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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緣起 

第一項  研究動機 

隨著文化的高度成熟以及科技的持續發展，現代人的生活水準可說是

達到人類歷史上最高峰的境地，但人類在滿足於物質上的享受以及科技所

帶來的方便的同時，卻常常會忘記，這一切都是利用地球有限的資源所換

取而來的。人類對於地球環境的破壞，也可說是達到了歷史上的最高峰，

舉凡能源枯竭、氣候異變、水土流失、環境汙染、物種滅絕、、、、等，

這些事件不斷地在地球上的各個角落上演著，但人們總是以為可以自外於

地球另一端所發生的事件，殊不知地球的生態環境是一個連動性很大的脆

弱系統，在相隔遙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事件，往往就是本地發生事變的原

因，例如在溫室效應下，全球氣溫升高，南北極的冰山因此開始融化，融

化的冰水改變了洋流的溫度，導致某些地方異常乾燥，某些地方卻是暴雨

不斷，連帶著魚群的遷徙路線也因此改變，使得漁民無魚可補，但在人民

上街頭要求政府對於魚獲欠收以及土石流肆虐負責的時候，有多少人知道

這其實是因為南北極的冰山融化所引起的？又有多少人會反省在日益嚴

重的溫室效應中自己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羅倫

茲（Edward Lorenz）1963 年在一篇論文中提出了一個看法，也就是日後

廣為人知的「蝴蝶效應」，是說在一個系統中，一個微小的變化或許能夠

帶動整個系統長期且巨大的連鎖反應，例如「一隻蝴蝶在巴西拍動翅膀，

可能導致一個月後美國德州的一場颶風。」。用這種「蝴蝶效應」來解釋

環保議題再適當也不過，對於地球環境的未來，完全存乎一念之間，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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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用一點資源，少污染一點環境，可以為後代多留下一份資產。反之亦然。 

當人們不停地在消耗地球資源時，也正在不停地製造廢棄物，其中有

些廢棄物對人類來說是有害的，有能力妥善處理的國家可以在廢棄物產生

的當地將之妥善處理，但沒有能力妥善處理的國家不是選擇交給有能力處

理的國家，就是以不適當的方式處理，或是隨意棄置。隨意棄置有害廢棄

物所造成的結果相當可怕，動輒地下水源遭受污染，或是該地土壤永遠無

法再度使用，目前美國境內仍然有許多的「Superfund Sites1」，就是最好

的例子。而將有害廢棄物運送至有能力處理的國家也有其風險，有些業者

可能假運送之名行傾倒之實，或是在運送途中因意外事故造成污染，若造

成污染的業者因無資力而倒閉或是逃逸，對於受污染的中途地區來說是很

不公平的。 

巴塞爾公約的精神即在於希望將有害廢棄物留在原地處置，或是僅

限於會員國之間運送移轉，以達到有效監控的目的，並且要求所有公約

                                                 
1
美國早期工業開發之初，亦疏於環保問題，事業廢棄物大多隨意傾倒及掩埋，遂於 1970 年代

起陸續發現污染場址，有鑑於這些場址對於人體健康及生態環境均有極大影響，政府機關也積極

立法加以管理這些場址，1978 年更爆發著名的紐約州愛渠事件，加速了整個立法過程，美國國

會於 1980 年通過 CERCLA「全面性環境應變補償及責任法」，該法中對於有害廢棄物傾置場址

有明確之定義，並確保場址整治或清除由負有法律責任之企業界（或保險業）或聯邦政府來負擔

其工程費用。法案中尚包括自然資源受損程度之評估方法及整治工程之申報程序。該法具有三種

法律能力： 

一.對危害性物質的排放採取行動 

二.要求責任團體採取適當的措施並監督之 

三.由聯邦政府負責收回整治工程之經費 

由於該法以設立龐大的基金來處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故又被稱為「超級基金」。另外由於「超

