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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現行的廢棄物體管理法制，係由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組合

而成。二法在定義上嚴加區分廢棄物與再生資源，並分別施以不同管理的立法形

式，近年卻在理論及實務上處處掣肘，尤其是與廢棄物相關之概念及處理原則。

翻查二法過往的修法理由，本文觀察到，立法者似乎尚未清楚掌握廢棄物體管理

法制背後應有的學理，以致於錯將傳統線性經濟的管制思維繼續沿用在意圖追求

物質循環的管理系統上。 

關於物質循環的建構，歐洲聯盟的衍生法 2008 年廢棄物體框架指令走在相

當前頭。為了進一步探究指令細節，本文欲從其立基的規範思維－循環經濟模式

開始打底，並爬梳歐洲聯盟環境保護的發展歷史及其制訂衍生法指令的依據及理

論規範，從而在之後正式分析廢棄物體框架指令有關廢棄物體之定義、廢棄物體

處置優先順序的運作，以及廢棄物體性質認定之終止時，得以更為細緻地通盤瞭

解規範之脈絡。 

若單就結論而言，本文認為廢棄物與再生資源本質實乃一體，廢棄物清理法

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也僅是立法者片面擷取物質流動過程中不同時點的後果。我

國若意欲將循環經濟模式導入廢棄物體管理法制，則根本不應著眼於目標客體之

市場價值而割裂處理。在往後二法合一的立法嘗試中，應盡量放寬廢棄物體之認

定，把握生命週期思考的原則，並且把守好事關物質循環成功與否的廢棄物體性

質認定。 

 

關鍵詞：循環經濟、物質循環、循環法制、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廢棄物體、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廢棄物體性質認定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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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s waste management legislation in force consists of Waste Dispoeal Act 

and Resource Recycling Act. This legislative measure which strictly distinguishs the 

definition of waste and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further differentiates the management 

systems, however, is impeded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ecently. Such difficulties 

especially appear in the field of concepts related to waste and principles regarding 

handling it. By studing the whole amending process of the legislation, the thesis argues 

that the legislators seem haven’t realized the underpinned theory precisely, so that they 

kept using traditional regulative thoughts of the linear economy 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ntends to circulate materials. 

The secondary legislative Directive 2008/98/EC on was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dvantages considerably with reference to constructing materials cycles. To analyze 

details further, the thesis researches the underpinned theory - Circular Economy first. 

Then, in order to have better insights into main issue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of waste, 

waste hierarchy and End of Waste status, I will present the EU’s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on and its legal basis for enacting directives. 

In conclusion, the thesis suggests that waste and renewable resources possess the 

same essence, and that the form of two acts is the consequence of reckless separation 

made in the flow of materials by legislators. If we’re intending to introduce the mode 

of circular economy into waste management legislation, we shouldn’t have focused on 

its market value of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Instead, the legislators should lower the 

threshold of waste, assure the principle of Life Cycle Thinking,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certify the test of end of waste status concer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whole 

materials cycle. 

 

Key words: circular economy, materials cycle, circular economy legislation, 

Waste Disposal Act, Resource Recycling Act, waste, waste hierarchy, end of wast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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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凡事先巨觀，再微觀。作為本論文的第一部分，本章任務在於清楚交代撰寫

動機、目標、研究範圍以及書寫架構。在開頭謹慎安排整體骨幹，才不致於之後

在用生命敲擊鍵盤的過程中發生見樹不見林之錯誤；並且藉此整理先前研究者的

相關研究成果，以期避免產出過於重複且無必要的論述。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你喜歡海洋嗎？你上一次去海邊玩水時有什麼發現？ 

《國家地理雜誌》2018 年 6 月號以「要塑膠還是要地球？」作為標題，並以

之為核心撰寫了一系列描述人類正在發明如何讓自己被塑膠淹死的文章1。依據

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所撰寫的「新塑膠經濟－重新思

考塑膠的未來」（The New Plastics Economy: 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plastics）報

告，目前海洋塑膠垃圾問題的嚴重程度約莫是以每年八百萬公噸的鉅量極速生成。

大家可以如此想像，這大概是每分鐘就有一台大型垃圾車將滿載的塑膠碎片傾倒

入海洋的速度2。「除非我們採取行動，否則到了 2050 年，海洋中的塑膠垃圾將

比魚類還多。」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稱 UNEP）

如此警告3。 

但別忘了，塑膠只是海漂垃圾的其中一種，海漂更僅占垃圾問題的冰山一角。 

臺灣這幾年在民間人士的奔走下，淨灘活動越來越普及，RE-THINK 協會甚

至嘗試籌辦有系統的環島淨灘。熱情參與的人很多，從海邊清除的垃圾更多；但

就彷彿看不到盡頭般。沙灘因此乾淨了兩、三天。待颱風一來，沈積在海底的垃

圾又被捲上岸，一切就如同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接著，人們再回來撿，海浪再

                                                
1  國家地理雜誌，https://www.natgeomedia.com/e-mag/2018/06/， 後瀏覽日：2019/6/19。 
2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The New Plastics Economy－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plastics, p.17 

(Dec. 13, 2017),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NPEC-

Hybrid_English_22-11-17_Digital.pdf. 
3  UN Environment, http://web.unep.org/environmentassembly/unless-we-take-action-our-oceans-

will-contain-more-plastic-fish-2050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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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垃圾送回來，無限輪迴。單以 2018 年為例，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

稱環保署）的逐月統計，臺灣每人每天平均製造超過 1 公斤的一般廢棄物。若再

進一步將時間單位擴大至月，驚人的發現，我國每月製造出的一般廢棄物總量皆

大於現有廢棄物管理設施之處理總量4。 

網路內容創作者台客劇場曾拍過一支名為〈讓三歲小孩教我如何改善全球環

保問題〉的 YouTube 影片5。只見畫面中一個全開的水龍頭不斷輸出流水至浴缸

內，填滿後便開始溢出，就算嘗試用 大的湯匙、水壺，甚至用大桶子承接，水

也一下就滿了，怎麼辦？ 

這時候一位妹妹默默伸手將大開的水龍頭旋緊關上。 

真的很簡單。 

這邏輯，主管機關也懂。行政院環保署自 2018 年起擴大實施限塑政策，對

14 大類、約 10 萬家業者祭出購物用塑膠袋的提供限制，另外新增管制化妝品類、

香皂類、磨砂膏等六項產品不得添加塑膠微粒6，並於同年六月預告「一次用塑

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草案，短程目標希望從內用的飲食

習慣改造起7，長程目標則放眼在 2025 年時，得完全終止一次性塑膠吸管於國內

的氾濫使用8。 

草案、政策一經媒體披露，毫不意外地遭受消費者以及各路民意代表猛烈攻

訐。當人們使用資源的習慣沒有改變，當整個社會線性經濟（Linear Economy）

                                                
4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境 資 源 資 料 庫 ， 全 國 一 般 廢 棄 物 產 生 量 ，

https://erdb.epa.gov.tw/DataRepository/Statistics/TrashClearNationalProduce.aspx，查詢條件：統

計期民國 107 年至民國 107 年， 後瀏覽日：2019/6/19；全國一般廢棄物處理量，

https://erdb.epa.gov.tw/DataRepository/Statistics/TrashClearNationalProcess.aspx，查詢條件：統計

期民國 107 年至民國 107 年， 後瀏覽日：2019/6/19。 
5  YouTube 頻道：台客劇場，https://youtu.be/cYEwA3Mppbc， 後瀏覽日：2019/6/19。 
6  環保署網站，https://enews.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61225110420，

後瀏覽日：2019/6/19。 
7  針對短程目標，行政院環保署已於 2019 年 5 月 8 日正式公布「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

象及實施方式」，先從政府部門、學校、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及連鎖速食店著手。環保署網站，

https://enews.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80508102843， 後瀏覽日：

2019/6/19。 
8  環保署網站，https://enews.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70608113044，

後瀏覽日：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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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模式以及想法依舊，當廠商繼續放肆地無償外部化成本，就算有志之士拼

了命的宣導、淨灘、回收，甚至再蓋兩、三座焚化爐盡情燒燬，我們也永遠無法

真正地解決問題9。 

面對當代廢棄物體產量過劇，各式原物料價格的不穩定，蘊藏量亦在快速開

發中急速下降的諸般困境，「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便是在這般危機下

粉墨登場。它不僅僅是一個全新的發展概念，也創造出不同於當代以所有權為主

軸的商業模式，更在製造面上提供了嶄新的生產範式10，藉由產業間緊密的互利

共生，重新發掘資源的價值。在製造過程中，一改傳統末端管制（End-of-Pipe 

Control）的思維，回到源頭重新設計產品用料、構造或製程，以延長產品壽命，

盡量減少不必要之原料消耗，並且避免在製程中使用環境無法分解的有毒物質，

盡可能地將耗費大量成本取得之自然資源保留在得供安全使用的物質流中11，以

求整體經濟社會 大化廢棄物體之資源價值。在如此思維下，管理廢棄物體不再

僅是環境法中遺世獨立的一支線任務，而是實踐循環經濟的關鍵戰役12。 

雖然客觀來說，目前放眼所及的一切看起來都糟透了，但換個角度思考，各

種突破性進化總是間歇地出現在危機發生後13。當今面對的種種人禍，說不定正

好作為一個重新教育整體社會應如何在不損及後代福祉之前提下妥善使用資源

的絕佳契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其限制 

循環經濟的實現仰賴整體社會的變革，事涉廣泛部門的檢討改正。在此體認

下，本文進一步聚焦於其中的物質循環面向，反映在法制面，便是國內現行的廢

                                                
9  李建良，永續發展與國家責任，臺北大學法學論叢，46 期，2000 年，頁 86。 
10  Jiansu Mao, Yuansheng Pei, Chunhui Li & Linyu Xu, CIRCULAR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154-155 (2016). 
11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Closing the loop – An EU action pl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COM/2015/0614 final, 2.12.2015, p. 3-13. 
12  ROBERT C. BREARS,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47-48 

(2018). 
13  JANINE M. BENYUS, BIOMIMICRY: INNOVATION INSPIRED BY NATURE 18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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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體管理系統。 

第一項	   	   研究範圍	  

自 1974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以有效清除廢棄物為目標之廢棄物清理法（下稱

廢清法）以取代年久失修的污物清除條例後，面對幾年間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以及

連帶所致暴增之廢棄物量，已明顯不敷使用。立法院遂在 1988 年於同法增列第

10 條之 1，首次將「回收」措施納入廢清法管制系統中14，並在後續 1997 年修法

中，明文強調回收再利用之價值，也宣告正式轉型進入資源回收再利用時期15。 

規範體系上，囿於廢清法強制及末端管制之傳統管制邏輯，並考量到行政程

序對回收再利用廢棄物所設下之繁複限制，立法院在環保署的提案下，於 2002

年三讀通過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下稱資再法），正式切割「廢棄物」與仍具經濟

及回收再利用技術可行性之「再生資源」二者，按其性質認定，分別適用廢清法

與資再法。希望憑藉源頭管理及再利用等全然異於廢清法之治理思維，推動廢棄

物體之循環利用16。 

鳥瞰國內這套建構物質循環的雙軌體系，儘管在抽象法令上看似截然二分，

但其背後的立法思維卻可謂完全與立法目標背道而馳，依舊受制於傳統線性經濟

之思考：一來，現行廢清法與資再法所定義之廢棄物與再生資源二者，在實務上

難以界分，或許更精準地說，廢棄物本質上實乃再生資源，只是在相異時點或立

場所得之評價，根本不應多做區分。二來，清除與回收再利用措施獨立作業、分

別管理的執行結果，或將導致二法運作上之扞格及實務上的窒礙難行。 

有鑑於此，在學界及遊說團體的呼籲下17，我國近年開啟了將現行廢清法及

資再法二法合一的循環法制立法嘗試。行政院曾在 2013 年提交一份由環保署草

擬的「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18至立法院，可惜 終因屆期不連續而石沈大海。

                                                
14  立法院公報，78 卷 2 期，總號：2218 號，1988 年，頁 202。 
15  陳慈陽，環境法各論（二）廢棄物質循環清理法制之研究，2006 年，頁 10。 
16  立 法 院 公 報 ， 91 卷 45 期 ， 總 號 ： 3241 ， 5 冊 ， 2002 年 ， 頁 45-46 ；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final/pdf/91/45/LCIDC01_914505.pdf， 後瀏覽日：

2019/6/19。 
17  陳慈陽，前揭註 15，頁 41-42；環境資訊中心，廢清法、資源回收法兩法合一 公開徵集意見，

2005/9/8，https://e-info.org.tw/news/taiwan/2005/ta05090801.htm， 後瀏覽日：2019/6/19。 
18  行 政 院 網 站 ，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00e4ae0c-b313-4f97-ab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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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後，陸陸續續共計又有三份委員版提案，其中 新一版是 2016 年由林淑

芬委員與廢清法修法草案一併提出之「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總統蔡

英文在同年 520 就職演說中亦宣示將以循環經濟作為臺灣發展的重要綱領19。可

惜在修法策略及短期內可行性的考量上，立法院及主管機關仍選擇先填補廢清法

的規範漏洞，以至於直至今日，依舊未見循環經濟法制之具體成果20。 

只是二法合一並非藥到病除的萬靈丹。比對各版草案後可以注意到，雖然美

其名是為了實現循環經濟脈絡下的物質循環，但整套管理體系 核心有關廢棄物

之界定，包括一開始的行政院版及 近林淑芬委員版在內的各版草案，卻仍是將

現行廢清法之定義複製貼上，就更別提相關處置措施之名詞定義及核心原則在各

版間皆有不同。單有二法合一的外在形式，並不足以推動物質循環的政策理念，

至少循環法制追求的不僅是這種單純形式面的二法合一21。 

但即使如此，上述版本仍提供本文相當豐沛的研究素材。尤其從固有線性經

濟思維轉換為循環經濟觀點後，我國物質循環管理系統究竟應如何重新評價廢棄

物之意義，又應如何相應調整現行法中的清除、處理、回收再利用等各式處置措

施。更進一步，應如何使經處理後之二次原料安全地回歸生產線，以實現物質循

環中至關重要的物質流封閉迴圈（closed loop）。以上這些問題環環相扣，圍繞著

我國循環法制之規範核心。 

綜上，如何依循環經濟模式建構廢棄物體管理法制，便是本文撰寫的角度。 

                                                
b102d0eda9f5， 後瀏覽日：2019/6/19。 

19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NEWS/20444/就職演說， 後瀏覽日：

2019/6/19，相關文字節錄如下：「第一、經濟結構的轉型─要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未來，新

政府要做好幾件事。首先，就是讓台灣的經濟結構轉型……我們也不能再像過去，無止盡地

揮霍自然資源及國民健康。所以，對各種污染的控制，我們會嚴格把關，更要讓臺灣走向循

環經濟的時代，把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對於能源的選擇，我們會以永續的觀念去逐步調

整。新政府會嚴肅看待氣候變遷、國土保育、災害防治的相關議題，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

球，我們也只有一個臺灣。」 
20  立 法 院 公 報 ， 105 卷 23 期 ， 總 號 ： 4320 ， 下 冊 ， 2016 年 ， 頁 154-157 ；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5/23/LCIDC01_1052302.pdf， 後瀏覽日：

2019/6/19。 
21  劉怡欣，資源永續利用與循環經濟法制之研究，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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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限制	  

從開頭限塑政策的例子中，大概可以預期到：在臺灣，廢棄物體的問題也許

無法期待短時間內，由人民主動改變消費習慣以解決22；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時

間，位處歐亞大陸西側的歐洲聯盟（下稱歐盟），在面對相同的艱鉅挑戰時，卻

已深刻洞悉循環經濟模式在廢棄物體管理一事中所蘊含的龐大經濟動能，並且付

諸具體行動，尤其注意到法制面的革新對於私部門企業以及整體社會所帶來的關

鍵意義23。 

為了確立我國物質循環法制的大方向，本文在比較法研究上，將以歐盟層級

的 2008 年廢棄物體框架指令（Directive 2008/98/EC）24（以下簡稱為 2008 年框

架指令），及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Directive（EU）2018/851）25（以下簡

