經歐盟國家的跨界

28黃忻，《跨境酸雨污染治理機制的有效性比較》（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碩士論文，2011 年），頁 34-42。 
29劉彬，《酸雨的形成、危害及防治对策》（黃石高等專科學校環境與化學工程系，2001 年），頁 25。 
30 黃忻，《跨境酸雨污染治理機制的有效性比較》（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碩士論文，2011 年），頁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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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流經歐盟國家與非歐盟國家的跨界河流。31 

    前者的管理相對容易，主要是通過類似《歐盟水框架指令》(WFD)來實現。32

《歐盟水框架指令》(WFD)開始於 2000 年，指令以水體單元為基本管理物件，

以流域面積為管理範圍，明確流域管理的基本步驟和程式，進而流域管理計畫進

行制定並加以實施，以便為跨界流域的統一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33指令要求盟

員國家以流域劃分管理區域，同時分流域建立相應的管理機構以保證相關法律法

規的落實，同時歐洲委員會將負責對國際流域進行協調並制定統一的管理計畫，

計畫將包括具體的實施方案以及方案實施後的預期效果。34為實現全流域的統一

管理，歐盟會推動流域有關成員國共同簽署保護協定並成立流域管理委員會。在

管理跨界流域的同時，WFD 還負責推進公眾參與，使公眾進一步瞭解全流域的

決策方案及執行情況。通過統一標識、搭建網路平臺、明確諮詢程式、定期交換

意見等方式與公眾建立良好的溝通。35如在多瑙河的跨流域治理中，多瑙河流域

管理組織充分發揮了公眾參與的最大優勢，引發全民對流域跨界治理的廣泛關注，

呼籲共同治理的重要性，推動了跨界合作的實現。歐洲委員會目前正在著手開發

歐洲水環境資訊系統，這也被視為歐盟為了推進流域管理資訊共用而採取的進一

步舉措。36 

    而後者則相對複雜，需要歐盟委員會與當事國共同協商解決。如萊茵河的跨

界合作治理。作為歐洲的母親河，在人類瘋狂追求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大量的

31 馮爽、王聖瑞等，〈法國湖泊水環境保護與水污染治理〉，《水利發展研究》，第 5 期，2015 年，頁 66-67。 
32  譚偉，〈歐盟水框架指令及其啟示〉，發表於全國環境資源法學研討會（中國江蘇南京,2008 年），頁

326-329。 
33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Council of 23 October 2000: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field  of  water  policy  [J].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 327(1):56-60. 
34 Common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or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2000/60/EC):  Guidance 
document No.1—14，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2000,327(1):56-60. 
35 石秋池，〈歐盟水框架指令及其執行情況〉，《中國水利》，第 22 期，2005 年，頁 67。 
36 王燕、施维蓉，〈《欧盟水框架指令》及其成功经验〉，《節能環保》，第 7 期，2010 年，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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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垃圾、工業廢棄物流入這條母親河，萊茵河也因此遭受了嚴重的污染。過度

地追求經濟發展忽視了環境保護，造成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母親河也曾一度得

名為「歐洲的下水道」。二十世紀中葉，萊茵河國際委員會成立了，當時的創始

國是瑞士、法國、聯邦德國和盧森堡及荷蘭，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是各國代表，一

共十二名工作人員。但就是這十二名工作人民創造了流域跨界合作治理的奇跡，

它是世界上管理的最成功的一條河流。萊茵河的跨界合作治理，有許多值得借鑒

和學習的地方。首先，保護萊茵河國際委員深入分析了萊茵河是如何成為下水道

的原因，抓住的污染物的源頭，從根源上阻斷了各類污染物。37其次，萊茵河流

域廣，波及範圍較廣，各國利益息息相關，僅靠一方的力量根本無法真正解決萊

茵河的污染問題，必須做好整體的統籌工作，通過互動合作共同應對，整合一切

資源能源，實現整體功能大於部分功能之和的效果。38再次，社會力量的深度參

與，其中也包括企業的力量，企業作為此次污染的重要責任人，必須擔負起責任，

而且需要徹底轉換經營發展思路，強化環境保護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最後以「自

然方式」治理，自然生態的恢復需要時間，尤其是水資源污染是一項長期工程，

欲速則不達。委員會的秘書長由受害最嚴重的一方擔任，這樣做的好處是確保了

秘書長最強的責任意識及最公正的評判立場。可以說萊茵河的治理是國際合作共

同治理的典範。39對兩岸的環境危機跨域合作治理機制有著很好的借鑒意義，但

是必須結合兩岸實際，兩岸共同協商討論，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第三項 歐盟「空氣清潔與行動計畫」 

