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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巴塞爾公約之解析 

本文定位在「巴塞爾公約架構下」有害廢棄物越境運送移轉時污染的

保險機制研究，因此在本章，先就何謂「巴塞爾公約」以及所謂之「巴塞

爾公約架構」為何加以討論。 

 

第一節  巴塞爾公約之介紹 

第一項  巴塞爾 

目前國際上以「巴塞爾」(Basel，Bâle，Basilea)這個地方定名的國際

性規約共有兩個，一個是本文的主角─「巴塞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

而另一個則是「巴塞爾資本協定」(The Basel Capital Accord)。雖然兩者

均以巴塞爾為名，但巴塞爾公約是以有害廢棄物越境運送相關問題為主體

的國際公約，而巴塞爾資本協定則是國際清算銀行(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底下所設之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9(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為了使總部設在 G-10 國家且從事國

際業務的銀行能夠以標準化的風險管理方法衡量其銀行財務健全度，而於

1988 年 7 月公佈一份關於銀行自有資本比例及適足性的協定。目前國內

銀行業所遵循的是 2006 年開始適用的新巴塞爾資本協定(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Basel II)。 

巴塞爾公約與巴塞爾資本協定，兩者間除了有相同的地名在其名稱之

中外，其實是完全不相關的。 

                                                 
9 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係由世界十大工業國(G-10)之中央銀行,於一九七四年底共同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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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巴塞爾公約及其歷史進程 

1980 年代末期，由於工業化國家環保法規日趨嚴格，導致有害廢棄

物處理成本大幅增加，為求降低處理成本，一些不肖商人便將這些有害廢

棄物運至開發中國家及東歐處置，以致於造成當地許多環境與衛生問題。

有鑒於此，聯合國於 1972 年「人類環境大會」之後成立的聯合國環境規

劃理事會(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遂逐步起草了

一份管制有害廢棄物越境運送的國際公約─巴塞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並於 1989 年於瑞士召開巴塞爾公約籌備會，經由與會 116

個國家代表接納後，於 1992 年正式生效，希望藉由巴塞爾公約環境無害

化的管理方式，減少或避免有害廢棄物所產生的問題，至 2006 年 5 月以

來，共有 170 個國家/組織批准加入10。巴塞爾公約的宗旨在於： 

1. 減少有害廢棄物之產生，並避免跨國運送時造成環境污染。  

2. 提倡就地處理有害廢棄物，以減少跨國運送。  

3. 妥善管理有害廢棄物之跨國運送，防止非法運送行為。 

4. 提昇有害廢棄物處理技術，促進無害環境管理之國際共識。 

巴塞爾公約通過實施後的階段性任務可以用每十年來做一個階段，第

一階段(1989 至 1999 年)主要的任務是建立起有害廢棄物越境運送轉移及

其處置之制度架構規範，並藉由相關締約國大會與技術/法律工作小組等會

議，擬定廢棄物技術手冊與促進技術交流，朝向有害廢棄物環境無害化管

理方向邁進；並逐漸加強巴塞爾公約的約束力，使廢棄物管理更臻完善。

而現階段(2000 年至 2010 年)則朝向落實與執行各國允諾事項，並藉由長

程管理方式降低有害廢棄物之數量與危害性，包括積極提升與運用清潔技

術和生產方法、有效減少有害及其他廢棄物之越境運送活動、預防與監控

                                                 
10資料來源：巴塞爾公約網站 http://www.basel.int/ratif/convention.htm，最終瀏覽日：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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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運輸行為、透過科技來改善制度與技術能力，尤以發展中與經濟轉型

國家為優先與加強建立區域與次區域訓練與技術發展中心。 

巴塞爾公約的重要工作目標如下： 

一、 從社會面、技術面與經濟面三方面考量出發，採取有效之預防、減

量、回收、再循環與處置來管理有害及其他廢棄物； 

二、 降低有害及其他廢棄物越境轉移的活動，並考慮有效管理方式，盡

可能優先適用回收與再循環方式處理； 

三、 加強發展區域與次區域中心，從事訓練與技術轉移任務； 

四、 建立遵約機制以有效監督巴塞爾公約及其修正案之執行。 

 

下圖為巴塞爾公約在聯合國組織中的定位示意圖： 

圖 一  巴塞爾公約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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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 
Convention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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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歷屆締約國大會之重要決議11： 

第一次締約國大會(COP1)： 

於 1992 年 12 月在烏拉圭召開，此次大會確認了公約未來的發展方

向，禁止經濟共同開發組織(OECD)國家把有害廢棄物運往非 OECD 國家。 

第二次締約國大會(COP2)： 

於 1994 年 3 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共作出二十七項決議。其中最重

要的是十二號決議，正式禁止 OECD 國家將有害廢棄物運往非 OECD 國

家作最終處理；至於 OECD 國家運至非 OECD 國家作回收或回復者，則

應於 1997 年底以前完成禁絕。 

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3)： 

於 1995 年 9 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會中達成第十一號決議，將 COP2