稱為 2018 年修正指令）為參考標的，而不及於各會員國按此指令所轉化而成之

內國法令。 

另外，由於本文乃一法律學系碩士班之法學論文，自然會盡量將寫作戰場框

定在法律制度面的討論，對於地球此時此刻是否真的面臨各式環境危機及其嚴重

程度等典型事關自然科學領域的證明，筆者無意也無力多加著墨。是故以下立論

將以所蒐集到的文獻為據，而採取肯定環境問題現實上確實亟待解決的立場，在

此合先敘明。 

                                                
22  David C. Wilson, Development Drivers for Waste Management, 25 WASTE MANAG RES. 198, 201 

(2007)，作者在文中特別指出，所有涉及較佳資源管理之措施通通有賴行為的改變。 
23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1, at 2; Stephen Tromans, EC Waste Law – A Complete Mess?, 

13:2 J. ENV. L. 133, 134 (2001). 
24  Directive 2008/9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November 2008 on waste 

and repealing certain Directives, OJ L 312, 22.11.2008, p. 3–30. 
25  Directive (EU) 2018/85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30 May 2018 

amending Directive 2008/98/EC on waste, OJ L 150, 14.6.2018, p. 109-140，由於 2018 年 5 月

30 日公佈之廢棄物體修正指令僅對前版（2008 年版）採用增修條文之方式進行部分條文修

正。故本文以下寫作若欲提及經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部分改動之管理內容時，將採取如

此處正文括號或是註腳說明的方式；另外，儘管歐盟指令修正之形式原則上並不會直接更動

原條文條號，但為了方便查閱，後續有關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條文的註腳本論文將一併

援引具法律效力之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以及經重整過的統一版本（Consolidated version），

並在後者特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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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概念說明－關於 Waste 一詞之翻譯 

有鑒於本論文旨在以循環經濟之觀點檢討國內廢棄物體之管理，故在關鍵名

詞 Waste 的翻譯上，刻意與現行建基在線性經濟邏輯上之廢棄物清理法做出區

隔，而將之譯為「廢棄物體」。詳細內容為本文第四章的重點，此處僅先說明與

以往翻譯進行區分之原因，以及譯為廢棄物體之理由。 

首先，為什麼要進行區分？ 

依我國現行廢棄物清理法第 1 條揭示之立法目的，是為了有效清除及處理廢

棄物。至於有關節約自然資源、減輕環境負荷以建立永續社會之任務，體系上則

係屬於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的範疇（參見後法第 1 條）。在這樣的割裂處理下，現

行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聚焦在效用減失、不具市場經濟價值、目的以外之生成等

特性的廢棄物定義，顯然無法直接套用至仍具有經濟及回收技術可行性的物質與

物品；即使另從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減少廢棄物產生之立法目的推論，也將得到相

同結論。在我國如此規範脈絡下，本文以為，若再將 Waste 翻譯成廢棄物，將造

成一開始範疇界定上的偏誤。 

再來，作為本論文參考論述的主要立法例為歐盟法制，歐盟立法者在 2008

年框架指令中是如此定義 Waste：「係指任何由持有者丟棄、想要丟棄或是必須丟

棄之物質（Substance）或物品（Object）。」26搭配上歐洲聯盟化學品登錄、評

價、許可及限制規章（Regulation（EC） No 1907/2006，以下簡稱為 REACH 規

章）27第 3 條第 1 款及 2008 年「歐洲聯盟化學物質及混合物分類、標示及包裝

規章」（Regulation（EC） No 1272/2008，以下簡稱為 CLP 規章）28第 2 條第 7

                                                
26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 ’waste’ means any substance or object which the holder discards 

or intends or is required to discard.，詳細內容將於第四章再行說明。 
27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December 2006 

concerning 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amending Directive 1999/45/EC and repealing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793/93 and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1488/94 as well as Council 

Directive 76/769/EEC and Commission Directives 91/155/EEC, 93/67/EEC, 93/105/EC and 

2000/21/EC, OJ L 396, 30.12.2006, p. 1-849. 
28  Regulation (EC) No 1272/2008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08 

on classification, labelling and packaging of substances and mixtures, amending and rep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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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對於物質（substance）之定義：「係指自然狀態中或是生產過程中獲得的化學

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所有為了保持其穩定性所必要之添加物以及使用過程中產

生之雜質；但所有得在不影響穩定性或不改變其組成的條件下，使之分離之溶劑，

不在此限。」29作為歐盟環境法核心的工業排放指令（Directive 2010/75/EU）30亦

採取類似定義31。綜上，可以推知廢棄物體框架指令鎖定的規範標的並不僅限於

物質，是故國內學者如陳慈陽在著作中採用「廢棄物質」一詞32亦未能精準描繪

所欲管理之標的。同理可證，「廢棄物品」也不適合。 

除此之外，CLP 規章第 2 條條第 9 款另對於成品（Article）有所定義：「係

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別的形狀、表面或設計，而較化學組成更大程度取決於其

功能之物品（Object）。」33由此可知，既然歐盟法制中，Article 與 Object 二者在

定義的涵蓋範圍上有差異，按邏輯，「廢棄成品」一詞便不得直接用於 2008 年框

架指令對於 Waste 之定義。 

在剔除了廢棄物、廢棄物質、廢棄物品以及廢棄成品四種翻譯後，參酌教育

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對於「物體」之釋義─由物質構成，佔有一定空間的實體

34─既包含物質，字義上又不侷限於固態或液態。是故本文以下將以「廢棄物體」

指稱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2018 年修正指令中之 Waste，以描述符合循環經濟概念

                                                
Directives 67/548/EEC and 1999/45/EC,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OJ L 353, 

31.12.2008, p. 1–1355. 
29  Regulation (EC) No 1272/2008, Article 2(7): ’substance’ means a chemical element and its 

compounds in the natural state or obtained by any manufacturing process, including any additive 

necessary to preserve its stability and any impurity deriving from the process used, but excluding any 

solvent which may be separat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substance or changing its 

composition. 
30  Directive 2010/75/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4 November 2010 on 

industrial emissions (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J L 334, 17.12.2010, p. 17-119. 
31  DENNIS PATTERSON & ANNA SÖDERSTEN EDS., A COMPANION TO EUROPEAN UNION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568 (2016); Directive 2010/75/EU, Article 3(1). 
32  陳慈陽，前揭註 15，頁 101-105、114。 
33  Regulation (EC) No 1272/2008, Article 2(9): ’article’ means an object which during production is 

given a special shape, surface or design which determines its function to a greater degree than does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 
34  教 育 部 全 球 資 訊 網 ： 教 育 部 重 編 國 語 辭 典 修 訂 本 ，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

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159901， 後瀏覽日：2019/6/19。 

DOI:10.6814/NCCU2019007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9 

之規範標的，在此合先敘明。 

第四節  文獻回顧 

「循環經濟」、「廢棄物管理」以及「資源回收」若拆開來看，三個議題在國

內皆非新議題，過去數十年間學界百家爭鳴。有聚焦在主管法令本身的爭點35，

特別是自古以來爭碟不休，有關行政法與刑法的接壤36，亦有部分文獻以個別類

型之廢棄物為標的，例如：包裝廢棄物37、營建廢棄物38、放射性廢棄物39等。另

外，有學者稍微擴大視角，導入永續的觀點，以歐盟環境法的演進與發展40以及

永續發展所需要處理的民主課題41為題撰文。 

但，將三者合在一起一併思考的法學文獻卻極為稀少。 

                                                
35  張永明，得靠法院清除廢棄物，月旦法學教室，187 期，2018 年，頁 9-11；洪家殷，論行政

調查中之行政強制行為，法學論叢，60 卷 1 期，2015 年，頁 29-58；李建良，「狀態責任」概

念的辯證與運用：《台中大里區段徵收土地掩埋物清理案之一》－ 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

第 370 號判決、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68 號判決重點評析，台灣法學雜誌，246

期，2014 年，頁 39-55；廖欽福，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一項關於處分性質、時效適用及代

履行費用分配基準之研析，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2 卷，2014 年，頁 93-128；尤重道，行政

罰責任概念與責任類型暨責任競合問題之探討，全國律師，16 卷 7 期，2012 年，頁 74-90；

蔡茂寅，廢棄物清理法實務與行政法院裁判評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8 期，2001 年，頁

113-127。 
36  魏國晉，廢棄物清理法上「未經許可受託處理廢棄物罪」之行為主體釋疑－並引介德國環計

另法之模式，69 卷 7 期，2018 年，頁 83-107；林書楷，環境刑法之體系與難題，玄奘法律學

報，27 期，2017 年，頁 1-39；陳正根，環保危害防止在刑事罰與行政罰之界線－兼論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之處罰，臺灣環境與土地法學雜誌，14 卷，2015 年，頁 83-97；葉安晉，環境污

染之刑事責任研究－以廢棄物清理法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37  周錦國，限制產品過度包裝草案，理律法律雜誌雙月刊，5 月號，2005 年，頁 14-15。 
38  李建良，營建廢棄物清理與環境影響評估之規範關聯－兼評 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475

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63 期，2015 年，頁 25-46。 
39  高仁川，從美國法的經驗論我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當前困境與未來方向，法令月刊，68 卷

1 期，2017 年，頁 52-89。 
40  李建良，歐盟環境法的演進與發展－從經濟合作到環境共榮，法學叢刊，55 卷 4 期，2010 年，

頁 87-123。 
41  李建良，永續環境與有限政府─永續發展的民主課題，月旦法學雜誌，250 卷，2016 年，頁

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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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陳慈陽著有「環境法各論（二）廢棄物循環清理法制之研究」42，該專

論從我國分別訂立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二法之法制史開始，大範圍

地掃視循環經濟概念下，德國、日本、美國、歐盟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相關法制，

並針對一些如源頭管制、產品製造者責任等基本概念及原理原則進行書寫；但礙

於篇幅限制及題目設定，該書雖以「兩法合一」為前提，卻未對此前提的正當性

多做論述，且當中論述多以德國為參考對象，故對於歐洲整體如何管理廢棄物體

一事並未多作開展。 

學者劉如慧另外撰有「歐盟廢棄物處理相關法制之現況與發展概論」43，該

文以釋義學的角度介紹 2006 年歐盟廢棄物體指令，尤其聚焦在 終處置（焚燒）

與再利用之間概念上之區分；可惜撰寫時點稍嫌久遠，十多年前的著作，很大程

度上已與當代歐盟管理廢棄物體之觀念脫鉤，且因受制於傳統法學文獻的框架，

故同樣未能緊密地連結循環經濟模式與廢棄物體管理二者。 

若以「循環經濟」四字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做標題及關鍵字的

篩漏，會發現為數不少闡釋此一概念之論文。其中多半產自環境工程類研究所、

企業管理研究所及機械工程類研究所，例如「企業導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的轉型

流程及工具評析」44、「和牛養殖場循環經濟營運模式設計」45、「再生及再利用材

料導入道路工程循環經濟應用之研究」46等。出自法律研究所的僅有一篇由國立

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劉怡欣所撰寫的碩士論文「資源永續利用與循環經濟法制之研

究」47，從循環思想的濫觴出發，以相當淺顯易懂的方式及大量的圖表介紹了循

環經濟的大致輪廓，並且透過研究德國、日本及中國的循環立法例以作為該論文

第四章有關我國立法建議之參考模板。 

接著改以「廢棄物」及「資源回收」分別加上「法律系所」的條件進行檢索，

                                                
42  陳慈陽，前揭註 15。 
43  劉如慧，歐盟廢棄物處理相關法制之現況與發展概論，興大法學，2 期，2007 年，頁 1-50。 
44  洪珮瑩，企業導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的轉型流程及工具評析，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7 年。 
45  吳國智，和牛養殖場循環經濟營運模式設計，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 
46  戴呈安，再生及再利用材料導入道路工程循環經濟應用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班碩士論文，2018 年。 
47 劉怡欣，前揭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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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產出結果也就一篇由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的鍾宏鳳

所撰寫的碩士論文「應回收廢棄物管理制度相關法律研究－以廢電子電器暨廢資

訊物品為中心」48，但該論文除了第二章第二節稍微介紹了循環經濟的理論與實

踐，其餘篇幅仍是扣緊該文題目中的「回收」進行論述（尤其是盤點所有規範廢

電子電器及廢資訊物品回收的具體法令）。 

不同於上開文獻的簡易背景介紹，本文在介紹循環經濟的內容上，更著重在

現有文獻所欠缺的實質內涵填充，尤其是不同學派對於不同面向循環之理解及相

關實例，而非限於單點之減量或回收措施。除此之外，本文亦將在此前提理解下，

導入國內研究者尚未深入研究的歐盟廢棄物體框架指令。以期在這些更為具體且

細緻的文獻累積下，可以對於國內法制究應如何進行廢棄物體之管理有更明確的

認識與方向。 

第五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架構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文預計將以文獻研究、比較法研究及案例研究三種方法進行內容論述。 

首先在文獻研究的部分，循環經濟及廢棄物體的處置觀念在業界、學界已有

相當豐富的研究文獻，雖然絕大多數不是法律領域的討論，但對於挑戰跨領域研

究的本論文來說，這些文獻作為資料蒐集以及背景知識理解的起點而言無疑是相

當重要的。 

其次關於比較法研究的部分，則是著眼於歐盟立法者在衍生法（secondary 

legislation）2008 年框架指令之規範基礎上，繼續強化物質循環在廢棄物體管理

領域的成果。除了數十載所累積出的龐大法律解釋以及適用上的實務見解外，如

此積極的大環境氛圍更創造出許多成功的商業模式49。同時，本文也注意到我國

立法者對於歐盟的廢棄物體管理法制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無論是現行資再法第

6 條有關廢棄物處置優先順序之修正、前曾述及行政院版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第

                                                
48  鍾宏鳳，應回收廢棄物管理制度相關法律研究－以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物品為中心，國立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專班碩士論文，2017 年。 
49  CATHERINE WEETMAN, A CIRCULAR ECONOMY HANDBOOK FOR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S: 

REPAIR, REMAKE, REDESIGN, RETHINK 22-2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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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條，或是林淑芬委員版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第 6 條有關名詞之定義，

皆可觀察到立法者援引歐盟規範與詮釋之企圖。 

立基在諸般前提上，本文擬行之有年的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搭配新修訂之

2018 年修正指令所形塑之制度架構為基礎，希望透過借鏡物質循環法領域的先

驅， 終能夠提出一套符合循環經濟理念的廢棄物體管理制度以供我國立法者參

考。 

另一方面，本文同時操作第三種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基於針對歐盟的立法，

在歐盟內部權力分立架構下，歐洲聯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50專職審判歐盟機構行政行為之合法性、各國法院對於歐盟法律之詮釋以及會員

國是否未遵守歐盟法律等事項51，並且同時擁有排他的、具有拘束力的解釋權52，

為清楚認識制度細節，勢必須一併觀察歐洲聯盟法院歷年的見解。 

第二項	   	   研究架構	  

作為臺灣法學界少數以循環經濟相關領域作為題目的研究，本文企圖建構一

足夠穩固的基礎廢棄物體管理制度介紹，以供後續研究者的更進一步。故將在初

始的第二章，就本論文的核心思想─循環經濟之緣起及其所包含之各種面向，作

為整篇論文的破口，以期徹底釐清在循環經濟思維中，有哪些不同於當代線性經

濟模式的重要原則以及嶄新論述。 

之後，既然廢棄物體框架指令所欲處理的主要內容皆為環境事務53而為歐盟

環境法之重要環節，為精準解析框架指令之具體內容與歷來細部發展之意涵，自

                                                
50  陳麗娟，里斯本條約後歐洲聯盟新面貌，2 版，五南，2013 年，頁 73-74。早在 1952 年歐洲

煤鋼共同體時期，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便已成為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機