級基金」的有效期限至 1986 年止，但因有害廢棄物的污染問題日益惡化，於是美國國會再於同

年 10 月通過『「超級基金」修正與再授權法』以及「緊急規劃及社區知之權利法」，新法除了提

高基金額度外，也創設了新的資訊機制，其中包括社區居民「知的權利」，而使整個污染場址管

理方式更加完善。 

資料來源：環保署網站 http://sgw.epa.gov.tw/public/0701.asp 最終瀏覽日：9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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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列舉的有害廢棄物在越境運送移轉時，都必須有保險涵蓋或是其他

財務擔保，以確保損害發生後在面對賠償及清理問題時能夠有足夠的財

務上的支援。本文撰寫之動機除了希望為環保盡一分心力，同時希望臺

灣能夠持續與國際接軌之外，主要還是肇因於前述關於保險的部份，在

巴塞爾公約中僅第六條第十一項2提及保險一辭，以及其後的巴塞爾公約

責任賠償議定書第十四條3提及可以利用保險來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至於

此間所提到的保險究竟是何種樣態，內容為何，如何運作，公約以及責

任賠償議定書中則是完全沒有說明。因此有本研究之產生。 

第二項  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由於在巴塞爾公約以及巴塞爾公約責任賠償議定書中，

僅規定公約中所表列的任何有害廢棄物在越境運送移轉時，都必須要有

保險涵蓋，而遭受損害時，可以透過保險機制來尋求損害賠償；至於此

保險之本質、內容、運作方式…等，則是隻字未提，留下了相當大的研

究空間。因此本文首先希望釐清在巴塞爾公約架構下所提及之保險機制

究竟為何。 

其次，儘管臺灣並非聯合國的成員，無法參與簽署許多的國際公約，

但仍然被要求遵守公約之規範，以華盛頓公約為例，臺灣曾經因為違反

了公約的規定進口保育類動物製品，以致於被美國培利修正案施以貿易

                                                 
2 Any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 or other wastes shall be covered by 
insurance, bond or other guarantee as may be required by the State of import or any State of 
transit which is a Party. (有害廢棄物或其他廢棄物的任何越境轉移都應有保險、保證或進口或過

境締約國可能要求的其他擔保。) 

3 巴塞爾公約責任賠償議定書第十四條的標題是 Insurance and Other Financial Guarantees，
在本條項下的內容規定的是可以利用保險機制或是其他財務保證來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相關規

定。 



- 4 - 

制裁4。雖然以實證法理而言，公約的效力並不及於國內，但為了實踐身

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以及避免臺灣視為經濟命脈的進出口貿易動輒

遭受制裁抵制之威脅，臺灣有必要主動與國際接軌。在巴塞爾公約的架

構下，非締約國可以用高於公約規範的條件與締約國簽署雙邊協議，並

參加各區域中心之活動，也就是說，臺灣仍然可以靠著與公約締約國之

間的雙邊協議，在各個區域中心達到國際交流的目的，因此在國內制度

上的接軌就是一項重要的工作了。既然巴塞爾公約規定有害廢棄物的越

境運送移轉必須有保險機制涵蓋，則國內的有害廢棄物勢必也需要有相

對應的措施。本文之第二個目的即在於研究出符合臺灣銜接巴塞爾公約

所規定之保險類型，以及其所需之法規環境。 

最後則是希望能夠研擬出一份妥適之保單條款，以供未來臺灣正式

施行有害廢棄物責任保險制度時之參考。 

綜上，本文之研究目的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1.探究公約下的保險機制究竟為何 

2.臺灣如何因應公約的規定並找出適合臺灣使用的保險機制 

3.制定出合適的保單條款以及法源依據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由於過去鮮少有對於廢棄物運送責任保險的研究，所以本文在文獻