歐盟各國針對大氣污染物長距離跨域傳輸問題，早在 1979 年 11 月就由聯合

37 周素文，〈簡介《歐盟水框架指令》及其成功經驗〉，《科技資訊》，第 36 期，2010 年，頁 21。 
38 杜群、李丹，〈《歐盟水框架指令》十年回顧及其實施成效述評〉，《江西社會科學》，第 8 期，2011 年，

頁 21-27。 
39 姚筱鬱，〈從萊茵河成功治理中得到的幾點啟示〉，《河北水利》，第 7 期，2011 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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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 簽署了《遠距離跨國界大氣污染公約》(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CLＲTAP) ，建立了跨國界的政策平臺，

締約國包括 25 個歐洲國家、歐洲經濟共同體和美國，開展了污染物減排的區域

合作。40後續簽訂的一系列議定書針對的污染物包括硫、NOX、持續的有機污染

物 POPs、VOCs、NH3 和有毒重金屬等，如 1985 年 3 月歐盟推出了 85/580/EEC

法規，規定了大氣中 NO2 的濃度限值，現已修訂為 Directive85/580/EEC; 1988

年簽署的《索菲亞議定書》，規定控制 NOX 的排放量和跨界流量;1999 年歐盟簽

署《控制酸沉降、富營養化和臭氧協議》，又稱「哥德堡協議」或「多污染/多影

響協議」，針對 S、NOX、NH3 和 VOCs 制定了 2010 年的排放限制;2001 年，

歐盟委員會通過了《國家最高排放限值公約》，對成員國的上述 4 種污染物到 

2010 年的排放限值做出規定。41歐盟環境委員會於 2006 年就控制 PM2.5 達成了

協定，發佈了《關於歐洲空氣品質及更加清潔的空氣指令》，規定 2010 年 PM2.5

的目標值為 25 微克每立方米。上述公約在減少歐洲大氣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改善

空氣品質方面發揮了顯著的作用。1990 ——2006 年，歐洲的 SO2、NOX、NH3 

的少東西排放分別減少了 70%、35%、20%和 28%。42  

由於各成員國地區發展水準各異，清潔指令中的減排要求對許多成員國地區

來說難以實現。因此歐盟空氣清潔指令中又規定結合各地區差異，允許成員國之

間的企業自由買賣溫室氣體減排額度，並且還會提供資金上的幫助和技術上的支

援。43歐盟通過「歐洲潔淨空氣計畫」約束了成員國地區的行為，促成了空氣污

40藍豔、劉婷、彭甯，〈歐盟環境政策成本效益分析實踐及啟示〉，《環境保護》，第 1 期，2017 年，頁 99-100。 
41沈陵，〈歐盟空氣品質立法及啟示〉，《內江科技》，第 7 期，2015 年，頁 77-78。 
42雲雅如、王淑蘭等，〈中國與歐美大氣污染控制特點比較分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第 4 期，2012 年，

頁 33-34。 
43劉蕊、張明順，〈歐盟空氣品質監測現狀及加強我國空氣品質監測體系建設的建議〉，《環境監測管理與技

術》，2016 年，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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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事件的共同治理。由於環境問題的外部性屬性，使得環境危機治理難以量化，

歐盟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實現跨域合作治理。運用市場調節的手段解決環境治理的

外部性問題，比如前面提到的排放指標可以市場交易，甚至還有事後的成效評估

以及利益補償機制，如果不能完成指令要求會遭到罰款。 

第四項 小結 

從上面實踐案例可以總結出歐盟環境危機跨域合作治理的幾個特點:一是主

體多元化。歐盟的環境危機跨域合作治理是一個多層元主體的治理體系，治理

主體並非僅僅是成員國政府，治理主體以地域為界，散佈於不同的層級之中，

最終形成的是以協調和協作為基礎的合作治理體系。二是行為體之間沒有等級

的劃分。除了歐洲法院這樣的超國家機構可以具有特定但範圍有限的許可權，

成員國對超國家機構也沒有隸屬關係，歐盟內的行為體可以超越國家層面，只

追求自身利益，每個行為體都有不受超國家機構管轄的權利。三是治理體系多

元化，歐盟的跨域合作治理，以協同機制為核心，是一種多層級的共同治理體

系。歐盟的跨域協同機制以「賜予、輔助和均衡」的原則。四是強烈的物質文

化認同感。跨域合作不僅需要整合資源、能源，更需要在理念、意識上達成強

烈的共識，除了規則、規範、條約，還需要大量的共同理解，這種共同理解來

源於共同的文化背景及價值觀念。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是

歐盟的顯著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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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岸跨域霾害治理合作機制的建構 