中之非強制性禁令修改為強制性禁令，使其成為具有法律約束力的第 4A

條規定12。 

第四次締約國大會(COP4)： 

於 1998 年 2 月在馬來西亞召開，會中通過技術工作組所擬訂之廢棄

物項目 A 清單及 B 清單。此決議係作為各締約國自 1997 年 12 月 31 日起，

禁止將Ａ清單所列之有害廢棄物，自公約附件七所列之國家(包括 OECD

國家、歐盟國家及列支敦士登等國)，輸出到公約附件七以外國家之依據。

而有關核廢料之管理，仍依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管制方式管理，不與巴塞爾

公約內容相互重疊。 
                                                 
11 資料來源：巴塞爾公約資訊網站 http://wm.epa.gov.tw/web/ 最終瀏覽日：97/06/06 

12 見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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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締約國大會(COP5)： 

於 1999 年 12 月於瑞士巴塞爾中心舉行，在本次大會中通過多項重要

決議，大會公佈「關於無害環境管理的宣言草案和決定草案」、「關於危險

廢棄物越境移轉及其處置所造成損害的責任與賠償問題議定書」、「2000

至 2002 年宣言與決議的執行之優先活動表」等重要決議；技術工作小組

亦提出「物理化學處理與生物處理的技術準則」及「廢輪胎的認定與管理

的技術準則」兩份技術準則。  

第六次締約國大會(COP6)：  

於 2002 年 12 月在日內瓦召開，本次大會通過了「促進締約國遵守公

約之執行機制」（一般中文簡稱遵約機制），其次大會也通過了公約秘書處

所提出的「巴塞爾公約十年發展策略」，並通過「區域中心之法律定位文

件」，使區域中心之功能明確並具適法性。本次大會也通過了「非法運送

綱領」草案、「生化及醫療廢棄物環境無害管理技術綱領」、「塑膠廢棄物

及其處理環境無害管理技術綱領」、「廢鉛酸電池環境無害管理技術綱

領」、「整體及部分拆船環境無害管理技術綱領」等多項文件。 

第七次締約國大會(COP7)： 

於 2004 年 10 月在日內瓦召開，以「如何加強全球共同合作面對廢棄

物相關議題，以創造一個乾淨的未來(The Global Waste Challenge and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for a Cleaner Future)」為討論主軸，本次大會

通過了宣示公約範圍擴大至廢棄物的產出、整體管理與處理處置，不僅僅

侷限於廢棄物之越境轉移，其新定位為「以產品生命週期出發之思考方

式，涵括廢棄物從搖籃到墳墓之整體管理，不再侷限於廢棄物之越境轉

移」。在拆船議題上，正式承認廢船上含有眾多屬於巴塞爾公約管制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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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廢棄物，執行細節與法律規範將持續與相關國際組織作協調。  

第八次締約國大會(COP8)： 

於 2006 年 11 月在肯亞奈洛比召開，通過電子廢棄物宣言(奈洛比宣

言)，肯定公私部門合作夥伴計畫的成果，其績效最為顯著的是手機工作小

組完成的五份技術準則草案，規劃持續推動中。 

第九次締約國大會(COP9)： 

於 2008 年 6 月將在印尼巴里島召開。本次大會的主題將是“Waste 

management for human health and livelihood”13。 

第四項  公約內容架構 

巴塞爾公約共有二十九條條文及六個附件，分別是14： 

第一條  本公約的範圍 

第二條  定義 

第三條  國家對有害廢棄物的定義 

第四條  一般義務 

第五條  指定主管當局和聯絡點 

第六條  締約國之間的越境轉移 

                                                 
13 資料來源：巴塞爾公約網站 http://www.basel.int/meetings/cop/cop9/docs/01e.doc，最終瀏覽

日：2008/05/26 

14 公約詳細內容請參閱附錄一，翻譯節錄巴塞爾公約資訊網站 http://wm.epa.gov.tw/web/，最

終瀏覽日：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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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從一締約國通過非締約國的越境轉移 

第八條  再進口的責任 

第九條  非法運輸 

第十條  國際合作 

第十一條  雙邊、多邊和區域協定 

第十二條  關於責任問題的協商 

第十三條  遞送資料 

第十四條  財務方面 

第十五條  締約國會議 

第十六條  秘書處 

第十七條  公約的修改 

第十八條  附件的通過和修正 

第十九條  核查 

第二十條  爭端的解決 

第二十一條  簽字 

第二十二條  批准、接受、正式確認或核准 

第二十三條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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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表決權 

第二十五條  生效 

第二十六條  保留和聲明 

第二十七條  退出 

第二十八條  保存人 

第二十九條  作準文本 

附件一  應加控制的廢棄物類別 

附件二  須加特別考慮的廢棄物類別 

附件三  有害特性的清單 

附件四  處置作業 

附件五－Ａ  通知書內應提供的資料 

附件五－Ｂ  轉移文件內應提供的資料 

 