關。一直到里斯本條約於 2009 年底生效後，方改稱為歐洲聯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CURIA）並成為歐洲聯盟機關。為精準說明，書寫時將確實依據判決作成之

年份而分別使用「歐洲法院」及「歐洲聯盟法院」二詞，合先敘明。 
51  KEITH CLE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AIN: EUROPEAN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33 (2000). 
52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anc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key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08/98/EC on 

waste, p. 3 (Jun. 2012);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framework/guidance.htm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53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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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從形式上 表層的組織架構開始觀察54。為此，本文第三章前半段計畫以歐盟

（當然包括歐盟前身的歐洲共同體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環境意識啟蒙至以循環經

濟為主要環境政策之演變連結前章。再者，基於 2008 年框架指令 新之修正橫

跨了里斯本條約之簽署，而引入包括立法類型選擇在內等變革之事實，本章後半

段將以里斯本條約對廢棄物體框架指令之影響為主，分別討論歐盟選擇以框架指

令作為管理措施的論理以及其他重要影響，以建構後續理解指令實體內容之前置

作業。 

緊接著，第四章將正式介紹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2018 年修正指令中廢棄

物體之定義，以及逐漸被廣泛應用55，既作為整套管理系統之基礎，亦足堪從廢

棄物體管理到資源管理之思潮象徵56─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這其中相關論述

當然必須包含歐洲法院對關鍵名詞所下定義之爬梳，以求建構出一套可供參考的

精準操作模型。 

後，有鑒於我國過往數次相關法案之提案 終皆未能修成正果，究竟如何

將循環經濟思維納入我國法制將是第五章的課題，也是本論文在天馬行空地揮灑

後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只希冀在參考完歐盟諸般先進且成功的規範思維後，本

論文有機會對我國廢棄物體的管理法制提出一番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54  李建良，前揭註 40，頁 91。 
55  Ian Williams, Forty Years of the Waste Hierarchy, 40 WASTE MANAG. 1, 2 (2015). 
56  Id, a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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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由線性經濟至循環經濟 

面對地球資源有限之事實，人類社會為了追逐永續發展，應該（也必須）想

辦法實現較公平之共同利益─無論是世代間或同世代內之彼此57。遂有論者提出

以「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取代當代主流線性經濟（Linear Economy）

之經濟模式，希望藉此解決自古以來環境與經濟發展勢不兩立之零合爭辯。 

為在正式進入歐盟法制研究前建構起清晰之前理解，本章將從盤點當代人類

所面臨之困境出發，介紹循環經濟理論的緣起背景，並且仔細詳述當中不同面向

之概念及原則。 

第一節  線性經濟之發展及困境 

自從 1987 年挪威總理 Gro Harlem Brundtland 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中發表「我們共

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並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詞後，已過了三十個年頭，雖然精準的定義內涵在各領域間仍有爭議58，但人

類社會所面臨之環境難題除了加劇外，似乎看不見任何邁向永續的跡象。今日放

眼所及之文明及人禍，幾乎可謂成也線性經濟，敗也線性經濟。 

第一項	   	   線性經濟之工商業模式	  

線性經濟的意涵其實單看字面本身便已相當精準且直觀，就是我們今日習以

為常之食、衣、住、行、育樂等種種生活模式。從企業的角度：投入資本從大自

然中開採所需原料，並導入一定能源製造產品，以售予消費者作為終極目的；消

費者自市場取得產品後，藉著使用滿足其需求，直至該產品不再符合需求標準時，

終拋棄。儘管中間可能有些額外的小迴圈或分枝，例如：上游業者製造出的零

件並未進入消費市場、一些註記有回收符號之廢棄物體重新以某種型態流入其它

                                                
57  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p. 41 (Mar. 20, 1987), http://www.un-documents.net/our-common-future.pdf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58  CLEMENT, supra note 51,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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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等，但大體上，我們可以將線性經濟工商業模式中的物質流動狀態簡化成「開

採─加工─使用─丟棄」之流程表59。 

在自然資本無限的前提理解下，19 世紀工業革命後，線性經濟的資源使用

方式創造出爆炸成長之文明，也為人類累積出龐大之財富。巨觀來看，這波革新

並不是什麼從上到下精心設計的戲碼，而是資本家及工程師們為了解決問題，乘

著契機逐漸塑形的動態過程60，福特 T 型車（Ford Model T）的熱銷便是該時代

相當經典的例子：亨利福特以勞工階級作為自家汽車產品之目標受眾。為了打造

出讓這群目標受眾想要買、買得起且方便購買的商品，遂藉由標準化、中心化等

流水產線上前所未見之突破改良，以實現既便宜又快速且得以量產等企業獲利關

鍵目標。61 

但是，隨著全世界人口翻倍所需的時間越來越短，於此同時不斷強化的產能

及技術，加上這些年來的低密度資源使用模式，卻也迅速構成地球環境不可承受

之重62，迫使我們必須很認真地面對自然有界限，成長有極限的事實。美國經濟

學家 Kenneth Ewart Boulding 在〈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一文中，相當生動地描繪出當代社會與過往時代對於資源使用之歧異：「相較於

魯莽的、浪漫的、如同美國西部牛仔般，認為世界廣大無垠，資源取之不盡的過

往，今日，就像是太空人住在資源有限的太空船上那般，認清我們是住在一顆封

閉圓球中。63」 

第二項  線性經濟之困境 
依照全球足跡網絡（Global Footprint Network）的計算，代表著全體人類某

年度所使用之資源量超過地球一整年再生量的「地球超載日」，在 2018 年，又比

                                                
59  Robert A. Frosch, Closing the Loop on Waste Materials, in THE INDUSTRIAL GREEN GAME: 

IMPL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MANAGEMENT 37, 37 (Deanna J. Richards ed., 

1997). 
60  WILLIAM MCDONOUGH & MICHAEL BRAUNGART, CRADLE TO CRADLE: REMAKING THE WAY WE 

MAKE THINGS 18-19 (2002). 
61  Id, at 22-24. 
62  Mao, Pei, Li & Xu, supra note 10, at 17. 
63  Kenneth E. Boulding,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ESSAYS FROM THE SIXTH RFF FORUM 3, 9-12 (Henry Jarrett e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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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提早了一天64，換言之，當代生活的方式需要近兩顆地球始能滿足人類對於

資源的索求。另一方面，在物質流末端也同樣遭逢極限問題，無論是水、空氣或

大自然中任何吸收污染物和廢棄物體的場所，也漸漸反撲回人類生活65。Boulding

甚至認為人類在天然資源消耗殆盡前，就會先被無處可去的廢棄物體給淹死66。

以下按照已成為事實之現況及經科學預測之趨勢兩部分，說明持續發展線性經濟

所面臨之困境。 

第一款	   	   現況盤點	  

過去一百年，儘管由於全球人口及 GDP 快速成長以致對天然資源的需求也

大幅飆升，但靠著推陳出新的開採科技、新油礦坑之發現以及低勞動成本的源頭

供應，尤其善用成本外部化所取得的低價自然資源，仍繼續支撐全球經濟的不斷

成長67。但與此同時，也創造了當代浪費、低密度的天然資源使用模式，遂招致

了龐大且非必要的資源耗損。 

首先是從原料開採到消費使用間，發生在生產鏈上之耗損。 

以食物市場為例，依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簡稱 FAO）2011 年的統計，全世界每年從生

產端到 終家戶消費端間耗損三分之一的可食用糧食68。低收入國家由於種植、

採收、捕撈與運送等技術未臻佳境，故耗損多半發生在生產鏈前端，例如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南亞及東南亞地區，光運送過程便固定損失至少一成的海鮮69；反

                                                
64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https://www.footprintnetwork.org/our-work/earth-overshoot-day/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65  Donella Meadows, Jorgen Randers, Dennis Meadows 著，高一中譯，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

新增訂版，臉譜，2007 年，頁 165-166、170-175。 
66  Boulding, supra note 63, at 13-14. 
67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source Revolution: Meeting the world’s energy, materials, food, and 

water needs, p.21-24 (Nov. 24, 2011),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

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resource-revolution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68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Global Food Losses and 

Food Waste: Extent, Causes and Prevention, p.4 (2011),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en/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69  Id, at 8-9，當然魚類、海鮮的狀況有些特殊，因先進捕魚國家慣於天羅地網地濫捕後大量拋

棄，故數據上捕撈階段的損失亦佔有相當大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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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高收入國家則是在消費者端發生更多的拋棄，肉類尤其明顯70，且人均拋

棄量更是低收入國家的十倍之多71，但若就總量觀之，已開發國家無論在那一個

階段都拋棄了更多的食物72。如此耗損食物的結果，與直接把灌溉用的淡水、成

長消耗的土壤營養、飼養耗費的草料以及所有下述即將提及正在面臨匱乏之自然

資源丟棄無異73，就更別提此處數據還尚未計入生產過程中早已排放之溫室氣體

74。 

再來是產品廢棄後所產生之耗損。 

對於絕大多數投入生產鏈的原料，能在第一次使用後透過回收系統重新進入

製程的比率相當低。依照聯合國環境署統計，60 種金屬中只有金、銀、銅等被大

量使用且較為高價的 18 種金屬回收率有達到 50％以上，3 種金屬回收率在 25％

～50％及 10％～25％之間，剩下的元素可能因為在精密機械中使用的量相當少

或是低廉的市場價值，以至於幾乎沒有業者在回收75，甚至有學者將此存在於廢

棄產品中潛在的巨大存量以「都市礦業」稱之76。值得注意的是，資源耗損的現

象在某些產業特別明顯，例如建築業。以美國為例，依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簡稱 EPA）2009 年的統計，美國每年產出約

1 億 6 千萬噸的建築廢棄物，約佔全部固體廢棄物的四分之一，當中卻只有水泥、

瀝青、金屬和木材等約 20％～30％的建築廢棄物有進入回收系統77。 

                                                
70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pra note 68, at 8，這個數值在歐洲甚

至接近所有廢棄肉品的一半。 
71  Id, at 4-5. 
72  Effle Papargyropoulou & Rodrigo Lozano & Julla Steinberger & Nlgel G. Wright & Zaini B. Ujang, 

The Food Waste Hierarchy as a Framework for the Management of Food Surplus and Food Waste, 

76 JCLP 106, 108 (2014). 
73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pra note 68, at v;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Towards the Circular Economy: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sumer Goods 

Sector, p.19-20 (Jan. 25, 2013),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74  Papargyropoulou & Lozano & Steinberger & Wright & Ujang, supra note 72, at 109. 
75  UNEP, Reprots and Data, Recycling Rates of Metals: A Status Report, p.18-19 (May. 2011), 

http://www.resourcepanel.org/reports/recycling-rates-metals. 
76  UNEP, Reprots and Data, Assessing Mineral Resources in Society: Metal Stocks & Recycling Rates, 

p.8 (2011), http://www.resourcepanel.org/reports/recycling-rates-metals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77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rchives, Building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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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 終處置階段也就意味著當初投入且剩餘的能源大量消逝。 

從原料採集開始，企業在生產鏈上所有環節投入成本，其中當然包括著大量

的能源。一旦走到線性經濟末端的 終處置階段，採取焚燒措施，若焚化爐配有

廢熱回收裝置，也許還得以換回些許能源，但仍無法避免轉換過程中大量的散逸；

若採取掩埋措施，則等同將當初投入且剩餘的能源通通棄之敝屣。 

後是對於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的侵蝕。 

依照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定義，生態

系統服務是指「人類從生態系統獲得的效益（benefits）。」78這裏所提到的效益除

了如海鮮、木材、有機燃料等實體物品的產出外，也包括著如淨化空氣、吸收儲

存水、植物授粉等維持生存的動態機能79。這些自然系統及其組成物種間普遍、

複雜但難以察覺的運作是地球經過數十億年進化出的機制，人類根本不具備替代

這些機制的知識或能力80。 

過去 60 年，我們改變生態系統的速度及程度遠遠超越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

期，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粗略約 60％的生態系統服務正在遭受非永續性的嚴重

侵蝕。單就 為世人熟悉的物種滅絕為例，人類正在以 1000 倍於地球正常速度

的規模消滅這顆星球上的生物物種81，而生物多樣性的損耗基本上是一個不可逆

的事實82。此些改變雖然不易量化，但科學家依現有證據確信生態系統服務的耗

損情形還在漸趨嚴重83。 

第二款	   	   發展趨勢中之不利條件	  

上述低密度資源使用模式所帶來的問題從原料價格的不斷攀升以及供給不

穩定兩方面痛擊了經濟發展。西元 2000 年前後，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崛起，

                                                
Environment: A Statistical Summary, p.6 (Apr. 22, 2009), https://archive.epa.gov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78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V 

(2005). 
79  GRETCHEN C. DAILY, 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 3-4 

(1997). 
80  Id, at 5. 
81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supra note 78, at 4-5. 
82  DAILY, supra note 79, at 16-17. 
83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supra note 78, a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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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基礎設施、更高的消費需求，同時間由於地質方面的問題及攀升的開採成

本，各式資源的價格開始水漲船高84。換個角度觀察，隨著總體需求逼近供給的

極限，市場對於短期內突然增加需求的彈性越來越差，幾乎無法快速應對意料之

外的需求。有論者甚至認為這趨勢會因為各種自然資源的邊際成本因漸漸稀缺而

不斷爬升，將從短期的波動變成長期的問題85。企業必須投入更多成本以獲取所

需原料並進行避險規劃，這些費用不只是直接成本，更同時是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代價也許是研發、企劃或是其他擁有潛在盈利的機會86。這

些指標在在暗示著，關於資源 糟糕的未來尚未到來87。 

第一目  人口的發展趨勢 

依據聯合國統計，直至 2017 年，全球人口已正式突破 75 億人。據推估，這

個數字到了 2050 年，更將暴增至逼近 100 億88。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基礎建

設，也消耗更多的資源，人類被迫探索新的來源，但這通常也代表著更難取得，

需要投資更多的基礎設施或者開發新技術以開採目標資源。以能源為例，海底油

田的開採成本會因探勘、鑽孔等因素驅使而較傳統陸上油田大幅提高89。 

另外，在一些目前發展已瀕臨極限的資源上，供不應求幾乎是未來逃不掉的

命運。以水為例，各地水庫嚴重淤積、許多淡水河在乾季甚至成為斷頭河、地下

水的抽取遠超過補注量，偏偏受限於可用淡水強烈的屬地性，缺水國家很難透過

交易取得外部的多於用水90，要透過非傳統方式汲水所費不貲91。若把視線移至

                                                
84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Our Research, Resource Revolution: Tracking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p. 5 (Sep. 2013), https://www.mckinsey.com/mgi/our-research/natural-resources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85 Id, at 5-6. 
86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Towards the Circular Economy: Economic and Business 

Rationale for an Accelerated Transition, p. 18 (Jan. 25, 2012),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87  Id, at 18. 
88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Publications), World Population 2017, p. 1-2 

(2017), 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7_Wallchart.pdf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89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supra note 67, at 43-46. 
90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supra note 67, at 47. 
91  Donella Meadows 等著，高一中譯，前揭註 65，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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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用地，原有的沃土在不適當的商業耕作下導致土壤養分流失、鹽分積存，進一