回顧的探討上，並無法取得相關資料，因此本文之研究方法，將偏重於

                                                 
4 臺灣自 1994/8/19 至 1995/06/30，遭到美國以培利修正案貿易制裁，禁止臺灣的水產物和皮

革製品輸入美國。其後直至 1996/09/11 才從觀察名單中正式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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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研究，利用相關的各種責任保險加以比較，以期能夠找出適合臺灣

使用之有害廢棄物運送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第一項  文獻回顧 

目前與環境汙染責任保險相關的論文不多，但都肯定了保險機制對

於發生環境汙染意外時的功能性及重要性。 

以下是與本文關聯性較大的兩份論文： 

一、臺灣環境汙染損害責任保險制度的探討，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

究所碩士論文，陳輝陽，民 91 年 

這篇論文主要目的在於5(一)探討環境法規中關於環境救濟及傳統民

事法制處理環境公害，在實務上的應用到底面對哪些瓶頸，又應該如何

去修正解決，並且對於民事法制因應環境公害上之變遷進行討論。(二)

探討環境損害責任保險制度推行上所面臨之問題，並參考比較國外之制

度結合我國之現況建立一套確實可行的保險制度，以達到預防、減輕損

失及救濟的目的。(三)探討臺灣環境損害責任保險市場建立、運作及政

策制定的問題，比如政策擬定、市場供需、承保能量、再保市場等問題

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市場發展之關係，並針對此制度在臺灣的政策推動

與困境提供建議與策略。 

在公害事件議題上，作者贊成利用責任保險的方式來達到預防、減

輕損失及救濟的目的。並認為國內目前對於環境汙染保險的重視不足，

不論是政府統計資料的建構還是保險業界核保及業務能力或是民眾的環

                                                 
5 陳輝陽，民 91 年，臺灣環境汙染損害責任保險制度的探討，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碩

士論文，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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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意識均有待加強。唯有政府、業者以及民眾的配合，才能成功推行環

境汙染責任保險。 

二、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法制之研究─以油污染賠償機制為中心，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簡慧君，民 93 年 

這篇論文的主要目的在於討論如何使海洋污染受害人的損害能迅速

合理地獲得賠償，並期許能為政府部門建構完整的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

償法制提供些許參考，以降低污染所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並使污染造

成的損害得以獲得較周全的填補。 

作者研究了(一)作為污染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的損害賠償法制，(二)

利用保險分散風險的特徵採行的責任保險制度，以及(三)針對不明污染

源所致的污染損害或因未保險而致無法理賠的污染損害，採行補償及整

治基金制度等相關議題，認為推動強制責任保險有其必要，同時能夠為

污染事件的保險理賠事項提供最低限度的保障。 

上述兩篇論文均同意責任保險在面對意外造成環境汙染的商業行為

中之必要性，並肯定強制責任保險機制的保障功能，支持了本文以強制

性責任保險的方式來承保有害廢棄物在越境運送移轉時所可能產生的意

外污染環境事件的立場。 

第二項  比較研究 

巴塞爾公約是目前唯一以有害廢棄物為管制對象的環保公約，而國

際間雖然有不少環保公約，但有關防制運送污染行為之國際公約則以國

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MARPOL73/78)以及危險品及有毒物品海上運輸

責任及損害賠償國際公約(HNS1996)較為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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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險方面，目前臺灣現有與污染有關的保險可說是少之又少，而

針對有害廢棄物造成的環境汙染或人員體傷、死亡等的保險更是付之闕

如，目前已推行的相關險種包括有意外污染責任保險、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人第三人責任保險、船舶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保險等。 

以下分別就與本文相關的國際公約及現有的保險與巴塞爾公約及本

文所研究之保險比較之： 

一、 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MARPOL73/78) 

由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於1973

年正式通過的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1973 (MARPOL)，並於1978年通過