第二節  維持公約運作之相關規範 

巴塞爾公約的條文本身是比較抽象的訓示性規定，因此除了公約本文

及附件的規範之外，還必須依照歷次締約國大會中所做出之各種行動綱領

以及議定書，並且配合陸續完成的說明手冊、技術準則以及由夥伴計畫中

的各個工作小組所提出來的相關準則，才能夠完整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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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各種輔助文件 

除了公約本文及附件之外，各種陸陸續續完成並且持續增加中的輔助文

件，大致上可以分為三類，一、技術準則指導綱要，二、標準作業流程，

三、工作小組準則。以下是目前已經公佈或通過的各種輔助文件： 

一、各種技術準則指導綱要： 

1. 多氯聯苯、多氯三聯苯及多溴聯苯(PCBs, PCTs, PBBs)技術準則 

2. 金屬和金屬化合物再利用技術準則 

3. 金屬和塑膠表面處理衍生廢棄物再利用技術準則 

4. 全部及部分拆船環境無害管理技術準則 

5. 廢鉛酸蓄電池環境無害管理技術準則 

6. 生物醫療和衛生保健廢棄物環境無害管理技術準則 

7. 塑膠廢棄物確認與無害管理技術及處置技術準則 

8. 塑膠外皮電纜廢棄物無害環境管理技術準則 

9. 關於舊輪胎的鑑別與管理的技術準則草案 

10. 關於有機溶劑的生產和使用中產生的危險廢物的技術準則 

11. 關於廢油再精煉或以其他方式重新使用已使用過的油料的技術準則 

12. 持續性有機污染物(POPs)技術準則 

13. 物理化學處理與生物處理指導綱要 

14. 關於陸上焚化的技術準則草案 

15. 關於特別工程填埋的技術準則 

16. 關於從住家收集的廢物的技術準則 

17. 關於由多氯聯苯、多氯三聯苯和多溴聯苯組成或含有這些物質的廢物

的技術準則 

18. 關於危險廢物─產於和源於石油的廢油的技術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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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準作業流程： 

1. 管制危險廢棄物和其他廢棄物越境轉移的制度–說明手冊 

2. 關於擬訂巴塞爾公約所管制廢物的無害環境管理技術準則的綱要文件 

三、手機及電腦工作小組準則： 

1. 手機綠色設計準則草案 

2. 廢手機材質再利用準則草案 

3. 舊手機再使用準則草案 

4. 舊廢手機回收準則草案 

第二項  責任與賠償議定書 

一、緣起  

巴塞爾公約第十二條約定：「各締約國應進行合作，以期在可行時儘

早通過一項議定書，就有害廢棄物和其他廢棄物越境轉移和處置所引起損

害的責任和賠償方面制定適當的規則和程序。」，但遲至 1999 年於瑞士巴

塞爾舉行的第五次締約國大會，才公佈了「關於危險廢物越境轉及其處置

所造成損害的責任與賠償問題議定書」(Basel Protocol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此一重要的議定書(一般簡稱巴

塞爾責任與賠償議定書)，並有十三個巴塞爾公約締約國簽署。而議定書中

關於國家賠償責任的金額限制等的規範，則是在 2002 年第六次締約國大

會(COP6)中提出討論。將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和處置所引起損害的責任和

賠償加以量化，並將損害賠償的要件、程序以及範圍都做了明確的規範。

此責任與賠償範圍的確立，將使巴塞爾公約的條文不再流於空談，而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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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真正有執行力的國際公約。 

二、現況 

巴塞爾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的生效條件是在大會收到第二十個締約國

的正式批准同意加入文件後的第九十天起生效15。但由於議定書中的賠償

責任不僅止於輸出入者的責任，還牽涉到輸出入國家的責任，同時議定書

中安排保險及其他財務擔保的規定可能會導致各國企業營運成本的增

加，必須謹慎地規劃，而且大多數國家缺乏相關運作的能力、經驗以及環

境保險的體系；因此雖然相關議題是在 2002 年第六次締約國大會中所提

出討論的，但截至 2008 年六月，只有八個巴塞爾公約締約國批准同意此

議定書，距離二十個締約國的正式批准同意還有一段落差，因此目前責任

與賠償議定書仍然尚未生效16。 

雖然各國對於批准加入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的考量不盡相同，但在環境

保護的共同目標之下，各國已經開始就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的架構，針對有

害廢棄物越境運送相關的賠償責任以及必要的財務擔保機制做內國化的

研究17。 

如何取得產業界及保險業界的共識，規劃妥適的保險或其他財務擔

保，如何定調應負的國家責任，將是各國現階段努力的目標。 

三、責任與賠償議定書內容架構 

在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第一條就開宗明義的訂出了本議定書的主旨：

「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的目的，就是要建立起一套綜合賠償制度，能夠迅速

                                                 
15 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第二十九條，詳見附錄二 
16 資料來源：巴塞爾公約網站 http://www.basel.int/ratif/protocol.htm，最終瀏覽日：2008/05/26 
17 資料來源：日本外務省網站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jyoyaku/basel.html，
最終瀏覽日：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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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充分賠償因有害廢棄物以及其越境運送及處置包括非法運輸所造成