步使現有可耕地面積大幅縮減92。 

更何況，目前全世界資源的配置並非處於一公平的均衡，仍有數十億的人們

在欠缺清水、食物或電力的角落竭力掙扎93，更何況這些地方的婦女人均生育率

又特別高。在計算未來天然資源的總體需求量時，勢必也要將這些事實上遭忽略

之需求一併列入考量。 

第二目  全球市場及資源的連動 

網路、交通等科技革新整合了全球的金融和物流市場。在臺灣，可以買到日

本原裝製造的冷氣壓縮機，可以吃到巴塔哥尼亞草原的牛肉。透過比較利益的分

工，世界頓時成為一個偌大的市場。但這種我生產鏈中有你，你生產鏈中有我的

工作分配，彼此間的連動變得更為敏感。這一點在自然資源的供需市場也一樣。 

不同地方因為地質、地理關係蘊藏著不一樣的天然資源。偏偏許多天然資源

的供應常常受制於不穩定的政治情勢，就如同 1970 年代石油危機對全世界的經

濟影響。依據統計，全世界 19％的瓦斯蘊藏、37％的汽油蘊藏、49％的銅金屬開

採新計畫、80％新的可耕地位於高度政治風險的地理位置94。另外，各國間關於

反傾銷、補助或貿易壁壘等政策決定也都可能觸發價格的上漲以及不穩定95。 

第三目  氣候變遷 

隨著全球氣候越發極端，許多資源的取得也將越發困難。 

以水為例，許多地方的生活依賴著高山融雪及冰川的穩定融水，尤其在面臨

乾旱或是乾季的末期時。但全世界冰川後退的速度越退越快96，等到融完的那天，

這些依賴雪水的生活方式將面臨絕境。加上愈發不可預測的氣候，用水的供給勢

必難以穩定。到了 2030 年，全世界將產生高達 40％的用水赤字97。 
                                                
92  Donella Meadows 等著，高一中譯，前揭註 65，頁 110-111。 
93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supra note 67, at 57. 
94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supra note 67, at 64-65. 
95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supra note 86, at 19. 
96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50-51 (Dec. 2012), https://www.epa.gov/climate-indicators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97 McKinsey & Company, McKinsey on Sustainability & Resource Productivity, Number 1, p. 76-78 

(2012),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mckinse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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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提到氣候變遷，就必須另外將維持或改善現狀的應對措施考慮進去。為

了將大氣二氧化碳之濃度控制在科學家警告的 450ppm 以下，全球必須將年均碳

排放從目前的 480 億噸減至 350 億噸。面對如此目標，企業在能源的取得以及整

個產線使用能源的方式上，勢必應做出相當幅度的改變98。 

面對上述如此龐大的系統性問題，孤軍奮戰創造的利益極其有限。即使在現

有經濟模式中的每一個環節盡力提高效率、減少資源無意義的散逸，也只能延緩

極限到來的那天，但依舊無可避免。因為問題就出在這個經濟模式的架構本身。 

為了兼顧環境及經濟社會成長的永續發展，將線性經濟那開放式的線段頭尾

相連而形成一無限循環的封閉迴圈99，目標將所有流入經濟社會系統中之資源與

能量鎖住不逸散，降低人類行為對於環境影響100的「循環經濟模式」，遂趁勢風

生水起。 

第二節  具有不同面向之循環經濟 

儘管無法尋覓出循環經濟模式此一觀點橫空出世之確切日期及其濫觴，但至

少可以觀察到它在部分產、學專家的努力下於 1970 年代後段增添了相當巨大的

動能101。本文以下將從在全世界力推循環經濟的 Ellen Macarthur 基金會報告以及

其他單位出版品等文獻堆中，整理當中所列舉之重要觀點，嘗試從工業設計及重

塑商業模式的角度，充實循環經濟這個大概念下不同面向之內涵。 

第一項	   	   概說	  

「沒有廢棄物體，只有錯置的資源。」102 

秉持這樣的核心信念，也許是大量使用再生能源，也許是 小化、追蹤及終

止有毒化學物質的使用，又或許是透過重新設計開採、製造、經銷、消費等流程

                                                
sustainability-and-resource-productivity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98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supra note 67, at 112-115. 
99 Walter R. Stahel, The Functional Economy: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GREEN GAME: IMPL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MANAGEMENT 91, 92 (Deanna J. 

Richards ed., 1997). 
100 Mao, Pei, Li & Xu, supra note 10, at 152. 
101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supra note 86, at 26. 
102 黃育徵，循環經濟，天下出版社，2017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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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使用階段）中各式物質的流動系統，並盤點可能提供原料的上游以及可能

需要從己身所出之廢棄物體或副產品的下游，以產業間的互利共生103效法幾十億

年來整個地球生態圈系統資源利用生生不息的循環思維─動、植物與所處的整個

環境依賴彼此及彼此產出之廢棄物體104─盡可能使所有物質都在封閉迴圈中得

到適當、合理且持久的使用。如此作為，不只得以終止廢棄物體之快速生成，同

時亦放眼於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及各式自然資源之耗損105。 

當然，追求物盡其用仍絕對以安全為前提，尤其應注意再使用、回收等循環

利用措施是否會對環境、健康造成比起 終處置系爭物質所生負面影響更大之危

害。這樣的權衡標準特別有賴包括製造商、廢棄物體處理業者在內等市場上各環

節行為者精準掌握各式商品所含化學物質與添加物（並盡早做好分流106），可能

只是有刺鼻味道的，或是更嚴重含有毒性化學物質而有危害的，也有可能是當代

才受管制，但業界早已用於製程中的等情形，畢竟擁有相關資料及數據才有安全

展開後續處置之可能性。是故妥善且與廢棄物體治理彼此協調的化學物質管理在

某個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循環經濟系統的運作核心107。 

                                                
103 Mao, Pei, Li & Xu, supra note 10, at 158-159, 84;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Towards the Circular Economy: Accelerating the Scale-up across Global Supply Chains, p. 30 (Jan. 

24, 2014),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104 Frosch, supra note 59, at 38. 
105 Christian Fischer,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EU Waste Policy, 13 J. MATER CYCLES 

WASTE MANAG 2, 7-8 (2011). 
106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Health, Welfare and Sport, The 

Netherlands), Waste Handling and REACH－Recycling of Materials Containing SVHCs: Daily 

Practice Challenges 9 (2016). 
107 Thomas J. de Römph, Pressing Forward-Developments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in EU Environmental Law, in LEGAL ASP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RIZONTAL AND SECTORIAL POLICY ISSUES 511, 522-524 (Volker Mauerhofer ed., 

2016);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package: options to address the interface between chemical, product and waste legislation, 

COM/2018/032 final, 16.1.2018, p. 1-2;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https://newsletter.echa.europa.eu/home/-/newsletter/entry/chemicals-are-at-the-core-of-the-circular-

economy-and-europe-s-future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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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仿生學與循環經濟設計 
若將至今地球的歷史等比例地濃縮成 24 小時，智人的誕生大概才是午夜前

15 分鐘的事情，而有歷史記載的人類文明甚至僅存在 60 秒鐘，就更別提近代的

高科技產業發展了。換言之，早在遭逢今日之局面前，許多物種便已在不濫用化

石燃料、污染星球或是遺害未來發展的條件下學會乘風飛行、生活在深海及高山、

善用太陽的能量以及其他許多人類汲汲營營想要實現的成就108。從這樣的觀點出

發，還有什麼比週遭一切萬物更適合作為人類社會急欲尋覓之解答？ 

相較於古早勵志故事中朗朗上口的人定勝天，仿生學反其道而行，強調人類

社會應謙卑地以大自然為師，盡全力觀察、模仿萬物的生存機制，因為這些經驗

不只有用，更歷久彌新。經過 38 億年不斷的天擇，失敗物種一個接一個倒下成

了腳下深埋地底的化石，留下來的往往不是同時期 強壯卻是 適應環境變化的

生物109。如今放眼所及周遭的一切皆是摧毀、創造後的經驗積累，也無疑是生存

下去的寶典110。 

美國仿生學界首屈一指的專家及倡議者 Janine Benyus 認為針對當代文明困

境的解方並非不存在，只是我們一直往錯誤的方向努力111。記住這點，將自然視

為範例（Nature as model），透過不同物種生物學家與各式科技工程師間之協力

研究自然的設計、運作及物種間有意無意的合作後，模仿或是從中獲得靈感、啟

發以解決遭遇到的問題112。從一些這社會雖尚未實現卻似乎老生常談的觀念，例

如將廢棄物體用作資源、多樣化及促進物種間之合作113、追求 佳化而非 大化

114、在地生產消費115等；到具體的發明成果，例如，研究植物葉子達成超高能源

轉換的構造以開發太陽能電池116、觀察鯨魚溝通之過程改良船艦裝設之聲納系統

                                                
108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11-12. 
109 Nicolas Buttin & Brieuc Saffré 著，陳郁雯譯，啟動循環經濟－自然與經濟的共存之道，南方

家園文化，2018 年，頁 58-59。 
110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12-13. 
111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24. 
112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414. 
113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368-369. 
114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375-376. 
115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393-394. 
116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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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萊特兄弟從禿鷹的飛行習得阻力與昇力間之區別118等。並以自然作為衡量標

準（Nature as measure），演化的結果，大自然深知什麼有用、什麼適合、什麼

持久，人們應該以此作為行為正確與否的判準。仿生學關注的是人類可以從大自

然這導師（Nature as mentor）身上學到什麼─從用什麼農法餵飽自己到如何打

造好用的工業產品─而不再只狹隘地聚焦在我們可以榨取什麼資源119。 

第三項  搖籃到搖籃的物質循環 
除了模仿個別生物的身體機制，見樹見林，38 億年來的演化也同時形塑出

一平衡的環境。德國化學家 Michael Braungart 及美國建築師 William McDonough

從質問當代產業的設計開始，認為人類文明若要持續成長，就必須徹底揚棄工業

革命後用對的方式追求搖籃到墳墓此一錯誤目標的進程；反之，應從源頭設計開

始，積極地模仿、學習自然生態系那毫無廢棄物的新陳代謝，打造一個只做對的

事的搖籃到搖籃思維（Cradle to Cradle）。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令人失望地沒有達成任何具有拘束力的共識；但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在

期間發布的報告中，建議企業若目標是長期的穩定成長及競爭力，那就必須將生

態效益（Eco-efficiency）120納入決策分析的衡量中121。此番建議產生之結果遠遠

超出協會的預期，考慮到以少生多在財務面代表著較少的成本、更多的利潤，企

業大規模地採納此一想法122。看起來生態效益真的可以為環境帶來些好處。 

但，它真的可以嗎？ 

生態效益說穿了，其實就只是在製造出諸般待解危機的舊系統中，少做一點

                                                
117 Buttin & Saffré 著，陳郁雯譯，前揭註 109，頁 62。 
118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19. 
119 BENYUS, supra note 13, at 8. 
120 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係指企業在提供具有競爭力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人類需求的同時，

須在商品和服務的整個生命週期內將其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及天然資源的耗用降低到地球能負

荷的程度。意即希冀以較少資源創造出較少廢棄物、污染以及更多商品。Guiming Wang & 

Raymond Côté, Integrating eco-efficiency and eco-effectiveness into the design of sustainable 

industrial systems in China, 18:1 INT J SUST DEV WORLD. 65, 65-66 (2011). 
121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51-52. 
122 Wang & Côté, supra note 120, at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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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事123。如此改善程度就遠程目標而言，是無法解決問題的。以生態效益中 常

被提及的「3R」（reduce, reuse, recycle）（減量、再使用、回收）為例，減量措施

只能減緩資源耗竭及環境崩潰的速度，卻不可能做到徹底終止，更何況許多有害

物質即使微量也絕對足以致命124。各種回收措施則因多數物品在設計之初並未想

像到使用完後存有再利用的可能或回收之需求，故多數回收措施只能以降級回收

（Downcycling）為終局結果。此般操作，喪失原料的價值不說，更常常為了提高

或穩定回收材料之品質而須額外添加大量的添加物，造成生物圈更嚴重的污染125。 

追求少做一點壞事，代表人類坦承這些糟透的設計、帶來無盡破壞的系統是

我們竭盡全力後所能達到的極限，但這正是生態效益 大的問題：欠缺想像力126。

少一點壞事，仍舊無法改變壞的本質。效率本身不是問題，錯的是在面對不正確

的方向時有效率地前進127。 

相較於生態效益嘗試在產生問題的舊系統內把事情做對，Braungart 及

McDonough 提出講求與生態圈互動的生態效能（Eco-effectiveness）作為是否係

做正確事情的判準128。自然中沒有任何物種將自己獨立於生態圈之外，萬物依賴

彼此行為以及行為所致之副作用。我們不會指責結實累累的櫻桃樹，說其花朵、

果實的落地是沒有效率的行為，因為這些物質會成為其他微生物、昆蟲、植物，

以及己身所從出土壤的養分。即使族群數量、密度甚至是足跡分佈都遠超人類的

螞蟻，其吃喝拉撒仍取自周遭、歸於周遭，就算是致命的毒液也不例外。 

擴大觀察範圍，在不同物種各自新陳代謝的機制運作下，自然中並不存在派

不上用場的廢棄物體。模仿諸般設計哲學，搖籃到搖籃亦將所有人類生產過程所

使用的材料皆視為養分，而非廢棄物體。這意味著必須從一開始就將思考建立在

廢棄物體不存在的中心思想上129，在設計之始便釐清所用原料之組成，並仔細思

量所用物質在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中之應用與可能之出路130，畢竟清楚掌握到底

                                                
123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62. 
124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54-56. 
125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56-58. 
126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67. 
127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65. 
128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76. 
129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103-104. 
130 SVEN E. JØRGENSEN, JOÃO C. MARQUES & SØREN N. NIELSEN,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DOI:10.6814/NCCU2019007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27 

擁有什麼，是所有具有品質之原料回收系統的基礎131。 

其中，操作的關鍵在於嚴格劃分生物循環（Biological cycle）及工業循環

（Technical cycle）（如下圖 1），並確保兩循環中之物質不外溢、不流通、不污染

彼此132。前者係指得由空氣、土壤、水及生物代謝所構成如圖 1 左側之封閉迴圈，

若產品原料皆是生物的養分（Biological nutrient），理想情形是用完的物品直接丟

地上或透過堆肥將能夠安全地生物分解133。後者則係如圖 1 右側由無數大小不一

之封閉迴圈緊密結合之封閉迴圈，其目標乃將材料與生物循環中之物質流徹底隔

絕，保留材料之價值以促進升級回收（Upcycling）。而此封閉循環的打造著實仰

賴著以表現作為商品的表現經濟（Performance Economy）商業模式134。 

 

圖 1：生物循環／工業循環 

資料來源：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135 

 

                                                
MANAGEMENT: A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332 (2016). 