第一項 跨域合作治理的原則 

   一、公共利益優先原則 

    合作治理宣導的公共利益是一種相容性的利益，即原有受益者的利益不會因

為增加新的受益者而受損或減少，另外公共利益具有相關性，即公共利益受到損

害，意味著所有參與者都會受到損害，這兩種特徵帶來的不利後果就是存在搭便

車的可能性，就會造成尋租和腐敗的現象，因此，合作治理重新強調了所有參與

者對公共利益的責任，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人員，合作治理強調多元主體的

互相合作，把追逐公共利益視為一種美德，張康之教授認為，合作治理追求公平

和公正價值的前提就是公共利益至上。在一個多元利益相互衝突的社會中，有效

地平衡互相衝突的利益並在此基礎上維護公共利益成為跨區域大氣污染合作治

理的基本問題。因此，其邏輯訴求是為社會公眾服務的，代表並最大限度地實現

社會公共利益。 

 二、平等協商原則 

    合作治理指的是在治理主體平等前提下的共治，所有治理主體的地位是平等

的，在治理過程中都享有平等的權利，治理主體的平等性意味著傳統層級治理會

陷入困境，需要通過治理主體共同討論、民主協商才能制定公共政策。平等協商

的原則在本質上是以公共利益為取向，通過對話實現共識和明確自己的責任，平

等協商意味著各主體能平等獲得政治影響力的機會，表達的利益訴求不是被強制

的，能夠公開自己對某項政策的偏好或不滿的理由，平等協商的原則由於考慮了

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經過了集體的理性思考，所以形成的集體決策能夠

被普遍認同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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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共用原則 

    在實際情況中，由於各利益相關者有著各自的利益訴求，導致了複雜的利益

博弈結構，決定了各參與主體合作的可能性降低，要使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參與到

大氣污染治理中來，最基本的條件就是所有參與者都參與利益的分享，利益共用

是所有利益相關者互相合作、參與大氣污染治理的原動力。利益共用就是各利益

相關者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依靠各自的資源和優勢，實現相互之間的利益轉移，

從而實現各種利益訴求的合理分配，實現利益的合理分享就需要合理的利益補償

機制。 

四、合作信任原則 

    信任對於合作的意義就是沒有信任就沒有合作，合作治理要求治理主體之間

的高度信任，合作信任不同於近代社會出現的契約型信任，這種信任不是形式化

的，而是理性的，具有實質性內容。合作信任是合作治理的前提，合作信任的建

立與合作共治是一個共進的過程，合作治理的實踐過程也是合作信任的確立過

程。44 

 

第二項 兩岸霾害跨域治理策略 

一、 建立兩岸聯防聯控機制 

樹立區域協同治理理念，建立兩岸聯防聯控機制。根據參與者平等的概念，45

美國早在 1787 年美國憲法中就明確了州際協議的法律地位，各州之間受契約的

約束，類似於商業交易中雙方或多方當事人受到契約約束一樣。為了保證州級契

約的法律效力，美國憲法和相關法律規定州際協定的效力優先于成員之前頒佈的

44 劉光蘭，《基於外部性的跨區域大氣污染治理模式研究》，（重慶：西南石油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碩士論

文，2015 年），頁 53-54。 
45 根據參與者平等的概念，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不涉及政治議題，單單從區域的角度來談霾害治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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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甚至也優先於之後新制定的法規。46歐盟國家的區域政策也是有法可依的，