之損害。」 

責任與賠償議定書共有三十三條條文以及兩個附件，分別是18： 

第一條 目標 

第二條 定義 

第三條 適用範圍 

第四條 嚴格賠償責任 

第五條 過失賠償責任 

第六條 預防措施 

第七條 造成損害的多重原因 

第八條 追索權 

第九條 互有過失 

第十條 履行 

第十一條 與其他責任與賠償議定間的衝突 

第十二條 賠償金限額 

第十三條 賠償責任的時限 

                                                 
18 條文詳細內容請參閱附錄二，翻譯節錄自巴塞爾公約網站 http://www.basel.int/，最終瀏覽

日：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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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保險和其他財務擔保 

第十五條 財務機制 

第十六條 國家責任 

第十七條 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相互關聯的訴訟 

第十九條 適用法律 

第二十條 本議定書與管轄法院的法律之間的關係 

第二十一條 裁決的相互承認和執行 

第二十二條 本議定書與巴塞爾公約的關係 

第二十三條 對附件 B 的修正 

第二十四條 締約方會議 

第二十五條 秘書處 

第二十六條 簽署 

第二十七條 批准、接受、正式確認或核准 

第二十八條 加入 

第二十九條 生效 

第三十條 保留和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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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退出 

第三十二條 保存人 

第三十三條 做準本文 

附件 A 第三條第 3(D)款中所指的過境國名單 

附件 B 賠償金限額 

 

第三節  公約對於有害廢棄物運送的管制 

除了因不可預測的意外事故導致有害廢棄物在運送過程中造成污染

之外，絕大多數的廢棄物污染事件是肇因於人謀不臧，也就是非法運輸。

許多非法運輸的案例是故意將有害廢棄物以及非有害廢棄物混合在一

起，再以一般廢棄物的名義處理；還有些案例是沒有取得正式輸出入許可

而裝載廢棄物的貨櫃船，在全球隨機尋找管制不嚴格而得以卸貨的港口。

在某一些大規模的非法運輸案例的背後，甚至會牽涉到洗錢或是非法軍火

交易。 

為了有效追蹤控管有害廢棄物的流向，巴塞爾公約對於運送文件作了

非常清楚及嚴格的規範，若無法符合要求，就會被視為非法運輸，而非法

運輸是會被視為犯罪行為的。 

下圖為巴塞爾公約對於有害廢棄物的通知和許可程序流程圖19： 

圖 二  巴塞爾公約有害廢棄物運送許可流程圖

                                                 
19
管制危險廢物和其它廢物越境轉移的制度說明手冊，巴塞爾公約系列/巴塞爾公約秘書處編

號：9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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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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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非法運輸的定義 

何謂非法運輸(Illegal Traffic)？ 

根據巴塞爾公約，若有害廢棄物之越境運送發生下列狀況即為非法運輸20： 

1. 沒有依照公約條款規定向所有相關國家發出通知 

2. 沒有經過相關國家同意 

3. 經由偽造、錯誤表達、詐欺而獲得的同意 

4. 運送並未遵照文件中的重要事項為之 

5. 故意棄置有害廢棄物導致違反公約以及國際法之一般原則 

如果非法運輸是出口人、生產人行為所導致，出口國應該確保有害廢

棄物由出口人、生產人或其本身收回，若無法做到，則依據公約、進口人

或處置人之方式處置。進口國應該確保有問題的廢棄物由進口人、處置人

或其本身以對環境健全的方法處置。若責任無法歸屬於出口人、生產人或

進口人、處置人，相關之當事國或其他國家必須確保該廢棄物透過合作的

方式以對環境健全的方法處置。 

根據巴塞爾公約，有害廢棄物的非法運輸被視為犯罪，會員國應該制

定適當的內國法律以防止及懲罰非法運輸，會員國彼此間應該合作防止非

法運輸。 

第二項  非法運輸的現況 

根據歐盟環境檢查員組織(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IMPEL)的調查顯示，廢棄物輸出半數屬非法行為，

                                                 
20 巴塞爾公約第九條，詳見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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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應將歐盟廢棄物貿易規範儘速一致化。Impel 於 2005 年 10 月在