131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supra note 86, at 27. 
132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104. 
133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105. 
134 MCDONOUGH & BRAUNGART, supra note 60, at 110-112. 
135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supra note 86,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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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表現面向的循環商業模式 
面對自工業時代起與大量消耗、廢棄、居高不下的失業、舉債唇齒相依的緩

慢經濟發展，瑞士工業分析師（同時是位建築師）Walter Stahel 於 1976 年遞交歐

洲共同體的「勞力替代能源的潛力」（Potential for Substituting Manpower for Energy）

報告中提出其從企業視角切入的觀察。他認為當代產業應該透過知識經濟，追求

以較少的資源消耗換得較高福利與經濟成長，促進聚焦在商品及服務表現的功能

性服務此種商業模式，進而創造更多手工、需要特定技能的工作機會等三點新目

標，以對應的新產業模式、新量化單位以及新的思考觀念克服這些困境136。 

Stahel 首先提出「價值／單位重量」（value-per-weigh）作為衡量尺規，比較

石器時代經濟、工業經濟時代及表現經濟時代各種貨物的價值／單位重量比率，

藉此說明為何表現經濟時代，低資源投入、高經濟產值的智慧商品才是企業應全

心投入的高利潤市場。相較於石器時代的大批原料（bulk materials，如沙、水泥），

工業經濟時代的大批原料擁有稍高的價值／單位重量比率，但差距並不大。若改

與工業經濟時代投入附加高額價值生產鏈所生成之大批商品（bulk goods，如汽

車）比較，其間差距便凸顯了出來；若再進一步加與表現經濟時代廣泛應用奈米

技術、生物科技的智慧商品（smart goods，如雷射刀、筆記型電腦）比較，則此

數值更可謂滄海一粟137。 

為實現表現經濟「低資源投入高經濟產值」的目標，除了透過知識創造財富、

探索科學與技術領域、避險策略、系統策略等科學領域發展已久的系統解法外138，

引人注目的是，依照作者分析， 大化地延長耐用的大批商品使用週期亦能夠

創造出與智慧商品相同的價值／單位重量比率139。這種嶄新觀點恰好連結至

Stahel 對於表現經濟的下一層觀察，亦即業界在可行性評估中亟需被大力說服的

商業模式─機能服務經濟（Functional Service Economy）。 

作者認為表現經濟的機能服務經濟商業模式，應該設計將盈利重心從傳統販

售產品本身轉向販賣商品之表現（performance）140，故也有人稱其為機能經濟

                                                
136 WALTER R. STAHEL, THE PERFORMANCE ECONOMY 1-3 (2nd ed. 2010). 
137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9-13. 
138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14. 
139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13. 
140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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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Economy）141。簡言之，從定期更換新品改為有效率管理現有資產

142。與傳統經濟理論間 大分歧點，可說是對於品質的定義。機能服務經濟認為

品質應該在傳統技術的效率優化外再加上「時間」要素，尤其放眼長時間的度量

143，這意味著在追求 佳技術系統表現及使用表現的同時，應 小化長期間內可

能造成的潛在責任144。 

當企業改以販賣系統利用以及顧客滿意之商業模式取代移轉所有權的產品

販售，亦即藉由承擔商品及系統完整生命週期的順利運作，將風險以及用以處理

風險與廢棄物體的成本內部化時，便會觸發一連串經濟體中理性行為人的連鎖反

應，尤其是讓各經濟行為者開始集思廣益找尋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的改進契機。

例如針對化學物質、能源等會隨著一道道加工程序產生耗損的消費性商品

（consumption goods）， 小化成本及資源投入便是整合性生命週期管理

（integrated life cycle management）可能推使製造者思考的策略；但若針對催化

性商品（catalytic goods），則因系爭商品在使用中僅遭某程度污染而未受耗損，

故企業得考慮在未消耗資源的前提下，提供或使用產生利潤之整合性租借服務

（integrated rent-a-molecule service）。若是針對一些較耐用的商品（durable goods），

生命週期管理可能刺激企業設計以得定期更新、挑整的標準化零件為主的模組化

設計（modular design）等145。 

Stahel 緊接著進一步解析企業具體內部化風險及成本，履行延長表現責任

（extended performance responsibility）的方法。詳言之，產品（尤其是前述耐用

商品之類型）銷售時點的售價幾乎大部分是由無法再生的能源及原料價值組成146。

若企業可以在製造者之身分外，另行拓展管理者一角，不再汲汲營營於傳統工業

經濟縮短消費者購買新品週期的策略性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而是在整個

產品的生命週期中徹底實踐所謂大湖經濟（The Lake Economy）與迴圈經濟（The 

Loop Economy），可以是完全不涉及產品所有權移轉的合作、保養、升級等各式

                                                
141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93. 
142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181. 
143 STAHEL, supra note 99, at 95. 
144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88. 
145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87. 
146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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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措施147，也可能是透過取回機制（take-back scheme）之運作、再使用、零件

與原料回收及後續再行銷等涉及所有權移轉之行動，建立緊密相連的迴圈148以妥

善利用並盡可能延伸產品的使用壽命，除了在源頭製造耐用的產品外，透過後期

修繕勞力的小額投入繼續維持產品符合品質的使用表現，則一來不只可以盡可能

保留住原製造時所投入之各種非再生資源149，減少生產端對自然資源的迅速消耗

與拋棄端廢棄物體的驚人產量，二來消費者也可以在企業定時更新、保養的服務

下持續使用到 新的服務150，甚至不同於永遠在國際間追逐低勞動成本、仰賴政

府補助的傳統製造業，諸般維持表現的產業得以分散的形式，不分城鄉地創造出

大量需要一定技術及經驗的在地工作機會，創造出三贏的局面151。 

綜上，相對於以移轉所有權（及所有風險）的銷售時點為產品優化終點的傳

統工業經濟，機能服務經濟模式透過將盈利機制從商品移轉至商品表現乃至服務，

使利用價值取代交易價值而成市場運作核心。更加強調製造者的延長表現責任，

這展現在長期間內各式風險或成本的內部化，並在市場機制的動力下，使企業達

成在低碳排放、資源效率的市場永續發展的目標152。 

第三節  實際案例 

上述雖分別著重於不同面向，但毫無疑問扎扎實實地賞了當代產業一個清脆

響亮的巴掌，徹底顛覆過去一、二百年對於經濟發展的想像。只是如此美好的理

論藍圖在今日科技發展下真的具備實踐可能性嗎？會不會到頭來仍僅僅是充滿

未來感科幻小說的精彩題材？面對此等任務之實現，業界理論上手握所生污染之

第一手資訊，且擁有更多的機會從內部設計、選料、製程等營運層面尋求改變。

畢竟這些事務是私部門擅長的領域153，甚至可以將之視為彼此間之競爭，搶奪下

                                                
147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201-206. 
148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222-224. 
149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184. 
150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177. 
151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183. 
152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90-93. 
153 王毓正，論國家環境保護任務之私化，月旦法學雜誌，104 期，2004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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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十年、二十年業界的發球權154。本文以下挑選三間國際知名企業作為例子，

證明循環經濟各面向的理論不只是個好主意，更是門好生意。 

第一項  美國地毯商 Interface155的仿生設計 
美商 Interface 除了在原料上，盡可能透過各種回收材質取代新開採之石化

原料，以實現紗線的自給自足，並建立起強大的舊地毯回收機制外，更為人津津

樂道的是該企業設計師向大自然所習得之設計靈感。 

首先，設計師注意到森林的地面並不會因為單一落葉而影響整體視覺觀感，

遂在此靈感下設計出 Entropy®系列。不僅美學上的提升，它獨特的模式及色彩

讓它在鋪設上更為容易，也不用因折舊而將整塊地毯一併更新，只需將特定方塊

替換掉即可。這樣的設計減少了超過 90％的廢棄地毯量。 

再來，即係該企業相當著名的 TacTiles®膠片。透過模仿壁虎腳底細毛所產

生分子間作用力的運作構造，設計師開發出讓地毯底部產生吸附力的膠片，在徹

底取代掉可能散逸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之工業膠水並降低超過 90％碳足

跡的同時，更做到便於消費者清理及更新之設計156。 

第二項  荷蘭地毯商 Desso157的搖籃到搖籃思維 
地毯商 Desso 則是從使用權替代所有權的觀點切入，將原先販賣地毯的商業

模式轉向包含裝設、維修及 後拆除作業在內的出租。同時，在搖籃到搖籃的思

維下（Desso 擁有 C2C®標章的認證），Desso 回過頭來重新在設計端下功夫，希

冀做出可以在無毒、封閉迴圈中進行回收措施的地毯，從材料開始，只選用依現

行技術得以妥善處理的原料、結構方面則嘗試模組化，使其更容易拆裝。一旦與

客戶間之租賃契約到期，Desso 便依所有權取回使用後的舊地毯。拆下表面用以

                                                
154 STAHEL, supra note 99, at 177. 
155 Interface, Inc., https://www.interface.com/US/en-US/homepage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156 Interface, Inc., Stick to It, https://www.interface.com/US/en-US/about/modular-system/TacTiles-

Glue-Free-Installation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社企流，「大自然會怎麼設計地毯？」全球

大 地 毯 商 用 仿 生 學 和 循 環 經 濟 ， 要 在 五 年 內 達 到 零 廢 棄 ， 2016 年 7 月 5 日 ，

https://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0/3271/4213， 後瀏覽日：2019/6/19。 
157 McKinsey & Company, The Circular Economy: Mov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 24 (Oct. 2016),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the-circular-economy-

moving-from-theory-to-practice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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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的纖維重新造絲再重新用於新地毯的編織上；背襯材料則賣予鋪路及做屋頂

的廠商。依照 Desso 內部統計，目前在這模式的物質流中，超過 99%的廢棄材

料，尤其是金屬鐵及鈣成功回收158。另方面，也因選用無毒化學物質後，產品不

再輕易產生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使得 Desso 得以蠶食鯨吞對於密閉空間空氣品質

要求甚高的航空器市場大筆訂單159。 

當產品自始便為企業所有，材質越耐磨代表越能拉長使用年限，並且透過期

間的維修、清潔等服務得以維持更高的使用品質。使用終了後的拆卸、清除更可

交由熟悉材質的廠商為之，更別提若此些商業模式一開始就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舊有地毯將不再是垃圾而是資產─供下階段製程所用160。 

第三項  荷蘭飛利浦公司販賣照明服務161 
荷蘭皇家飛利浦電子公司（Royal Dutch Philips Electronics Ltd.， 以下簡稱

飛利浦公司）近幾年推出名為「循環照明」（Circular lighting）的新創商品，以出

售照明時數取代傳統販售電燈泡的商業模式（pay per lux）。其中 著名的例子莫

過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國際機場（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以下以其

IATA 代碼：AMS 作為簡稱）第二航廈的改建案。 

為了實踐循環經濟，AMS 趁著第二航廈之改建計畫，與飛利浦公司簽下一

紙為期 15 年的照明服務契約，包括整體設計在內，以「照明」作為商品本身，

AMS 僅為所獲得之照明提供對價，飛利浦公司則留有燈座、燈泡等照明設備之

所有權，並負起維持 AMS 第二航廈足夠的照明─設備故障，飛利浦公司需派專

人修繕、設備淘汰，也由飛利浦公司自行帶回處理。 

如此商業模式頓時改變了企業的行為，重新設計燈泡以壓低維修或更換產品

的次數、讓裝置可拆解維修以提高設備各部分的使用年限、使用便於自身回收再

利用的材料。按 AMS 的統計，pay per lux 至少減少一半的能源消耗、延長 75%

                                                
158 Desso, http://www.desso.com/news-events/news-overview/2014/11/cradle-to-cradler-carpet-

company-desso-launches-new-circular-economy-material-stream-of-up-to-20000-tonnes-of-chalk-

from-local-water-companies/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159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supra note 86, at 31. 
160 黃育徵，前揭註 102，頁 72-73。 
161 Royal Dutch Philips Electronics Ltd., http://www.lighting.philips.com/main/services/circular-

lighting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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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壽命，更別提減少自身維修、廢棄物體處置等成本162，可謂形成一個三贏

的局面。 

第四節  小結 

人類社會過去的主流見解錯了，地球是有極限的，且無數證據顯示當代從工

業革命後持續精益求精的線性經濟模式正推使人類文明快速逼近。斯洛維尼亞藉

的歐盟執委會環境委員（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Environment）Janez Potočnik

於 2011 年在肯亞舉行之第 26 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理事會全球部長環境論壇（Global Ministerial Environmental Forum）致

詞時曾說到：「人類本世紀面臨到 大的挑戰是如何在一個地球的限制內一起生

活及昌盛？對此，我們都很清楚現在的商業模式並不是答案。」163 

為了永續發展，將原先呈開放狀態的物質流打造成封閉迴圈的循環模式勢在

必行。產、官、學遂於 1970 年代以降提出了各種可行之道，百花齊放。以本章

介紹的，從源頭設計切入的仿生學與搖籃到搖籃，以及聚焦在重塑商業模式之表

現經濟三者為例，雖然無法徹底釐清學說間是否存在彼此師承之關係，卻仍可發

覺三家論點彼此間各有重疊，呈現著因果或是廣狹關係，不一而定。如此顛覆之

主張，儘管面對著複雜消費習慣中對於財產權之各式理解164，但確實在當代線性

經濟外提出了許多擲地有聲的想法。 

面對此等巨大規模公共任務的實現，本不應、也無法由國家獨挑大樑165。相

較於著重在實證法課予之國家任務的公部門，私部門的企業理論上坐擁豐富詳細

的產業資訊，且在利潤的驅使下，對於具現循環經濟理念的影響更為直接，例如

上述幾間跨國大企業的創新突破。 

                                                
162 ROYAL SCHIPHOL GROUP N.V., https://www.schiphol.nl/en/schiphol-group/page/circular-lighting-in-

departure-lounge-2/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163 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the Green Economy, http://europa.eu/rapid/press-

release_SPEECH-11-115_en.htm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164 Nicky Gregson & Mike Crang & Jennifer Laws & Tamlynn Fleetwood & Helen Holmes, Moving Up 

the Waste Hierarchy: Car Boot Sales, Reuse Exchange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sumer Culture to 

Waste Prevention, 77 RESOUR CONSERV RECY 97, 98 (2013). 
165 Williams, supra note 55, at 1；陳愛娥，行政組織法：第二講－國家角色變遷下的行政任務，月

旦法學教室，3 期，2003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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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公部門握有讓私部門更易於實踐循環經濟之工具，藉由操控蘿蔔

（例如財政工具及採購政策之操作）166與棒子（例如管制法令之制定）的排列組

合變化167，不僅透過積極之行政行為，尚包括對於利害關係者之影響168，從公益

的觀點推動較為保守、被動、落後的私部門盡快跟上政策目標，亦或是注入外部

動力予欠缺明顯經濟利潤之領域及私人對象169。 

本文研究範圍為廢棄物體之管理，意即偏重物質向的循環，基於私人企業乃

至整體社會皆需要處理面的明確指引，故以下相關公權力措施的論述也都將以此

為中心。至於法制細節上應如何導入循環經濟思維以管理物質流，便是本文之後

章節的討論主軸。 

為了抽絲剝繭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對於物質流的規範，以觀察法制先進地

區究竟是如何以歐洲聯盟環境法等抽象法規範引領整個歐洲社會具體實現循環

經濟，對於歐盟整體組織架構、各機關間之權限互動以及相關法律行為之法源依

據必須有足夠巨觀的了解，方能支撐後續細部指令內容解析時所需的背景知識。

故以下第三章將在此脈絡下，瞭解歐盟組織、法令及相關制度。 

                                                
166 STAHEL, supra note 99, at 185-186; BREARS, supra note 12, at 66-69, 71, 73-74. 
167 David C. Wilson, Stick or Carrot? : The Use of Policy Measures to Move Waste Management Up the 

Hierarchy, 14 WASTE MANAG RES 385, 389-390, 394-397 (1996) ; BREARS, supra note 12, at 76. 
168 Petra Hutner & Andrea Thorenz & Axel Tuma, Waste Prevention in Communitie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nalyzing Status Quo, Potentials, Barriers and Measures, 141 JCLP 837, 839 (2016). 
169 BREARS, supra note 12,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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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導入循環經濟的歐洲聯盟環境

政策與法制 

從 1957 年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六國於羅馬簽訂「建

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EEC）（又稱為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170，至 2007 年歐洲各國於里斯本

簽訂「修正歐洲聯盟條約及歐洲共同體成立條約之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又稱為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171，歐盟經歷了

大大小小無數條約改造，終成今日所見 28 會員國之規模172。於此同時，歐盟

環境行動綱領（Environmental Action Programme）亦一版一版地逐步帶入持續

更新的環境政策。歐盟主管廢棄物體之法令遂在此基礎上，隨著時間及觀念的

推移，持續進化。尤其是 新的 2018 年修正指令與先前 2008 年框架指令之

間，更是橫跨了影響歐盟本身運作甚深的里斯本條約。鑑於歐盟整體組織或權

限的變化、運作，對於理解與詮釋個別指令內容而言相當重要，本章以下將以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之里斯本條約為界，針對歐盟歷年環境行動綱領所彰顯