完備的法制是歐盟區域合作發展的基石。首先，建立聯防聯控的區域管理機構。

由於霾害污染是跨區域的，單個城市無法獨立完成污染的全面防治，這就必須打

破各自為政的傳統行政區域規劃的限制，積極實行區域聯防聯控。而要保證區域

聯防聯控真正能夠取得實效，必須建立一個具有權威的區域管理機構，統一協調

管理兩岸的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並賦予其相應的執法權和監督權。其次是樹立聯

防聯控的理念，增強合作意識和責任意識，各地區要從保護區域內大氣品質的大

局出發，通力合作，克服地方保護主義。47 

由於霾害治理的收益和成本都是非排他性的，實現區域聯防聯控，區域內各

方的利益訴求和協調是需要特別考慮的，即各地都會享受霾害治理成果的收益或

分擔霾害污染所帶來的社會運作成本，但由於其收益不具有非競爭性，而成本則

是非競爭性的，因此各地可能都不願承擔成本，而只願意分享收益。48由於兩岸

經濟發展水準、產業結構、工業佈局、管理水準等的差異，各地在環保意願、管

理水準、資金投入和控制程度上都存在較大差異。如何協調各地的排放數量和標

準是一個難題。以大陸京津冀地區的聯防聯控為例，河北省的整體發展水準要落

後于北京和天津，河北省的唐山、邯鄲、保定等都是以鋼鐵、煤炭、化工、建材

等產業為主。49實現發展方式和路徑的變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據河北省初步

測算，今年全省實施大氣污染防治專案需要投入近千億元，僅企業停產限產，預

估會影響工業增速 2 至 3 個百分點，影響地區生產總值增速 1 個百分點以上。50

46何淵，《州際協定——美國的區域法治協調機制》，東方法眼，2006 年，5 頁。 
47張欣炘、楊帆，〈美國、歐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及啟示〉，《環境保護》，第 13 期，2015 年，頁 51-53。 
48袁珊、賈愛玲，〈論我國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法律制度的完善——新《大氣污染防治法》的背景下〉，《法

制博覽》，第 9 期，2017 年，頁 32-33。 
49胡愛榮，〈京津冀治理環境污染聯防聯控機制的應用研究〉，《生態經濟》，第 8 期，2014 年，頁 179。 
50劉毅，〈期盼「新風」驅霾害〉，《人民日報》，2013 年 11 月 8 日，第 17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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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生態環境的改善，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在共同應對

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由於各國承擔成本和分享收益的不對等，氣候談判便陷入

僵局。在環境品質目標和達標時限上應該制定差別化的區域聯防聯控規劃。在國

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暖的問題上，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講求承擔「共同但

有區別的責任」。霾害污染的區域性特徵，歸根結底是由於各地經濟發展水準的

差距較大，治本之策在於縮小差距。51因此，排放指標的制定和實施要綜合考慮

到各地的環境容量和承載力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水準、排汙總量等，在各地的發展

訴求和不斷提高的環境標準之間，找到平衡，走一條區域成員共同發展的路子。

各地要協商共贏，互惠互利，兼顧霾害治理過程中效率性和公平性的實現。在區

域統一監管和統一執法的基礎上，在品質目標和達標時限上制定差別化的區域聯

防聯控規劃，構建兩岸霾害治理的「共同但有區別的」大氣聯防聯控監管體系。

當然，這必須以科學研究為基礎，通過建立兩岸區域空氣品質監測網路，實現重

點企業安裝線上監測裝置並與環保部門聯網，把區域內大氣污染的排放數量、分

佈狀況、時空變化、傳輸強度以及擴散規律等都要搞清楚，以明確責任。同時，

發達地區要對落後地區進行資金與技術上的補償與支援，爭取建立切實、可行、

有效的合作治理機制。52 

第一，建立多元投資保障機制。霾害治理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改變

過去主要由政府進行財政投入的單一模式，建立以政府出資為主，企業和社會資

本出資為輔的多元投資保障機制。53一是加大兩岸中央政府財政投入，建立中央

財政出資的專項資金，為空氣品質管制區跨界治理提供必須的運行經費。二是加

51高桂林、陳雲俊，〈評析新《大氣污染防治法》中的聯防聯控制度〉，《環境保護》第 18 期，2015 年，頁

44。 
52薑丙毅、龐雨晴，〈霧霾治理的政府間合作機制研究〉，《學術探索》，2014 年 7 月，15-21 頁。 
53國勝利，〈霧霾污染聯防聯控之法律規制——以京津冀為例〉，《南方論刊》，第 8 期，2016 年，45-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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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管理區內各級地方政府配套財政投入，建立動態的地方政府投資保障機制。這