修正，又被稱為「MARPOL73/78」，是關於防止船舶造成污染最全面性

的國際公約。此公約生效後，在海運方面所造成的漏油量(包含20%意外

漏油事件)，從1973年的213萬噸，降到1989年的57萬噸，大幅降低了

75%6，有效的遏止了任意污染海洋的行為，可說是功不可沒。在本公約

的六個附則中，與本文較有關聯的是1987年生效的附則Ⅱ「控制散裝有

毒液體物質污染規則」及1992年生效的附則Ⅲ「防止海運包裝有害物質

污染規則」。 

在防止海洋污染的各種努力中，MARPOL73/78 的成效是很值得借

鏡的，但是，有害物質的分類並沒有像巴塞爾公約般詳細，同時，由於

這是國際海事組織所發起的公約，自然只規範了海洋污染的部份，若要

全面性的防止地球環境遭到任意棄置的有害物質污染，巴塞爾公約所涵

蓋的範圍及參與的國家都是較多的。 

                                                 
6邱文彥，航運貿易新趨勢，胡氏圖書出版社，2003 年 6 月初版，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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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危險品及有毒物品海上運輸責任及損害賠償國際公約(HNS1996) 

由 IMO 國際海事組織於 1996 年通過的關於與危險品及有毒物品海

上運輸相關的責任及損害賠償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at sea, 1996 (HNS1996)，對於

船舶所有人因為有害或有毒物質造成的生命、健康、財損、污染及採取

嚴格責任。本公約有兩層賠償機制，第一層是要求船舶所有人對於承運

有害有毒物質的船舶強制保險；第二層機制是要求有害有毒物質的進口

商/收貨人分攤基金，設立國際有害有毒物質基金。當船舶所有人對於損

害賠償責任有免責事由或是無資力，或是超出責任限額時，則由基金補

償之。 

HNS1996 可說是與巴塞爾公約精神相當接近的一個國際公約，對

當事人的嚴格責任方面，以及賠償機制方面，都有相似的設計。但就如

同前述的 MARPOL73/78，有害廢棄物的運送並不僅侷限於海運，陸運

甚或是空運都是有可能的交通運輸方式，因此，以有害廢棄物運送的規

範而言，巴塞爾公約是較為完整的。同時，截至本文撰寫之時，HNS1996

尚未生效。 

三、 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中國產物保險公司於民國七十四年所推出的中產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74.06.28 臺財融第 18215 號函核准)，是國內第一張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單，本保險單之保障內容係對於被保險人各廠、礦區、設備在煉製、生

產、鑽探等作業過程中;或各項產品、原料在儲存中或經由內陸運輸工

具、輸送管線在運輸、輸送途中，發生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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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第三人身體受有傷害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人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主要是針對石

油化學工業業者所設計的保單。 

四、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第三人責任保險 

環保署推動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係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

理法第十六條7以及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強制投保第三人責任保險實施要

點之規定，並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於民國 94 年 5 月 9 日(金管

保二字第 09402038790 號函)核准出單銷售。 

本保險承保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製造、使用、貯存或運送毒

性化學物質，於保險單所載之運作場所或運送過程中，因意外事故導致

釋放毒化物，致使第三人傷亡或受有財損，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且於保險期間內或延長索賠期間內受賠償請求時，保險人對超過自負額

部分，於保險金額範圍內，依本保險契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五、 船舶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保險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九十三年八月五日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十

三條第三項規定8，發文(環署水字第０９３００５６６３９Ｅ號)公告各

類船舶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保險或擔保之額度，並自九十四年七月一日實

                                                 
7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十六條第二項： 
「前項應投保責任保險之運作人及保險標的、保險契約項目、最低保險金額、保險內容、文件保

存及相關內容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8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條： 
「船舶對海域污染產生之損害，船舶所有人應負賠償責任。 
船舶總噸位四百噸以上之一般船舶及總噸位一百五十噸以上之油輪或化學品船，其船舶所有人應

依船舶總噸位，投保責任保險或提供擔保，並不得停止或終止保險契約或提供擔保。 
前項責任保險或擔保之額度，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財政部定之。 
前條及第一項所定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所有權人、船舶承租人、經理人及營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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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有關船舶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保險訂定原則是參照「油污染損害民事