之環境意識演變進行介紹，並藉由里斯本條約對於法制之影響，完整介紹歐盟

採取「框架指令」規範廢棄物體管理之依據。 

第一節  循序漸進的歐洲聯盟環境政策 

1973 年第一次環境行動綱領發布時起，至今已正式邁入第七版。綜觀歐盟

                                                
170 European Union,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onsolidated Version), Rome Treaty, 

25 March 1957;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9c0.html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171 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igned at Lisbon, 13 December 2007, OJ C 306, 17/12/2007, p. 1-271. 
172 European Union, About the EU,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countries_en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此數字包含尚未完成脫毆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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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期間之整體環境政策的目標及重心，若以十年為單位，將可以窺見各版本間

在概念上層層推進的演變脈絡。另一方面，有鑒於環境行動綱領原則上僅係環境

政策的展現，至多作為環境立法之依據174，但具體經立法程序之行為仍有待歐盟

各種衍生法之規範。故本文將依照時序，從 1970 年代歐洲環境意識啟蒙開始，

以內容上不斷推陳出新的環境行動綱領為論述主軸，以完整觀察環境觀點是如何

成為歐盟層級實定法的重點要角。 

第一項	   	   里斯本條約前之發展	  

從戰後圍堵蘇維埃政權的政治同盟，到建立共同市場的經濟共同體，毫無疑

問，這是一個大環境充滿改變的時代。以下將以 1970 年代、1980 年代及 1990~2000

年代為討論區間。 

第一款	   	   1970 年代：環境保護思維之萌芽（第一次環

境行動綱領）	  

歷經慘烈第二次世界大戰蹂躪的歐洲大陸百廢待舉，環境議題理所當然地被

扔到拼經濟的大旗之後，近乎隱形。直到 1970 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才在巴黎高峰會（Paris Summit）中所凝聚之共識，及理

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76擴充解釋共同體經濟目標意

涵177之基礎上，首次大膽且有系統地納入環境政策，並迅速提出第一次環境行動

綱領（The First Environmental Action Programme）178。此舉可謂正式宣告環境保

                                                
174 CLEMENT, supra note 51, at 36. 
176 Treaty Establishing a Single Council and a Singl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rticle 1，早期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各有自身共同體的理事

會。為提升行政效率，在法國外交部推波助瀾下，經會員國 1965 年 4 月 8 日於比利時首都布

魯塞爾簽訂的「合併條約」方將三理事會合而為一。 
177 The First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Recital 4. 
178 Declarat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meeting in the Council of 22 November 1973 on the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on the environment (The First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OJ C 112, 20.12.1973, p. 1-53；其中第七章聚焦之議題便是廢棄物體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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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議題毫無疑問地包括在之後歐洲政治的議程當中179。 

第一目  經濟至上的過往 

為了戰後重建，也為消彌德、法間延續百年的緊張對立，法、德、義、荷、

比、盧六國儘管各懷鬼胎，卻也在彼此間 大公約數中求同存異，在舒曼計畫的

基礎上180，於 1951 年春天在巴黎簽署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181。為了在政治及軍事統合慘遭滑鐵盧

後，繼續維繫歐洲統合方向之動力，荷蘭及比利時二國領袖倡議建立一個對內免

關稅，對外同關稅的共同市場；另一方面，法國提出共同創建一個在能源短絀的

新時代供原子能研究及使用之舞台，並以此做為接受共同市場的前提。終於在

1957 年達成妥協，各國簽下了內含歐洲原能子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羅馬條約182。此種建立在經濟層面的奮鬥，

初期，在人類過往歷史上幾乎皆顧不上環境問題，此際的歐洲理所當然不會是例

外，環境議題完全被屏除在羅馬條約之外183。 

法、德等六國於 1950 年代完成三個共同體之建置，其運作建立在法國時任

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按古典現實主義所建築的「法國發動 ─> 德、

法合作 ─> 六國妥協」三階流程進行184。但戴高樂政府為了取得歐洲統合的領

導地位，避免共同體成為聯邦制度而損及自身之國家利益，並在冷戰時期成為美、

蘇二極外的另一強權，從 1965 年空椅危機（Empty Chair）185、1966 年退出北約

                                                
179 MARIA LEE, EU ENVIRONMENTAL LAW: CHALLENGES, CHANGE AND DECISION-MAKING 1 (2005). 
180 DAMIAN CHALMERS & ADAM TOMKINS, EUROPEAN UNION PUBLIC LAW: TEXT AND MATERAILS 9 

(2007). 
181 鍾志明，歐洲共同體創始階段之歷史制度分析（1950-1958），歐洲聯盟的歷史發展與理論辯

論，臺大出版中心，2011 年，頁 12-17。 
182 蘇宏達，檢視古典現實主義對戴高樂時期歐洲統合運動發展的解釋（1958-1969），歐洲聯盟

的歷史發展與理論辯論，臺大出版中心，2011 年，頁 50-53。 
183 CLEMENT, supra note 51, at 30. 
184 蘇宏達，前揭註 182，頁 71-72。 
185 Alan Dashwoo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lance, in 50 YEARS OF THE 

EUROPEAN TREATIES: LOOKING BACK AND THINKING FORWARD 1, 5-6 (Michael Dougan & Samantha 

Currie eds., 2009)；依據羅馬條約，關稅同盟自 1966 年 1 月起，將邁入統合的第三階段，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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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組織並私自與蘇聯展開和解，以及不顧他國立場兩度否決英國入會申請等舉

措，皆再再摧毀會員國彼此間的互信基礎，進而導致整個歐洲統合陷入一段為期

相當久的僵局186。除此之外，經濟共同體為解決空椅危機，迅速向戴高樂政府妥

協而達成盧森堡協議（Luxembourg Agreement）187，其中規定到在理事會遭遇涉

及會員國重大利益之議題時，應中止羅馬條約中第三階段過渡期應採條件多數決

的約定，而改為一致決。此一協議內容無疑等同賦予會員國否決權，更大大助長

了政府間主義主宰統合的力道188。 

1968 年中，法國第五共和的第二任總統龐畢度（George Pompidou）走馬上

任，立即建議召開一獨立於羅馬條約架構以外之歐洲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
189，此會議雖不受制於共同體其他機構，其會後公報亦不具法律效力，但卻可在

協商中促進與會國間之默契，進而使得會員國間之角力取代原先共同體的超國界

組織而成為實際上的 高決策機構190。在法國一改過往戴高樂政府所採取之立場

後，很快便在經濟共同體第一波擴張191產生更動運作架構的需求下，迎來擴大經

濟共同體後的第一次歐洲高峰會192。 

                                                
時部長理事會的大多數決議將從一致決改為條件多數決。但當時傾向積極統合的理事會希望

提早解決這問題，遂在強化經濟共同體對「共同農業政策」掌控的同時，又提出增加部長理

事會條件多數決之事項。一來，共同農業政策實乃法國 在乎之政策，如此修改將導致法國

失去影響力；二來，戴高樂政府一直都是政府間主義之擁護者，並不欲見到經濟共同體之擴

權。之後，戴高樂召回其部長及代表以表抗議，造成部長理事會中法國的席次自 1965 年 7 月

空閒至隔年 1 月，世稱空椅危機。 
186 蘇宏達，前揭註 182，頁 59-71。 
187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No. 3, March 1996, p. 5-71. 
188 陳欣之，從歐洲共同體到歐洲聯盟的發展（1969-1990），歐洲聯盟的歷史發展與理論辯論，

臺大出版中心，2011 年，頁 109。 
189 鄒忠科、沈娟娟、蔡裕鎮，歐洲聯盟史，五南，2011 年，頁 124-125。 
190 鄒忠科等，前揭註 189，頁 151-153。 
191 European Union, About the EU,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countries_en#tab-0-1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英國、丹麥與愛爾蘭於 1973 年 1 月 1 日加入經濟共同體；挪威有

遞交申請書，但因國內並未同意羅馬條約，故未加入。 
192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First Summit Conference of the Enlarged Community 

Conclusion of the Preparatory Work, Vol. 5, No. 10, September 1972,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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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巴黎高峰會與第一次環境行動綱領 

為了面對第一波擴展後完全不同規模的經濟共同體架構，以及十幾年來世界

局勢的此消彼長所連帶影響各會員國間消除歧見、甚至攜手合作的利害關係，更

為了在全球事務上取得足夠份量的話語權、做出充滿創造力的貢獻，各會員國首

腦於 1972 年 10 月 19 日應法國總統之邀，齊聚巴黎高峰會（1972 Paris Summit）

商討共同體的未來。 

會議中，經濟與金融相關議題毫不意外地位居討論清單之首。但有趣的是，

各國元首間對於「經濟」一詞開始出現不同過往純粹聚焦於開發、擴張的狹隘詮

釋，加入了更多非金錢層面的價值內涵，可能是非物質層面的福祉、與開發中國

家間之差異、勞動條件的改善，甚至認為歐洲精神中絕對包含保護環境的思維193。

當然，從官方文件可以看出無論是結論的數量或實質內容方面，此些價值仍與傳

統經濟與金融議題有著相當大的落差，但各國領袖確實給予環境政策更多關注。

為了改變過往不顧一切的經濟發展，同時進一步改善生活品質，巴黎高峰會要求

經濟共同體機構應在隔年 7 月 31 日前制定附有確切時程表的相關行動綱領194。 

隔年，理事會迅速公布第一次環境行動綱領（生效期間：1973 年 1 月 1 日

至 1976 年 12 月 31 日）。第一部份即強調行動綱領的政策目標在於提升生活條

件以及在環境保護間取得平衡195。為了實現此種經過內涵調整的經濟發展，除了

污染防治的源頭管理、資源有限、污染者負責及所有計畫及決策過程皆應盡早將

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納入考量等原則外，理事會也強調一個成功的環境政策只能建

立在所有人及社會力量都有一定意識、想要保護環境的假設之上，所以相當重視

思維上的啟蒙教育，也認為各成員國相關政策必須彼此協調，甚至應該將開發中

國家的利害關係一併納入考量196。這份環境行動綱領雖然只是設定目標、確立方

向及劃定時間表的文件，而不具實質拘束力，但此些想法卻可謂成為往後歐盟各

領域政策皆應合併環境保護思維之濫觴197。  

                                                
193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192, at 16. 
194 Id, at 20. 
195 The First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Title I, Part I. 
196 The First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Title II, Part I. 
197 Ludwig Krämer, Giving a Voice to the Environment by Challenging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into Other EU Policies, in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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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之初衷便是創建一關稅同盟的共同市場198，為了使

貨物、人員、勞務及資本得以在此共同內部市場自由流通，除了消除貿易上顯而

易見的關稅壁壘外，各成員國間勢必要彌平彼此法規管制間之扞格199，而第一次

環境行動綱領從經濟共同體整體出發的觀點，恰好補上各國間在環境政策領域齊

一過程中所欠缺的共同指導原則，此緣由也正是理事會 1975 年發布初版廢棄物

體指令200的主要動機201。 

即使此際許多會員國推動廢棄物體相關立法的主要推力來自共同市場政策

所在意的產品安全及健康因素202，但來自環境保護的顧慮，自此確實逐漸開始有

取而代之成為各國管理廢棄物體主要發展動力的態勢203。 

第二款	   	   1980 年代：環境整合觀點原則登場（第三次

環境行動綱領）	  

1980 年代對於共同體環境發展之重要性，來自承先啟後。當意識到經濟發

展不應限於純粹全然的經濟，而應兼顧更多非經濟層面之價值後，下一步便是在

各領域中之具體實踐。理事會在第三次環境行動綱領204中對此目標所提出之想法，

為經濟共同體往後各領域之決策定調了行為準則。各會員國在 1987 年單一歐洲

法（Single European Act，以下簡稱為 SEA）205針對歐洲基礎條約增訂環境專章

之修正，亦彰顯著經濟共同體目標內涵的轉變。 

                                                
ENVIRONMENTAL LAW AND GOVERNANCE 83, 86 (Suzanne Kingston ed., 2013). 

198 鄒忠科等，前揭註 189，頁 80-81。 
199 李建良，前揭註 40，頁 89-90。 
200 Council Directive 75/442/EEC of 15 July 1975 on waste, OJ L 194, 25.7.1975, p. 39-41. 
201 Directive 75/442/EEC, Recital 1. 
202 Richard Hughes, The EU Circular Economy Package-Life Cycle Thinking To Life Cycle Law?, 61 

PROCEDIA CIRP 10, 10 (2017). 
203 Wilson, supra note 22, at 199-200. 
204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meeting within the Council, of 7 

February 1983 on the contin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European Community policy and action 

programme on the environment (1982 to 1986), OJ C 46, 17.2.1983, p. 1-16. 
205 Single European Act, OJ L 169, 29.6.1987,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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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第三次環境行動綱領提出環境整合觀點原則 

理事會於 1982 年公布了主要關注環境政策在內部市場所應扮演角色的第三

次環境行動綱領（生效期間：1982 年 1 月 1 日至 1986 年 12 月 31 日），於本次

環境行動綱領中，決策者深知環境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與改善生活條件的基礎

及限制206。相較於起頭的第一版，除了繼續在資源有限及源頭減量的大原則下想

方設法並完成先前版本綱領中尚未實現的計畫外，此版以構築推動經濟共同體的

整體框架取代先前各種措施的單點條列形式207，思考密度從單純的點、線升級至

面，更加緊密地連結與經濟共同體環境政策間之關聯。 

為了在效力上強化所有預防性質之環境政策及措施，環境行動綱領要求經濟

共同體應該嘗試在不同經濟行為的計畫及發展中，納入前述足以完整經濟及社會

發展意義的環境觀點，尤其是農、林、漁、牧、能源、工業、交通以及觀光事業

208。而這也是「經濟領域中各政策行為皆應合併環境觀點」此一影響深遠的關鍵

指導原則（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以下簡稱環境整合觀點原則）

在歐洲聯盟層級相關正式文件的初登場209。在這之後不久，理事會公布了一套被

評 價 為 初 步 實 踐 此 一 指 導 原 則 之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指 令 （ Council Directive 

85/337/EEC）210。但客觀來說，這個時期環境影響評估的方法論還未發展成熟211，

相關環境立法亦多被侷限在採取針對特定介質（例：水、空氣、海洋、噪音等）

的傳統垂直管制措施中212。 

                                                
206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204, at 3. 
207 CLEMENT, supra note 51, at 37. 
208 Council, supra note 204, at 5. 
209 Owen McIntyre, 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to Other EU 

Policies, in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LAW AND GOVERNANCE 125, 126 

(Suzanne Kingston ed., 2013). 
210 Council Directive 85/337/EEC of 27 June 1985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ublic and 

private projects on the environment, OJ L 175, 5.7.1985, P. 40－48. 
211 MICHAEL Z. HAUSCHILD & RALPH K. ROESNBAUM & STIG I. OLSEN EDS., LIFE CYCLE ASSESS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18-21 (2018). 
212 McIntyre, supra note 209, at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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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正式出現環境專章 

歐洲藉由經貿議題作為整合的突破口，於羅馬條約簽署後，卻因貨幣整合失

敗以及一連串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統合進度陷入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僵局。隨著

太平洋東西岸美、日二國在經歷二次石油危機後的快速復甦，更加凸顯單打獨鬥、

各自為政的歐洲各國有多微不足道。經濟共同體機構及跨國企業遂在此存亡危機

之時各自展開鼓吹建立單一市場的遊說213。1985 年元月，法國財政部長狄洛

（Jacques Delors）接任歐洲經濟共同體執委會主席，他相當清楚當時各國共識僅

止於全力支持內部市場自由化，是故迅速斷捨離，決定集中資源採取主動態勢。

執委會先是發布「完成內部市場白皮書」（White Paper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l market），提出超過 300 項事關消除實體性、技術性及財政性障礙在內之