主要是根據管理區內各個地方政府經濟發展水準和實現情況（比如根據空氣污染

源的多少及人口規模的大小）動態地配套相應的經費，確保公平、公正及合作的

理念融入投資保障機制構建中，充分調動管理區各個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三是建

立健全企業參與治霾的資金投入機制。通過對污染企業和汽車徵收排汙費的方式，

鼓勵企業承擔經濟發展中的環保責任，不斷更新技術，節能減排，減少污染。具

體來說，對在霾害治理中表現積極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經濟獎勵；對在霾害治理

中表現不積極、拒不合作並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經濟處罰；對在霾

害治理中表現積極，但是經濟發展水準低且技術落後的企業，應給予一定的經濟

和技術上的支援與指導。54四是政府與私營部門簽訂外包治汙服務，拓展社會資

本進入霾害污染治理的管道。  

第二，建立區域統一碳排放交易機制。利益導向的市場機制是有效解決區域

內霾害的有效手段，55兩岸可以試著通過建立區域統一碳排放交易機制，形成區

域性環境資源市場，以此解決霾害污染問題。具體而言，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兩岸

的碳交易市場，推進碳排放交易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建立排汙權有償分配使用

制度，政府間可以設定主要污染物的總量控制最高額度，並且每年為區域內每個

排汙企業配備一定的排汙許可額度。區域內排汙企業可以根據配備的排汙額度，

自由地決定是採取主動減排或是購買其他企業排汙額度，來實現自己的排汙總量

控制的目標。 

第三，建立區域立法協作機制。國外的成功經驗顯示，統一的法律是跨行政

54汪偉全，〈空氣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區為例〉，《公共管理學報》，2014 年第 1 期，頁 55-64。 
55王永紅、呂潔，〈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區劃分及防控思路的探討〉，《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第 7 期，

2015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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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聯合執法的依據，是跨域治理有效實施的關鍵。56為此，兩岸應建立相應的立

法協作機制，共同協商起草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一部兩岸跨域的「空氣清潔法」，

明確該區域內空氣污染源、清潔標準、檢測項目、收費標準、技術指標，以及處

罰舉措等相關內容，制定統一標準，確保執法人員在聯合執法行動中有法可依。 

第四，建立健全區域監督機制。一方面，建立和完善跨區域的環保通報批評

機制，推行統一的稅收政策，協同發佈公共安全、環境等領域的強制性區域標準，

對該區域內的企業，無論其是否達標，都要定期在區域環保門戶網站上予以公

佈。57另一方面，建立資訊公開與多管道資訊自由獲取機制，使公眾能及時瞭解

環境變化情況以及政府的各項政策措施，通過向公眾公開環境監測資訊，增加公

眾知情權，從而提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58 

 

二、 確實落實《兩岸環境保護合作協議》 

跨域大氣污染合作治理最關鍵的在於橫向整合，需要責任共擔與合理分

擔。59近些年中國大陸屢遭霾害侵襲，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北部、中部、東部。霾

害形成原因複雜，影響範圍甚廣，隨季風漂移逐漸波及台灣。60 

環境保護產業交流，亦為兩岸須共同合作問題。兩岸皆加入 WTO 後，透過

WTO 機制平臺，兩岸經貿往來類型、次數與規模皆較過去更豐富、龐大；列入

聯合國中央產品分類清單之環境保護相關產業，包括：污水處理服務業、廢棄物

處理服務業、廢棄清理服務業、噪音與震動防制服務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56 黎海峰，〈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發表於「2014 年《環境保護法》的實施問題研究——2015 年全國

環境資源法學」研討會（年會）（中國上海：環境保護部政策法規司、中國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2015 年 7
月 17 日），頁 92-96。 
57 韓園園，《大氣污染區域聯防聯控法律制度研究》（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5 年），頁 26。 
58 王穎、楊利花，《跨界治理與霧霾治理轉型研究——以京津冀區域為例》，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年 6 月，388-393 頁。 
59Peter Wilkins ,Accountability and Joined-up Govern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2,P.61. 
60  中國華東霾害嚴重、指數破表，懸浮顆粒影響臺灣［EB/OL］．http: / /e －info．org．tw/node/95742， 2014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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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環境檢測分析服務業等，皆為簽署 WTO 承諾開放之項目。中國大陸於

2002 年承諾開放環境保護服務業進入大陸市場，台灣亦於 2009 年分批公告開放

陸資來台。 

2012 年 4 月，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與中國大陸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於臺北