歐盟境內 17 處海港對 258 艘船隻進行查驗，其中 48%的廢棄物輸出已違

反巴塞爾公約規範，包括：瑞典輸出廢電纜至中國、輸出含氟氯碳化合物

的廢冰箱至巴基斯坦，拉脫維亞輸出含銅廢棄物至巴拿馬，英國輸出一般

廢棄物至印度，法國輸出混廢棄物至亞非國家等21。這顯示了目前國際間

非法運輸的問題非常的嚴重。 

在臺灣，事業廢棄物未妥善處理，業者僥倖、貪小便宜的情形也很嚴

重，有報導指出22，目前國內清運一公噸一般事業廢棄物約五千元，而處

理一公噸有害事業廢棄物，以汞汙泥為例，則需一萬三千元；為了省錢，

很多業者傾向將有害廢棄物當一般廢棄物處理，或把有害的混在無害的物

質裡偷偷傾倒掉。在臺塑汞汙泥事件中，一公噸是以三千多元發包出去

的，業者在不符成本的情形下，最後就是選擇以最簡單最省錢的方式載到

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傾倒。這就是巴塞爾公約所要禁止的典型的非法運輸的

行為。 

要防止非法運輸的情形，除了法規方面要更加完整之外，在行政機關

之執行方面，透過環保主管機關、警察及海關等各單位的協調與合作，才

能有效減少廢棄物非法運輸之發生。但癥結還是在於執法人員完善的教育

訓練、清楚的機關權責劃分以及有效率的行政執行能力，這將是我國未來

需要努力的目標。 

                                                 
21 資料來源：2005/11/10 Environmental Data Interactive – UK， 

http://www.edie.net/news/news_story.asp?id=10772&channel=0，最終瀏覽日：2008/06/06 

 
22 資料來源：聯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mag/life/storypage.jsp?f_ART_ID=17469 最終瀏

覽日：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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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非法運輸之因應方案 

由於在巴塞爾公約中，非法運輸是被視為犯罪行為，因此各締約國已

開始修正相關法規，以符合公約規範。例如，日本國會通過廢物非法輸出

加重刑責法案，以及英國立法追蹤有害廢棄物流向等行動；臺灣雖非締約

國，在廢棄物清理法中也做了相關規定。 

日本國會於 2003 年正式通過環境省所提廢棄物處理法修正案，而本

次修正重點在於加重廢棄物非法輸出業者之罰則和拉高罰鍰金額上限，以

遏阻無照業者任意將有害廢棄物輸往國外。包括：１，未經地方政府首長

許可的無照廢棄物處理業者，罰鍰上限由千萬日幣提高至一億日幣以下；

２，未經環境省大臣確認而將廢棄物任意輸出國外者，個人處五年以下徒

刑併科千萬日幣以下罰鍰，法人則處以一億日幣以下罰鍰；３，增設無許

可輸出未遂罪23。 

而英國政府為了取代原有的 1996 年版特殊廢棄物管理規章，及符合

歐盟的有害廢棄物指令，於 2005 年實施了新的有害廢棄物管理規則(The 

Hazardous Waste (England and Wales)Regulations 200524)，在有害廢棄

物運送前必須先通知環境署的這個程序上，導入了較新且較簡易的流向追

蹤程序25，而這個新的通知流程也可以在線上完成26，對於違反相關規定的

                                                 
23 資料來源：

http://ja.wikipedia.org/wiki/%E4%B8%8D%E6%B3%95%E6%8A%95%E6%A3%84 最終瀏覽

日：2008/06/06 

24 法條全文詳 http://www.opsi.gov.uk/si/si2005/20050894.htm 最終瀏覽日：2008/06/06 

25 資料來源： http://www.environment-agency.gov.uk/subjects/waste/1019330/1217981/最終

瀏覽日：2008/06/06 

26 資料來源：http://www.defra.gov.uk/environment/waste/special/index.htm 最終瀏覽日：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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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可達到第五級罰款27或兩年以下的有期徒刑。 

在臺灣的部份，民國九十年修正了廢棄物清理法的全部條文，其中第

四十六條規範了相關的罰則：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一年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金： 

一、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 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理

或再利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 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理廢棄物。 

五、 執行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理一般

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理而仍委託。 

六、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行機關之人員

未處理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由此可以看出來各國在面對非法運輸的問題時，對於主管機關的通知

或許可文件，都認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管理方法，若有虛偽不實或是未取

得該等文件，也都有處罰的規定；而未來若要更加周延的管理有害廢棄物

的運送，除了文件管理的方式以外，是否已經投保責任保險也可以作為主

管機關是否發出許可的依據，而成為一種管制的方法。 

                                                 
27 第五級罰款依英國治安法庭的規定是 5,000 英鎊，資料來源：Criminal Justice System 網站  
http://www.cjsonline.gov.uk/offender/community_sentencing/fine/index.html 最終瀏覽日：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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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約對於賠償責任的規範 