法令修改案，並預設 1992 年作為完成內部市場的預定期限，很快的便在六月米

蘭高峰會中獲得與會國家一致同意。雖然在機構改革的路線選擇上南轅北轍，但

經熟稔議事規則的時任會議輪值主席介入以及狄洛的遊說安撫下，成功偷渡建立

內部市場此共識目標與機構改革間神聖不可分割的連帶關係214。幾經折衝，終於

產出一分日後在 12 月盧森堡高峰會中通過的 SEA。 

儘管除了建立單一市場的 1992 年時限215外，經濟共同體機構對於建立歐盟

之建議依舊狗吠火車，但此次對於羅馬條約之重大修正還是灌入了不少超國家的

精神。在組織架構方面，單一歐洲法在理事會關乎內部市場一致化之決策引進條

件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以提升效能、透過合作立法程序（legislative 

co-operation procedure）賦予歐洲議會原有諮詢以外更多參與立法的權力，並強

化外交事務上的協調合作216。價值方面，SEA 首先要求經濟共同體及會員國皆應

追求旨在促進經濟、社會融合的行動，尤其前者更要想辦法搭配歐洲社會基金

（European Social Fund，ESF）、歐洲農業指導暨保證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EAGGF）以及歐洲區域發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213 陳欣之，前揭註 188，頁 116-117。 
214 鄒忠科等，前揭註 189，頁 204-211。 
215 Single European Act, Article 13. 
216 JEAN-CLAUDE PIRIS, THE LISBON TREATY: A LEG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8 (2010)；陳欣之，

前揭註 188，頁 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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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Fund，ERDF）的妥善運用縮小各地區間之差異217。 

接下來，在較重視環境保護議題的德國、丹麥堅持下，單一歐洲法開天闢地

般地在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七章加入環境專章218。專章當中，從行動目標、政

策指導原則、行動參考指標、審議程序規則到共同體與成員國間有關立法權限之

分配，自第 130r 條至第 130t 條共計 3 個條文，除了重申第一次環境行動綱領強

調之源頭治理，並在第 130r 條第 2 項後段清楚規定前述第三次環境行動綱領所

希冀之環境整合觀點原則：「環境保護必要性應是共同體任何政策的一個組成要

件。」219 

當然，此版本之環境整合觀點原則跟今日相比尚不完整，帶來的實際效果也

不顯著，但卻瑕不掩瑜其往後象徵的非凡意義。相關規定不僅代表環境保護此任

務正式成為經濟共同體之目標220；將環境整合觀點原則提升至具有實質拘束力的

基礎法位階，更同時意味著經濟共同體機構首次獲得保護環境的立法授權221。 

第三款	   	   1990－2000 年代：以永續為目標（第五次環

境行動綱領）	  

整個歐洲的國際情勢在 1980 年代 後幾年中，發生了波濤洶湧的大洗牌。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及路線調整

導致一連串的傾覆，東歐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尋求獨立、柏林圍牆崩塌瓦解、東德

併入西德的統一， 後蘇聯本身更以解體告別歷史舞台。完成統一後的德國，無

論是政治或經濟力皆威脅到其他西歐盟友。法國政府認為只有建立共同貨幣，才

有機會箝制強勢的德國馬克。西歐諸國也多半意識到唯有藉由共同體的進一步深

化，才能維繫過往整合的成果，並且避免德國的東傾。就這樣，英國首相柴契爾

                                                
217 Single European Act, Article 23. 
218 鄒忠科等，前揭註 189，頁 210-214。 
219 Single European Act, Article 25, Title VII; 節錄第 130r 條第 2 項部分條文如下: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shall be a component of the Community’s other policies.」學者李建良將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譯作「環境保護必要性」，本文以下從之；參見李建良，

前揭註 40，頁 97。 
220 CLEMENT, supra note 51, at 45. 
221 McIntyre, supra note 209, at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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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眼中邪惡的法德軸心再度成為歐洲統合運動的強力內燃機222。 

另一方面，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 1987 年發表之「我們共同的未來」報

告中223，有關永續發展那深進淺出的概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

足其需要之發展」也在此時期成為國際主流的詞彙224。搭配上環境整合觀點原則

之運作，深深影響著歐盟前進的方向。 

第一目  馬斯垂克條約納入永續價值 

經過無數輪針對主權讓渡的激烈攻防，1992 年於荷蘭馬斯垂克簽署之歐洲

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TEU）225（又稱為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在原有三大共同體的基礎上另外建立起了一個由「三支柱」（Three pillars 

of the European Union）扛起的歐洲聯盟226。其中 粗壯的第一支柱，透過再修正

羅馬條約，將原本的三大共同體正式整合為歐洲共同體227，以彰顯突破經濟事務

的統合範圍。儘管在政治領域處處妥協，另一邊的經濟、財政事務卻仍舊繳出漂

亮成績單─尤其是三階段共同貨幣計畫的正式啟動228。 

如同馬斯垂克條約規定，建立共同市場及經濟暨貨幣聯盟的目的在於促進共

同體內和諧、均衡的經濟發展、顧及環境的永續、排除通膨的經濟成長、經濟表

現的高度趨同、充分的就業與社會保護、不斷提升的生活品質以及各成員國的經

濟社會融合229，為實現目標，馬斯垂克條約在共同體因而擴張的權限範圍內加了

許多新政策230，透過共同立法程序（legislative co-decision procedure），歐洲議會

因此取得更廣泛的立法權231，但同時也設下只有在各會員國無法充分實現政策目

                                                
222 鄒忠科等，前揭註 189，頁 236-239。 
223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頁 15。 
224 LEE, supra note 179, at 25-26. 
225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J C 191, 29.7.1992, p.1-112. 
226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A, B，三支柱分別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 

EC）、「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以及「司法和內

政事務合作」（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JHA）。 
227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G(1). 
228 陳欣之，前揭註 188，頁 133。 
229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G(2). 
230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G(3). 
231 陳欣之，前揭註 188，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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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且面對相同目標共同體能夠做得更好時，歐洲共同體才得以在必要範圍內介

入的輔助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232。 

這次的條約修正，首次將「永續」納入所追求之目標清單，而經馬斯垂克條

約修正之歐洲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233（以下

簡稱歐體條約）在環境政策方面234，一方面在高水準環境保護前提下，將第 130r

條第 2 項用字修改成較原則性之形式，並且透過要求「共同體應在本身政策之定

義及實施中納入環境保護思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the defi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Community policies.）237此

判斷標準，強化環境整合觀點原則之重要性238。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同條項

第二段中強調，環境保護不再只是依附於經濟發展思維底下的子命題239，而是與

內部市場、共同商業政策、共同農業政策、共同運輸政策或是所有經濟社會融合

政策同等關鍵之重要目標240。 

同時，這是一個身處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狂潮中的十年。1990 年 7 月，

會員國政府首領在都柏林舉行的會議中，要求理事會應在永續發展的基礎上，提

出下一版環境行動綱領。1992 年 6 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署的

里約宣言（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及 21 世紀議程

（Agenda 21）也以永續發展之未來為主要課題。在這之後不到兩週的醞釀，共

同體及各會員國遂在里斯本舉行之 1992 歐洲高峰會（Lisbon European Summit）

上，迅速同意將致力於實行環境與發展會議所達成之結論241。 

                                                
232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G(5). 
233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onsolidated version 2002), OJ C 325, 24.12.2002, p. 

33–184. 
234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G(38). 
237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rticle 130r (2), para. 1. 
238 McIntyre, supra note 209, at 128. 
239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rticle 130r (2), para. 2: In this context, harmonization 

measures answering these requirements shall include, where appropriate, a safeguard clause allowing 

Member States to take provisional measures, for non-economic environmental reasons, subject to a 

Community inspection procedure. 
240 CLEMENT, supra note 51, at 46. 
241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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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五次環境行動綱領242（生效期間：1993 年 5 月 17 日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之文件名稱─「邁向永續」（Towards Sustainability）─所示，為了追求單

一市場更長久的發展，相較於先前版本，此次環境行動綱領設定了更長程的目標，

並且更著重全球性的相關措施。除此之外，理事會也意識到永續發展的目標不可

能僅靠共同體本身一肩扛起；反之，從共同體、地區到國家各個層級，亦或是公、

私部門皆有應肩負之責任243。在如此認知下，理事會針對能源、運輸、農業等不

同領域提出各式策略，其中有關廢棄物體之管理，更是在傳統污染源的觀點外，

另外強調其作為原料之價值244。藉由趨勢也可觀察到，自 1990 年代開始，歐洲

共同體漸漸開始導入具法律拘束力之廢棄物體處理責任，一改過往單靠行政要求

之作法245。 

第二目  永續發展價值之深化 

1997 年為了修訂馬斯垂克條約，在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

246的議約準備中247，儘管依照環境整合觀點原則，環境保護觀點本質上確實應融

入農業、交通、工業等不同經濟各論的管理措施中，但為避免各章節分別植入環

境整合觀點原則導致相同文句內容大量重複出現的拙劣立法技術248， 終決定將

環境整合觀點原則自環保專章挪移至歐體條約總論章，增列第 3c 條以符合規範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meeting within the Council of 1 February 1993 on a Community 

programme of policy and 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 European Community programme of policy and 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J C 138, 17.5.1993, p. 1. 
242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 European Community programme of policy and 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J C 138, 17.5.1993, p. 5-98. 
243 Id, at 22. 
244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242, at 56-57. 
245 Fischer, supra note 105, at 3. 
246 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 OJ C 340, 10.11.1997, p. 1-144. 
247 藍玉春，歐洲聯盟成立後的發展（1990-2000），歐洲聯盟的歷史發展與理論辯論，臺大出版

中心，2011 年，頁 158。 
248 McIntyre, supra note 209, at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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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249，並且宣示延續永續發展作為歐盟的核心價值250。 

與其將永續發展視為一個環境原則，倒不如將其所想像出之藍圖當作一個追

逐的目標，一個有益於細部政策之決定以及法律面論述的目標251。是故，除了根

本大方向的基礎法外，永續發展的想法在阿姆斯特丹條約授予環境行動綱領更進

一步規範效力之變革後253，開始注入其他層級的法律規範。例如依照第六次環境

行動綱領254（生效期間：2002 年 7 月 22 日至 2012 年 7 月 21 日）所提時程及意

見而制定之 2008 年框架指令255。 

第二項	   	   里斯本條約後之發展—導入循環經濟思維

（第七次環境行動綱領）	  

透過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之里斯本條約對於歐盟的基礎條約進行修正後，

目前歐盟二大基礎條約為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270（下

稱歐盟條約）、及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271（下稱歐盟運作條約），此二條約即為歐盟之原生法（primary 

law）272。 

                                                
249 Treaty of Amsterdam, Article 2(4): The following Article shall be inserted: 

Article 3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the defi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ity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 in particular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50 Treaty of Amsterdam, Article 1(2), (5). 
251 LEE, supra note 179, at 26. 
253 李建良，前揭註 40，頁 102。 
254 Decision No 1600/200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July 2002 laying 

down the Sixth Community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OJ L 242, 10.9.2002, p.1-15. 
255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4(2), para. 3，里斯本條約雖是在 2007 年 12 月 13 日的里斯本高

峰會議上正式簽署，但因一開始愛爾蘭便於 2008 年夏天透過公民投票否決里斯本條約，一路

延遲到隔年 10 月第二次公投；之後，在波蘭及捷克依序完成批准後，里斯本條約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正式生效。是故 2008 年框架指令中援引的準據法，自是當年運作中阿姆斯特丹條

約時期之歐洲共同體條約。 
270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J C 326, 26.10.2012, p. 13–390. 
271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C 326, 26.10.2012, 

p. 47–390. 
272 Europoean Commission, Types of EU law; https://ec.europa.eu/info/law/law-making-process/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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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歐盟環境立法方面，經過數十年循序漸進的摸索，不同領域環境立法的

依序到位及適時修法，顯著地改善了包括排放入空氣、水或土壤等介質中之污染

物數量、有毒有害物質之使用、自然保護區域面積不足等許多環境問題。即便如

此，此等努力在當代環境問題面前，仍然不夠。自然資本消逝的速度徹底危及聯

盟為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努力，即使歐盟在將經濟成長與資源使用及環境影響脫鉤

上有不錯的進展，但大部份自然資源仍被以相當不永續及無效率之方式使用著，

因此產生之廢棄物體也依舊無法妥善管理，歐洲大陸許多地方的水及空氣仍然危

害著人類健康，人們繼續暴露在有害物質下。以 2050 年理想生活藍圖作為發想

主軸而成立之第七次環境行動綱領273（生效期間：2014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遂在此挑戰下登場。 

第一款	   	   環境整合觀點原則的完整	  

隨著一次次修正，環境整合觀點原則重於預防的輪廓及其內涵也越發清楚。

直到 2007 年以組織架構、程序改革以及界定歐盟與會員國間權限分配等議題為

重心的里斯本條約274，這個原則方移至歐盟運作條約總則第 11 條：「為了促進永

續發展，聯洲聯盟所有政策及措施之定義及實施，皆應融合環境保護之要求，特

別是促進永續發展之觀點」275 

歐盟運作條約第 11 條強調兩件事：其一，無論任何政策或措施皆應給予環

境保護足夠的注意；其二，搭配上同條約第 191 條276，與歐洲聯盟條約277論述著

                                                
eu-law_en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273 Decision No 1386/2013/EU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November 2013 on 

a General Union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to 2020 ‘Living well, within the limits of our 

planet’, OJ L 354,28.12.2013, p. 171-200. 
274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204. 
275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the defi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on’s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in 

particular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76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91(2), para. 1: Union policy on the 

environment shall aim at a high level of protec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of situations in 

th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Union. It shall be based o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on the principles 

that preventive action should be taken, that environmental damage should as a priority be rectified at 

source and that the polluter should pay. 
277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3(3), para. 1: The Union shall establish an internal market. It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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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準環境保護與促進永續發展間之因果關係。簡言之，若欠缺環境保護必要的

整體思維考量就不可能達成永續發展。有趣的是，儘管條約要求聯盟應將所有目

標納入利弊權衡以達政策與行為方向的一致性278；但如此連結並不復見於其他

（例如：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8 條性別平等280、第 9 條社會議題281、第 10 條消

除歧視282或第 12 條消費者保護283）條項，不只字面上未出現，就連前述歐洲聯

盟條約第 3 條亦不認為永續發展之目標與上述任一事項有直接關聯。 

上述歐盟運作條約第 11 條有關環境整合觀點原則之條文被學者李建良稱為

「跨領域條款」。經過不斷的修正與持續發展，此條款的完整，代表歐盟即使未

在基礎條約中取得各會員國在具體事項上移轉之立法權限，在環境領域上亦不再

受限於有限制的個別授權原則（principle of conferral）286。換言之，在課予歐盟

各機關追求永續發展，並且要求在個別政策與行動中將環境保護觀點一併納入思

量之義務287的同時，歐盟也因此取得廣泛之立法權限，亦即只要特定政策或行為

措施可能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歐盟主管機關即可透過跨領域條款取得該事項之

                                                
work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urope based on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and price 

stability, a highly competitive social market economy, aiming at full employ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a high level of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It shall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 
278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7: The Union shall ensure consistency 

between its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taking all of its objectives into accoun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nferral of powers. 
280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8: In all its activities, the Union shall aim 

to eliminate inequalities, and to promot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281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Article 9: In defining and implementing its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the Union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requirements linked to the promotion of a high level of 

employment, the guarantee of adequate social protection, the fight against social exclusion, and a 

high level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health. 
282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0: In defining and implementing its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the Union shall aim to combat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 racial or ethnic 

origin, religion or belief, disability, age or sexual orientation. 
283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2: Consumer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fining and implementing other Union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286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5(2). 
287 Krämer, supra note 197, at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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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權限288。 

第二款	   	   第七次環境行動綱領主要內容	  

毋待本文，第七次環境行動綱領在名稱上即已開門見山地強調行動綱領之主

旨：‘LIVING WELL, WITHIN THE LIMITS OF OUR PLANET.’ 