市辨理「2012 兩岸環保高峰會議」簽訂合作備忘錄，正式確立兩岸環境保護合

作交流窗口，為兩岸環境保護合作交流立下新里程碑。此項合作備忘錄內容概要

如下 61： 

⑴促進兩岸環保交流：雙方同意依據兩岸環保事業發展需求，定期研商雙方

合作方向及各階段合作交流主題。可圍繞環境管理及政策、環保科技與產業、環

境教育和科普等主題，但不限於此，通過各項活動進行交流，取長補短，互相啟

發學習。 

⑵推動兩岸永續發展合作：雙方同意推動產、官、學、研參與永續發展合作，

促進科技界、企業界、官方所屬單位及民間團體之積極參與及自主合作，可通過

兩會合作之窗口，彙整兩岸民間環保合作事宜，提高合作成效。 

⑶建立兩岸永續發展合作平臺：雙方同意積極推動建立兩岸合作交流活動平

臺，定期舉辦論壇或會議，組織雙方會員及專家學者互訪，組織環保相關培訓和

教育活動，擴大企業夥伴參與等，並儘量利用已開展的一些合作形式。 

台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學者運用空氣品質擴散模式類比顯示，「以

2007 年為例，台灣平均 PM2．5 濃度受中國大陸影響共占 27.4%，其中以受華東

地區影響最多(占 12．2%)，其次為華南(占 5．87%)、華北(占 4．5%)、西南(占

61海峽橋，〈兩岸簽訂環境保護合作協議之重要性〉，《新華澳報》，2015 年 07 月 18 日，

〈http://www.waou.com.mo/news_h/shownews.php?lang=cn&id=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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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西北(占 1.5%)、東北(占 1.2%) 」。62據悉「台灣亦將在台灣海域進行空

飄微塵的採樣，並透過合作請中國大陸提供當地霾害微塵來比對，以提升監測技

術和預報的準確度，及時掌握跨境空汙的資訊」。63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逐漸加

大政策、法制的制定和修改力度，試圖從決策和規範層面改善大氣品質，提升霾

害治理和預防效果。2013 年國務院發佈《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主要目標即

是改善整體和重點區域的大氣品質，其中重點提及完善法律、法規標準、創設區

域協作機制和建立監測預警應急體系。從法制層面來看，國務院已於 2014 年 12

月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請審議《大氣污染防治法》(草案)，其中該

草案設專章規定重點區域大氣污染聯合防治內容;2010 年國務院辦公廳亦發佈

《關於推進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改善區域空氣品質的指導意見》，要求在 2015

年中國大陸重點區域創設大氣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的協調機制，具體做法是: 

「在環境保護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下，不定期召開由有關部門和相關地方人民政府

參加的專題會議，協調解決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組織編制

重點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規劃，明確重點區域空氣品質改善目標、污染防治措

施及重點治理專案。」除此之外，中國大陸大氣污染問題比較嚴重的地區也相繼

通過地方性立法來規範大氣排放行為和提升空氣品質，如北京市已於 2014 年通

過新修訂《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天津市正在向全社會公開徵求《天津市

大氣污染防治條例》(草案)意見等。64具體來說，兩岸可嘗試通過制定專門協議

來共同應對霾害治理與預防議題。該專門協定適用物件應由兩岸環境保護行政主

管部門通過大氣污染監測結果共同確定，除了兩岸(主要是中國大陸)在管轄範圍

62 臺灣「行政院」專案報告 :《兩岸環境保護合作協定》之利弊評估與洽簽協商進度［EB/OL］．<http: / 
/lis.ly.gov.tw/lydb/uploadn/103/ 1030423/13.pdf>，2015 年 2 月 26 日，頁 8。 
63兩岸環保合作，成臺灣“立法院”質詢議題［EB/OL］，< http: / /www． voacantonese． com/content/reactions 
－ on － cross － strait － ep － cooperation －20140423/1899311．html>，2015 年 2 月 26 日。 
64 康京濤，〈論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的法律機制〉，《寧夏社會科學》，第 2 期，2016 年，頁 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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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做好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之外，專門協議還可以參考 1979 年《長程越界空氣污

染公約》若干規定著力構建兩岸大氣污染資訊共用機制。1979 年《長程越界空

氣污染公約》是國際大氣環境保護方面一項重要的區域性多邊公約，它為國際社

會後來的全球性公約，如 1985 年《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和 1992 年《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65該公約第 6 條要求各締約國承諾制定包