第一項  賠償責任的適用範圍 

一、 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的適用範圍28： 

(一) 出口國並非締約國，而進口國是締約國，在進口國的處置者

接管廢棄物之後，發生有害廢棄物造成損害事件時，才有責

任與賠償議定書的適用。 

(二) 出口國是締約國，而進口國並非締約國，在進口國的處置者

接管廢棄物之前，發生有害廢棄物造成損害事件時，才有責

任與賠償議定書的適用。 

(三) 若出口國及進口國都不是公約的締約國，則不適用責任與賠

償議定書的規定。 

(四) 對於發生於議定書生效前有害廢棄物越境運送所造成的損

害，則不適用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的規定。 

二、賠償責任的範圍： 

賠償責任的適用範圍係從出口國國家管轄範圍內某一地區把廢棄物

裝載上運輸工具開始，包括非法運輸在內的有害廢棄物越境運送及其處置

過程中發生事件所造成的損害29。 

前述所稱之損害在公約中的定義30包括有： 

(一) 生命喪失或人身傷害 

(二) 財產喪失或損壞(不包含應對損害負責者之財產) 

                                                 
28 巴塞爾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第三條 3(b) ，詳見附錄二 
29 巴塞爾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第三條 1，詳見附錄二 
30 巴塞爾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第二條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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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環境遭受破壞而損失可依環境而生之經濟利益 

(四) 為恢復遭受破壞之環境所採取措施之所需費用(僅限於已採取或即

將採取措施之所需費用) 

(五) 預防措施所涉及之費用，包括此措施本身所造成的損失或損害 

第二項  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 

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可分為嚴格責任及過失責任，分別敘述於下： 

一、 需負擔嚴格責任的情形： 

(一) 依照公約規定發出通知者應對損害負賠償責任，直至處置者接

管有關有害廢棄物或其它廢棄物時為止。其後處置者應對損害

負賠償責任。 

(二) 如出口國係發出通知者或在未發出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則出口

者便應對損害負賠償責任，直至處置者接管有關有害廢棄物或

其它廢棄物時為止。 

(三) 重新進口有害廢棄物和其它廢棄物，重新進口者應對損害負賠

償責任，直至出口者(若有出口者)，接管這些廢物時為止，或直

至另外的處置者接管這些廢物時為止。 

(四) 若應由兩人或以上的人承擔賠償責任時，則損害賠償請求權人

應有權要求其中任何或所有應負責者全額賠償所造成的損害。 

二、 需負擔過失責任的情形： 

在不影響嚴格責任的情況下，任何因其未能遵守公約的有關規定或因

其有意、疏忽或輕率的不當行為或不作為而造成或促成損害者，應對此種

損害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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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賠償責任的限制 

以下是賠償責任的相關限制： 

一、 責任賠償金限額 

(一) 發出通知者、出口者或進口者對任何一次事件所承擔的責任

賠償金限額應為： 

1. 對不超過 5 噸（含 5 噸）的貨運，不低於 100 萬記賬單位31； 

2. 對超過 5 噸，但不超過 25 噸（含 25 噸）的貨運，不低於 2

萬記賬單位； 

3. 對超過 25 噸，但不超過 50 噸（含 50 噸）的貨運，不低於

400 萬記賬單位； 

4. 對超過 50 噸，但不超過 1,000 噸（含 1,000 噸）的貨運，不

低於 600 萬記賬單位； 

5. 對超過 1,000 噸，但不超過 10,000 噸（含 10,000 噸）的貨

運，不低於 1,000 萬記賬單位； 

6. 隨後每增加一噸則另外增加 1,000 記賬單位，最多不超過

3,000 萬記賬單位。 

(二) 處置者對任何一次事件所承擔的賠償責任的賠償金限額不應

低於 200 萬記賬單位。 

二、時間限制 

(一) 損害賠償請求必須自事件發生之日起十年內提出。 

(二) 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已知悉或有理由認為其應已知悉有關損害之日起

                                                 
31 記賬單位係指由國際貨幣基金組織(IMF)所定義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2008/06/13 IMF 網站公告 1 USD = SDR 0.622731。資料來源：國際貨幣基金組織網站 
http://www.imf.org，最終瀏覽日：20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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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之內提出，且不得超過前款所規定的時限。 

(三) 如果事件係由一系列起源相同的事件構成，則時限應自其中最後一

次事件的發生日期算起。如果事件為連續發生的事件，則此種時限

應自該連續發生事件結束之日算起。 

三、除外條件 

若損害係由下列原因造成，則無賠償責任之適用： 

(一) 武裝衝突、敵對、內戰或叛亂行為； 

(二) 屬罕見、不可避免、不可預見和無法抵禦性質的自然現象； 

(三) 完全系因遵守損害發生所在國的國家公共當局的強制性措施；或 

(四) 完全系因第三者的蓄意不當行為，包括遭受損害者的不當行為。 

 