責任國際公約」（CLC，2000 議定書，2003 年 11 月 1 日生效實施），以

及日本、美國等所定之污染損害保險額度，以確保如船舶在我國發生油

污染時，所造成之損害獲得賠償。 

九十四年七月一日起實施之船舶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其基準係

以船舶之噸位來計算，載人的郵輪也包含在內，並不以是否載運有害廢

棄物為優先考量，亦不考慮有害廢棄物之危害等級，因此，主要目的係

防止船舶油污造成污染，與巴塞爾公約主要規範廢棄物運送(包括船以及

其他交通工具)時的責任保險是不同的。前者規範的主體是船，而後者所

規範的主體是有害廢棄物。 

本文將於後面章節中討論前述三個保險與本文重點之有害廢棄物責

任保險是否有可供應用參考之處。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有害廢棄物在尚未經過妥善處理之前，對環境以及人體是有危險

的，但並不代表這些有害廢棄物就完全沒有商業價值。以電池為例，其

中包含了鋅、錳、鎳、鈷、鐵、汞、鉛、鎘等重金屬物質，如果將使用

過後的電池隨意丟棄，或是被混入一般垃圾中掩埋、焚化，從廢電池中

滲露出來的汞、鉛、鎘會污染土壤，甚至滲入地下水，人類攝取了遭受

這些重金屬污染的農作或是漁獲之後，會導致許多的慢性病變。但廢電

池經過回收處理之後，其中的鋅、錳、鎳、鈷、鐵等重金屬還是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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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工業以及商業上的價值。因此，廢電池雖然被認定為有害廢棄物，

但仍然有其商業價值。由此可知，有害廢棄物作為運送標的時並非都是

沒有貨物價值的，而且有害廢棄物的越境運送並不一定僅只為了解決環

境汙染的問題，有時候商業利益的考量會大過於環境保護的考量。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希望使臺灣能夠在符合巴塞爾公約的規範下，透

過此一保險機制達到與國際接軌的目的，巴塞爾公約規定保險的用意在

於承擔污染損害賠償責任而非減少貨物損失，因此在此只討論有害廢棄

物越境運送時意外污染的責任，而不討論有害廢棄物之剩餘貨物價值。 

同時，此研究乃定位於臺灣地區適用之保險機制，因此保單設計方

向將以適合臺灣國情為準。另外，故意行為並不受到保險的保障，故意

傾倒有害廢棄物所致之損害賠償並不在此討論之列。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文共有五章，其內容摘要，玆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論 

本章針對本論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範圍等

加以闡述之。 

第二章  巴塞爾公約之解析 

本章介紹巴塞爾公約之起源、發展、重要決議以及其架構，並介紹

維持公約實質運作的相關技術文件及綱要手冊等，以及責任與賠償議定

書之內容架構。其次介紹公約中以管制非法運輸為主的相關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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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介紹公約對於賠償責任的相關規範以及公約架構下的保險機制概

說。 

第三章  國外有害廢棄物責任保險發展狀況 

本章介紹國外有害廢棄物責任保險發展狀況，以美國、日本以及東

南亞地區為例，探討這些地區對於有害廢棄物責任保險的運作現況。其

中並列舉出現在保險市場上實際銷售的相關保險作為佐證。最後將結論

導入下一章臺灣在這個議題的機會。 

第四章  臺灣地區經辦本保險之研究 

本章分析臺灣在巴塞爾公約中之處境及機會，分析臺灣在經辦有害

廢棄物運送責任保險的各項要件、推行方式、步驟等，並分析所需要的

法源依據，同時試擬推行強制責任保險的法規。最後根據設計保單所依

據之原理原則，試擬出適合於臺灣地區所使用之保單條款。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為本研究的總結，在這一章裡提出了本篇論文對於巴塞爾公約

架構下的保險機制所做出的結論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