括空氣品質管制制度和應用最佳可得、經濟上可行和低或無廢的技術在內的最佳

政策和戰略。66第 9 條要求締約方通過公約執行機構或雙邊交換如下資料:二氧化

硫和其他空氣污染物的排放資料;可能引起長程越界空氣污染的重大變化的國家

政策和工業發展的重大改變;削減空間污染物的控制技術;國家控制硫和其他空氣

污染物的排放的代價;有關長程越界空氣污染的物理化學的和生物學的資料;控制

硫和其他空氣污染物的國家的、次區域的和區域的政策和戰略。67據此，兩岸除

了通過各自法律制定空氣品質管制法律保障制度以外，還可通過該協定確定大氣

污染資訊共用雙方聯絡機構，並落實資訊共用的參與主體、共用方式和具體內容

如大氣環境品質狀況、大氣污染源、大氣污染相關的政策、法規、大氣污染治理

技術以及共用方式等。 

 

三、公眾參與合作治理 

（一）完善公眾合作機制，推動公眾參與環境治理 

首先，完善資訊檢測的發佈查詢平臺，確保社會公眾的大氣環境知情權。污

染資訊共用是大氣污染區域協作治理的必要條件，建立先進的污染資訊監測系統

和污染治理技術共用系統需要針對區域性複合型大氣污染展開轉型研究，量化城

65 王曦，《國際環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年，177 頁。 
66王曦，《國際環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年，177 頁。 
67王曦，《國際環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年，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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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地區間污染物傳輸量，明確各地大氣污染物排放指標，即時監測並即時發佈

大氣污染情況。68例如與氣象部門合作，建立跨區域多網站的即時檢測網，並充

分利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讓公眾通過網路、移動端 App 等方式方便快捷的

查詢區域空氣品質資訊。 

其次，暢通公眾參與管道，創新參與方式，保證社會公眾大氣污染治理的參

與權，並積極引導公眾從身邊事做起，養成關心環境的良好習慣。在具體公共決

策的討論上，應拓寬利益表達管道，創新參與形式，保障參與權力和權利，以平

等協商為原則，參與主體可以自願、公開、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參與形

式可以多樣化，例如聽證會、社區信箱、環保熱線、在網路媒體報刊上發表意見、

投票等方式與政府部門或其他主體合作。69通過物質獎勵和精神表彰相結合的方

式，積極引導公眾參與大氣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工作，鼓勵和肯定其在大氣污染

治理中所發揮的模範監督作用，鼓勵群眾對企業污染情況的舉報等等。 

最後，完善環境公益的訴訟制度，保護社會公眾大氣污染治理的監督權。環

境公益訴訟制度是指公眾有權利對發生在其周邊的污染事件實施者通過提起訴

訟的方式維護自身的權益的機制。這一機制是從法律的層面來保障公眾對環境保

護的監督。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發揮社會公眾和媒體的監督作用，建立健全環境

污染舉報制度，對舉報違規生產、超標排放、隱瞞事故的公眾給予獎勵和保護。

這種策略能夠吸引社會公眾積極參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部門的環境監督

成本。另一方面，將環境問題的訴訟成本降低，同時將污染企業環境賠償上限提

高。這樣有利於實現從外部約束企業污染排放，從而使污染企業自覺提高污染處

理處理能力，並採取達標排放。 

68  任鳳珍、孟亞明，〈歐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經驗對我國的啟示〉，《經濟論壇》，第 8 期，2016 年，頁 144-145。 
69  周利敏，〈生態災難、永續發展與特大城市霧霾治理——國際經驗與中國啟示〉，《中國行政管理》，第 1
期，2016 年，頁 114-116。 

105 
 

                                                             

 



(二) 增強環保 NGO合作能力，提高政府和社會責任的聲譽成本 

    相對於單打獨鬥的公民個人而言，NGO 組織作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會團

體，屬於組織化的公眾，具有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能夠更大幅度的提高政府

和企業的聲譽成本。因此，政府應該積極營造有利於兩岸 NGO 環保組織發展的

社會環境和政策環境。70減少對環保組織的行政干預，優化其成立的審批手續，

同時對其發展提供政策支持。鼓勵環保組織發揮自己的獨立性，為環境保護建言

獻策，同時鼓勵科研院校發揮其的科研優勢，為大氣污染治理提供技術支援。另

外，針對目前兩岸環保組織普遍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政府應適時設立專項資金

補貼，鼓勵社會公眾對環保組織的進行捐助和贊助，支援環保組織的發展，從而

增強環保 NGO 的合作能力。 

70 藍慶新、侯姍，〈我國霧霾治理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途徑研究〉，《青海社會科學》，第 1 期，2015 年，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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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壹、霾害如何造成跨域環境問題 