第五節  公約架構下之保險機制概說 

有害廢棄物對於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相當大，一旦發生污染事件，後

續的清理復原工作以及損害賠償所需的龐大費用，往往非當事人所能負

擔，因此有些當事人在造成污染後，選擇以破產倒閉的方式規避責任，留

下遭受破壞的環境一走了之。然而環境遭受到污染，直接影響到的是全民

所得以共享的共有財─空氣、土壤以及水等資源，少數人得以從中牟利的

商業活動所造成的結果，卻要由全民一起來承擔，這樣的行為明顯違反了

公平正義的原則。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下，應該是使用者付費、污染者付費

才對，因此，巴塞爾公約規定從事有害廢棄物運送時應該有保證、保險或

是其他財務擔保，用以支付可能發生的損害賠償請求，不但確保了損害賠

償資金來源無虞，也可以說是體現了公平正義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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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損害賠償責任的擔保 

有害廢棄物在運送途中發生意外而造成污染時所需的環境清理復原

費用、遭到退運或是復運進口所需的費用、意外發生後受有損害賠償請求

時的賠償費用等，都可能是一筆龐大的費用；為了確保這些可能額外支出

的費用支付資金來源無虞，不會有無資力的情形發生，所以公約規定進行

有害廢棄物的越境運送移轉之前，必須有足夠的經濟上的擔保。不論是保

證金也好，保險也好，或是其他的財務擔保也好，目的就是為了承擔賠償

責任。 

公約架構中提及「擔保」的出處有三： 

一、公約 

巴塞爾公約第六條第十一項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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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責任與賠償議定書 

巴塞爾公約責任賠償議定書第十四條之條目「Insurance and other 

financial guarantees」下，則規範了關於保險及保證等其他財務擔保的要

求。 

三、技術文件 

                                                 
32 翻譯節錄自行政院環保署巴塞爾公約資訊網站 http://ivy2.epa.gov.tw/web/index.htm ，最終

瀏覽日：20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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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塞爾公約系列/巴塞爾公約秘書處編號：98/003 所出版的：「管制

危險廢物和其它廢物越境轉移的制度說明手冊」的附錄六「列入出口者處

置者之間所訂合同的基本要點」第十項也規定了保險事項必須記載於合約

中。 

公約只規範了當事人必須採用保證、保險或是其他財務擔保，但並沒

有強制規定一定要採用哪一種擔保方式，也就是說當事人可以視情況自行

選擇較為適合的方式。 

所謂保險(Insurance)，是指當事人交付保費給保險人，約定當發生因

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的事故所造成的損害時，由保險人負擔賠償財物的責

任。此處的保險，因為目的是為了賠償被保險人所造成的損害，所以是屬

於責任保險。 

而保證(Bond)，是指「確實保證」(surety bond)，係由「保證人」(surety)

保證「被保證人」(principle obligor)將忠實履行約定義務，若不履行而使

「權利人」或「受益人」(obligee or beneficiary)遭受損失時，由保證人對

權利人負賠償之責33。 

至於其他財務擔保則包括可以利用存託(escrow)或是信託(trust)的方

式，將現金、定存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存託於第三人處或是設立信

託，作為足以負擔損害賠償的財力證明，並指定當意外污染事件發生而受

有損害賠償之請求時，則將此存託或信託的資金作為賠償之用。 

第二項  採用保險的優點 

本文認為，在前述所提及的擔保方式中，以風險管理的角度而言，保

                                                 
33楊誠對，意外保險理論與實務，P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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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和保險比較能達到風險分散的目的。利用存託的擔保方式，是一種風險

自留的方式，並不能將未來可能需要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移轉出去，而且

提存一筆足以支應賠償責任的大額現金或是擔保品，對於企業資金的運用

是很沒有效率的。 

而保證與保險，看起來是非常類似的，但本質卻是差很多的。從經濟

面來看，保險是利用大數法則精算出保險費率，使要保人可以在最少的成

本下獲得最大的保障，這是逐案審核的保證所無法做到的。而在社會面來

看，以保證來說，不論被保證人是否為故意不履行義務，只要保證的事項

發生，保證人就必須負起賠償責任。而保險的本質則是必須將故意行為排

除，以免發生道德危險。從以上兩個層面來看，採用保險的優點應該大於

採用保證。 

而除了前述的優點之外，採用投保責任保險的做法也可以達到減少非

法運輸的發生。在進行運送之前，相關的合約或通知書等文件中，應該記

載有無財務擔保的選項，而保險契約也應該當成附件以為佐證。之所以能

夠減少非法運輸的發生，是因為可以透過保險人來達到監督的功能，因為

一旦有非法運輸的情事發生時，基於故意行為及犯罪行為不保的原則，保

險人不會賠償損失，因此所有的賠償責任將落在原要保人(即發通知人或運

送人)身上，等於自始沒有保險的情形，所以，為了分散風險，減輕自身遭

到損害賠償請求的責任，當發通知人或運送人在要保時，就必須確保相關

文件齊備且無虛假不實的記載，如此一來，將能夠減少很多非法運輸發生

的機會，自然也就降低了可能衍生的風險。 

我國在研擬巴塞爾公約非法運輸之相關因應措施時，除了思考民、刑

事法律問題之外，尚須考量經濟上之因素。從這兩個層面上思考，責任保

險似乎是一個不錯的解決方案。除了可以填補經濟上損失，提供部分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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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支援之外，也可兼顧到據實說明義務的誠信原則以及污染者付費的公