霾害污染屬於區域性公共問題，具有高滲透性和不可分割性，其危害已經超

越了區域內任何一個單一政府組織及部門的管轄權，所以霾害治理也不僅僅是單

一行政區劃所面臨的問題，而應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關注的複雜的區域問題。

這需要打破行政區限制，由區域內各個主體聯合行動，實行跨域合作治理，才是

破解霾害治理困境之道。 

臺灣海峽短短不到 300 公里，攔不住每年東北季風帶來的中國霾害，中國大

陸霾害南下導致的臺灣霾害，占臺灣的空氣汙染的 30%。 

兩岸霾害污染頻頻爆發，程度愈演愈烈，呈現出長期性、跨域性及複雜性等

特點，迫切要求改變傳統的治理模式，走跨域治理之路。 

 

貳、兩岸目前各區域治理霾害的情況 

自 2013 年以來，持續大規模的霾害已經影響了中國大陸四分之一的國土面

積、約六億人口，其中京津冀地區的污染情況最為嚴重。國家環保部門和中央氣

象臺發佈的資料顯示，2013 年 API 污染指數排前 10 位的城市中，京津冀地區就

占了 7 個。京津冀地區的 13 個城市中，空氣品質平均達標天數僅為 37.5%。 

河北南部、山東大部、江蘇大部、浙江北部等地空氣品質為重度污染至嚴重

污染。霾害涉及範圍之廣、危害程度之大、應對策略之難，使霾害治理受到高度

重視。 

臺灣地區 PM2.5 問題主要出現在初冬，部分因為季風帶入，也有來自內部

的汙染源，這其中包括人為的汙染源（工業生產與人類活動），也有自然汙染源

（沙塵暴、火山爆發）。境內汙染多為人為因素，比如，汽機車及工業排放、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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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受風揚塵，以及民俗節慶等活動。臺灣中南部地區 PM2.5 偏高主要是臺中火

力發電廠和中龍鋼鐵、雲林六輕石化專區等排放的廢氣以及濁水溪揚塵受到大氣

擴散條件不佳所影響。 

 

叁、兩岸如何跨域治理霾害 

  一、建立兩岸聯防聯控機制 

  樹立聯防聯控的理念，增強合作意識和責任意識，各地區要從保護區域內大

氣品質的大局出發，通力合作，克服地方保護主義。 

通過建立兩岸區域空氣品質監測網路，實現重點企業安裝線上監測裝置並與環

保部門聯網，把區域內大氣污染的排放數量、分佈狀況、時空變化、傳輸強度以

及擴散規律等都要搞清楚，以明確責任。同時，發達地區要對落後地區進行資金

與技術上的補償與支援，爭取建立切實、可行、有效的合作治理機制。 

 

二、確實落實《兩岸環境保護合作協議》 

兩岸除了通過各自法律制定空氣品質管制法律保障制度以外，還可通過該協

定確定大氣污染資訊共用雙方聯絡機構，並落實資訊共用的參與主體、共用方式

和具體內容如大氣環境品質狀況、大氣污染源、大氣污染相關的政策、法規、大

氣污染治理技術以及共用方式等。 

 

三、公眾參與合作治理 

政府積極營造有利於兩岸 NGO 環保組織發展的社會環境和政策環境。減少

對環保組織的行政干預，優化其成立的審批手續，同時對其發展提供政策支持。

鼓勵環保組織發揮自己的獨立性，為環境保護建言獻策，同時鼓勵科研院校發揮

其的科研優勢，為大氣污染治理提供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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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完善資訊檢測的發佈查詢平臺，確保社會公眾的大氣環境知情權。

例如與氣象部門合作，建立跨區域多網站的即時檢測網，並充分利用互聯網和移

動互聯網，讓公眾通過網路、移動端 App 等方式方便快捷的查詢區域空氣品質

資訊。 

其次，暢通公眾參與管道，創新參與方式，保證社會公眾大氣污染治理的參

與權，並積極引導公眾從身邊事做起，養成關心環境的良好習慣。 

最後，完善環境公益的訴訟制度，保護社會公眾大氣污染治理的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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