平正義原則。依據規劃中的責任保險設計，對於非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

由而遭退運或須復運進口者，其處理與運輸所需之費用得向保險人請求給

付保險金，而此損失發生如係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者，保險人

得於給付金額範圍內代位行使被保險人對於該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也就是說，當有害廢棄物之越境運送發生非法運輸的情形時，如果非

法運輸的狀況並非由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所造成的，則被保險人遭退運或

須復運進口之處理與運輸所需之費用，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金，可以

說投保責任保險對被保險人而言，具有經濟上的實益。而若非法運輸的狀

況係由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所造成的，如偽造文件或不實告知等，則被保

險人遭退運或須復運進口之處理與運輸所需之費用，保險人得拒絕給付，

這是保障保險人的誠信原則。 

以某 A 環保公司為案例，A 公司於某年某月某日取得我國政府核發之

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許可內容為清除含重金屬污泥、集塵灰等有害事

業廢棄物，並輸出至國外之 B 公司處理，我國環保機關俟後接獲檢舉，A

公司疑似涉及使用偽造之該外國地方及中央環保主管機關文件，經該國中

央及地方環保機關證實該等文件為偽造，我國環保機關因此依「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第 24 條規定撤銷 A 公司相關清除許可

證，另依「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第 28 條及第 13 條規定，

廢止原核發 A 公司之輸出許可文件，並不得再核發 A 公司輸出許可文件。

至於本案 A 公司已輸出至 B 公司處理之有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我國環保機

關將與該國聯繫，若 B 公司無法妥善處理，則要求 A 公司依其申請書所附

之退運計畫，運回國內妥善處理。 

在本案例中，若 A 公司出口至國外之有害廢棄物投保了責任保險，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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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無法妥善處理時，則有以下兩種情況： 

1. A 公司為出口人，出口人投保責任保險，俟後發現許可文件係偽

造，依據巴塞爾公約規定，出口人必須負責退運，若文件並非 A

公司所偽造，即退運係非可歸責於 A 公司之事由，退運之費用則

由保險人來承擔，A 公司可以透過本保險避免額外之支出。而保

險人在支付退運費用之後，再向涉及偽造文書之人提出民事上的

損害賠償請求。此一代位求償機制可以省卻被保險人直接面對漫

長訴訟程序的麻煩，對於促進經濟活動發展有直接的幫助。 

2. A 公司為出口人，出口人投保責任保險，俟後發現許可文件係偽

造，依據巴塞爾公約規定，出口人必須負責退運，若文件係由 A

公司本身所偽造，此時即構成犯罪之事實，基於保險上故意及犯

罪行為不保的原則，保險人得以解除契約。依據我國保險法第六

十四條之規定，訂立契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

據實說明。要保人故意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實之說明，

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契約；

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第三項  公約中保險的要件 

在第二章所介紹公約對於賠償責任的規範，可以說是為本文所研究的

保險提供了一個明確的範圍，因為保險的各個要件基本上都不應該超出公

約相關規範的範圍。 

一般而言，在規劃一種保險時，通常會從以下構成保險的幾個要件作

為出發點：保險人、要保人、被保險人、保險標的、保險利益、保險期間、

保險金額、承保範圍等事項，因此，要研究出能夠在巴塞爾公約架構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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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責任保險機制時，就必須先確認前述各個要件在巴塞爾公約中是如何

規定的。若公約中並沒有明確定義或是相關規定時，在不違反巴塞爾公約

的情形下，可以依照一般保險學理的原則，再將各要件定義出來。本文將

前述各要件所涉之條文整理如下： 

一、 保險人：並無特別規定。 

二、 要保人(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者以及國家，有害廢棄物之出口

人、進口人、發出通知人、運送人及處置人均得為之(責任與賠償議

定書第十四條)。 

三、 保險標的：在責任保險中，保險標的即為責任。在這裡的責任指的

是損害賠償責任(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第四條)。 

四、 保險期間：本保險期間自有害廢棄物裝載上運輸工具時起算，至到

達目的地卸載為止，並不包含進、出口端之存放時所造成之污染(責

任與賠償議定書第三條)。 

五、 保險金額：即為責任賠償金額，不得低於責任與賠償議定書附件 B

所列之金額。(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第十二條) 

六、 承保範圍：涉及公約所公告管制的有害廢棄物越境運送及其處置過

程中發生事件所造成的損害。(責任與賠償議定書第三條) 

七、 賠償責任的時限：索賠要求必須自索賠者已知悉有關損害之日起五

年之內提出，且必須自事件發生之日起十年內提出。 (責任與賠償

議定書第十三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