為了使人類在 2050 年得以在地球的生態界限內過著有品質之生活，我們必

須將繁榮建立在沒有廢棄物體、永續地使用資源、保有豐富生態多樣性之循環經

濟上。這需要發掘環境科技之潛力，需要產業 佳可行技術的持續進步，需要加

強市場工具之操作，甚至強調環境整合觀點在不同領域政策之重要292。另外，第

七次環境行動綱領亦打算透過排列出歐盟至 2020 年前應優先處理之目標順序293，

一併處理歐盟過去所簽署所有具有法律或政治拘束力之承諾，包括終結生物多樣

性之損失以及生態系統服務之降級294，提升歐盟空氣295及所有水資源296之品質，

以產生 小負面影響之方式製造及使用化學物質297，藉由減少因廢棄物體生成、

管理而生之負面影響，及藉由遵循 2008 年框架指令中之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

減少資源使用之負面影響等目標。 

為了盡速轉型成理想中的綠色經濟模式（green economy），必須在各別領域

中導入環境與氣候政策，本次環境行動綱領更具體擬出了三項任何措施皆須遵循

之軸心目標298： 

一、保護、保育及強化聯盟之自然資本； 

二、將歐盟經濟改造成具資源效率、綠色、競爭力之低碳經濟； 

                                                
288 李建良，前揭註 40，頁 97-98。 
292 Decision 1386/2013/EU, ANNEX, para. 11. 
293 Decision 1386/2013/EU, ANNEX, para. 13;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92(3). 
294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0 April 2012 on our life insurance, our natural capital: an EU 

biodiversity strategy to 2020, OJ C 258E, 7.9.2013, p. 99-114. 
295 Decision 1600/200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22 July 2002 laying down 

the Sixth Community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OJ L 242, 10.9.2002, p.1－15. 
296 Directive 2000/60/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October 2000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field of water policy, OJ L 327, 22.12.2000, p.1－73. 
297 Decision 1600/2002/EC, Article 7. 
298 Decision 1386/2013/EU, ANNEX, para.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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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護歐盟公民遠離環境相關之壓迫以及任何對健康或福祉之風險。 

此三個目標並非與世隔離之平行宇宙，相反的，三者間彼此連接、相互影響

甚至存在某種程度之因果關係。以提升歐盟整體資源使用效率為例，一旦單位成

本原物料之產出提升，便能相對地舒緩各式自然資源消耗，這樣的發展也將對人

體健康、福祉帶來莫大的益處。 

對此，歐盟立法者另外盤點出四項關鍵要素，以支撐實現前開目標之制度架

構299：改善歐盟環境法之執法、強化環境政策所依據之科學知識及證據、創造用

以保護環境之投資與刺激，以及改善環境觀點環境領域及其他領域間之整合與同

一。儘管環境整合觀點原則早在 1997 年便具備得廣泛適用於各領域政策之法定

地位，但多年累積下來的成果依舊不足以扭轉所有負面趨勢。而第七次環境行動

綱領條列出之軸心目標需要更有效的整合、更一致且共同形成之政策，這不僅有

助於將艱困的協商盡可能提前至執行階段以前進行，甚或得以產出雙贏之結果300。 

第三款	   	   歐洲聯盟循環經濟包裹	  

歐盟經濟體內部每年喪失大量潛在的二次原料。據統計，2013 年歐盟整體

共計產生約 25 億噸廢棄物體，其中約 16 億噸完全未經再使用或回收措施而直

接消逝在物質流中，這當中可能有高達 6 億噸的可用資源，這數字所代表整體經

濟之損失可謂不言而喻。若再從管理廢棄物體之視角切入，聯盟各會員國在實踐

上亦存在相當大之落差。2011 年時有 6 個會員國掩埋少於 3％之固體廢棄物體

（municipal waste），卻有 18 個會員國掩埋超過 50％，甚至有會員國高於 90％

301。2014 年，相較於全歐盟 44％的平均回收率，馬爾他及斯洛伐克卻僅達到驚

人低的 12％，但同時有 8 個會員國掩埋了超過 70％之固體廢棄物體302。 

歐盟遂通過一系列旨在涵括所有使用階段、建立有關再使用、回收及掩埋的

                                                
299 Decision 1386/2013/EU, ANNEX, para. 55. 
300 Decision 1386/2013/EU, ANNEX, para. 85. 
301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Directive 2008/98/EC on waste, COM/2015/0595 final – 2015/0275 

(COD), p. 2. 
302 European Parliament, Circular economy package: Four legislative proposals on waste, p. 2 (2017),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7/599288/EPRS_BRI%282017%2959928

8_EN.pdf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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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目標，統稱為「2015 年循環經濟包裹」（Circular Economy Package）的行

動計畫303以及一連串相關法令之修正。這分包裹當中包括包裝及包裝廢棄物體指

令304、處理廢棄物體之掩埋管制指令305，報廢汽車指令306，（廢棄）電池與（廢

棄）蓄電池指令307，廢棄電器及電子產品指令308。2008 年框架指令作為管理廢棄

物體總論之指令，其修正當然也在當中。立法者認為，無論公、私部門如何分配

彼此間各自負責之權限，廢棄物體管理系統皆可有效地幫助實現循環經濟309。從

要求會員國徹底執行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減少廢棄物體生成、採取高品質回

收措施，到大量使用可資信賴之二次原料，無一不是依循前開第七次環境行動綱

領之軸心目標310。 

另方面，執委會於 2018 年年初提出一分 新循環經濟包裹311，旨在封閉產

品生命週期內之物質流，以安全萃取出產品、原料，乃至於廢棄物體所含 大價

值。主要目標更深入地鎖定於包括減少一次性塑膠製品在內之塑膠氾濫危機312，

                                                
303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1. 
304 Directive 94/62/EC of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20 December 1994 on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OJ L 365, 31.12.1994, p. 10-23. 
305 Council Directive 1999/31/EC of 26 April 1999 on the landfill of waste, OJ L 182, 16.7.1999, p. 1-

19. 
306 Directive 2000/5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September 2000 on end 

of life vehicles, OJ L 269, 21.10.2000, p. 34-43. 
307 Directive 2006/6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September 2006 on 

batteries and accumulators and waste batteries and accumulators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1/157/EEC, 

OJ L 266, 26.9.2006, p. 1-14. 
308 Directive 2012/19/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4 July 2012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OJ L 197, 24.7.2012, p. 38-71. 
309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7. 
310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301, at 3. 
311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economy/index_en.htm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執委會另於 2019 年 3 月 4 日提出「 終循環經濟包裹」（Final Circular 

Economy Package），鑒於此一包裹對於本文後續欲分析之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並無影

響，故以下不多所琢磨。 
31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Plastics in a Circular 

Economy, COM/2018/028 final (Jan. 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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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用何種指標監督政策落實進度與比較政策之成效313，以及檢討化學物質管理

與廢棄物體立法間之關係等議題315。尤其後者有關循環系統與化學物質管理之連

結，強烈關係到廢棄物體是否且如何安全地重回循環經濟下之物質循環系統。畢

竟物質循環 關鍵之環節便是搖籃到搖籃論者所主張的，精準分析所有進入處置

階段之產品中究竟含有何種化學元素，是否具有毒性及有害性，得否安全使用316。

這除了需要持續投入資源不斷研究，及促進相關資訊於業者間之流通外，如何妥

善處置過去使用當代方遭禁止之化學物質之廢棄物體，將是歐盟接下來的難題317。 

從這樣的發展趨勢可以發現，相較於 2008 年框架指令將管理重心置於源頭

減量，意圖闡明一系列相關名詞定義並嘗試構築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及鞏固延

長生產者責任等機制，盡可能從源頭減少須待 終處置之物質數量，2018 年之

新循環經濟包裹及後續之廢棄物體修正指令則更強調此些措施背後保留有限資

源、追求長期競爭力之目標，藉由更謹慎、更有效率、更理性的資源使用方式封

閉物質流動，不僅保存環境品質、保護人體健康，也將確保減低聯盟經濟對於進

口原物料之依賴程度。亦即前者著重廢棄物體管理（waste management），後者強

調永續的物質管理（material management）318，雖然看似一體兩面319，但後者的

想像確實更加無遠弗屆。儘管廠商、企業、消費者才是推動循環經濟齒輪之動能

來源，但歐盟毫無疑問在法令建構上有其無可取代之意義320。無論是第七次環境

行動綱領或是 2008 年框架指令的修法，皆象徵著循環經濟正式影響歐盟立法之

歷史進程。 

 

                                                
313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on a monitoring framework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SWD/2018/017 final (Jan. 16, 2018). 
315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7. 
31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314, at 1-2. 
31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314, at 4. 
318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1, 2. 
319 JØRGENSEN & MARQUES & NIELSEN, supra note 130, at 327. 
320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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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里斯本條約對歐洲聯盟法制之重大影

響 

在進一步介紹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2018 年修正指令前，因此二指令一前

一後橫跨 2009 年始生效之里斯本條約，而歐洲高峰會在汲取先前「歐洲憲法條

約」（The Constitutional Treaty）整合受挫之經驗後321，所簽署之里斯本條約對於

歐盟法制及組織權限有重大修正。是故本文即先對於里斯本條約就相關部分所生

之影響，為概略介紹。以下先從歐盟法體系中，有別於原生法之衍生法（secondary 

legislation）談起。 

第一項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88 條規定之衍生法	  

歐盟具有獨立於會員國以外的法人格327，甚至在會員國自願放棄並移轉予歐

盟之主權範圍內，亦得依據有限制之個別授權原則制定屬於歐盟自己的法律制度。

為了讓歐盟有效率地行使職權，歐盟運作條約設定了數種衍生法供歐盟機關因應

具體授權範圍以及所欲產生的法律效果選擇329。依歐盟運作條約第 288 條332就強

制拘束力以及分別適用程序之差別，可將衍生法劃分為兩組：硬法（Hard law）

與軟法（Soft law）。 

                                                
321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31-32; Finn Laursen, Overview of Institutional Choices and Beginning 

Implementation, in THE EU’S LISBON TREATY: INSTITUTIONAL CHOICES AND IMPLEMENTATION 3, 3-

4 (Finn Laursen ed., 2018). 
327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47. 
329 陳麗娟，前揭註 50，頁 63。 
332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88: To exercise the Union’s competences, the 

institutions shall adopt regulations, directives, decisions, recommendations and opinions. 

A regulation shall have general application. It shall be binding in its entirety and directly applicable 

in all Member States. 

A directive shall be binding, as to the result to be achieved, upon each Member State to which it is 

addressed, but shall leave to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the choice of form and methods 

A decision shall be binding in its entirety. A decision which specifies those to whom it is addressed 

shall be binding only on them. 

Recommendations and opinions shall have no bind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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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具強制拘束力之硬法	  

所謂硬法係指規章（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及決定（Decision），三

者皆係須經嚴謹立法程序之行為333。原則上，歐盟法案應經普通立法程序

（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由執委會提案並經歐洲議會及理事會依據歐盟

運作條約第 294 條之制定程序，共同審議並三讀通過334。 

規章具有直接適用性，用以規範一般與抽象的事實，通常適用於亟需統一規

範之領域336，例如針對化學物質管理之 REACH 規章。此種毋需轉換、批准即可

對所有會員國及人民發生效力之衍生法類型，彰顯歐盟法在各國移轉主權範圍內

之權限337。聯盟一旦決定在特定議題上採取規章進行立法，考慮到會員國進一步

訂定之細部實踐規範可能會增加原本規章中不存在之障礙，或更動原始意旨以致

破壞規章一體且同時適用之特性，是故會員國就相同事務原則上將不再享有規範

權339。 

指令對於會員國應實現之目標具有拘束力，但僅拘束會員國國家本身而不及

於人民。指令與規章不同，並不具備直接適用性，實現目標的形式及方法仍留予

各會員國主管機關自行選擇。會員國必須在時限內將指令內容按國內立法程序轉

換為具外部效力之法規，例如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2018 年修正指令便分別設定

了 2 年的轉換期間340。換言之，基礎條約對於指令的設計可謂是一種雙階立法程

序，一方面推行聯盟政策目標，另一方面亦得藉此兼顧調適會員國間現行法令制

度差別之任務。 

後關於決定，其內容全部皆有法律上拘束力341，且如同規章具備得供會員

                                                
333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89(3); PAUL CRAIG & GRÁINNE DE BÚRCA, EU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112-113 (2011). 
334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7(2);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89 (1). 
336 CHALMERS & TOMKINS, supra note 180, at 133. 
337 陳麗娟，前揭註 50，頁 64。 
339 Case C-39/72, para. 17. 
340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40(1)：會員國須在 2010 年 12 月 12 日前完成 2018 年廢棄物體

修正指令的轉換；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2(1)：會員國須在 2020 年 7 月 5 日前完成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的轉換。 
341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94，唯一例外存在於歐洲聯盟條約第 31 條第 1 項，在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上，即便歐洲高峰會或理事會以一致決通過系爭決議，該決議也將例外地不具備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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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於內國法院直接援引之直接適用性342。若進一步按照作成之特定對象存在

與否進行區分，除非該決定係針對特定對象作成，並僅拘束此特定對象之情形外，

其他未指明特定對象且多半是以會員國作為對象343之決定類型，應與上述經立法

程序之規章及指令一併先經歐洲議會議長與理事會主席簽署後，公告於歐洲聯盟

公報（Official Journal）的 L（Legislation）部分，並在其規定之日期或是公告後

20 日發生效力344。 

第二款	   	   不具強制拘束力之軟法	  

相對於硬法的類型，不具法律拘束力的軟法有建議（Recommendation）與

意見（Opinion）兩種類型。 

建議的用途近似於指導方針（Guideline），適合用於法令制定的引導347，例

如歐盟運作條約第 292 條規定理事會、執委會及特定情形下歐洲中央銀行，應對

提案提出某種作為或不作為之建議348。意見則是各委員會、機構（包括歐洲法院）

350對於發生於歐盟內以及會員國內之事件、來自理事會與執委會的諮詢351或是在

立法的法定審議程序中352所表示之看法353。有時候甚至可以在同一文件前半段先

看見主管機構對於法案的粗略意見，後半段則是具體內容如何修改的細部建議354。 

                                                
法程序之行為的性質。 

342 陳麗娟，前揭註 50，頁 69。 
343 CHALMERS & TOMKINS, supra note 180, at 133-134. 
344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97. 
347 CHALMERS & TOMKINS, supra note 180, at 138. 
348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92: The Council shall adopt recommendations. It 

shall act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in all cases where the Treaties provide that it shall adopt 

acts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Tt shall act unanimously in those areas in which unanimity 

is required for the adoption of a Union act. The Commission,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in the 

specific cases provided for in the Treaties, shall adopt recommendations. 
350 Ex.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18(11)，歐洲法院對於聯盟與其他國家或國

際組織所締結之協議所出具之意見，將構成會員國、歐洲議會、理事會或執委會是否執行協

議內容之重要依據。 
351 例如：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134(2). 
352 例如：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94(7)(c), (9). 
353 王泰銓，歐洲共同體法總論，三民，1997 年，頁 162。 
354 例如：Opinion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on th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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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二者皆因不具直接的法律拘束力而應公告於歐洲聯盟公報（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中僅代表通知效力的 C（Communication）部分355，

但並不代表建議與意見即不具任何意義。以歐盟運作條約第 121 條第 2 項356為

例，理事會應基於執委會之建議，草擬會員國與歐盟之經濟政策基本要點，且向

歐洲高峰會提出報告，並依據歐洲高峰會的結論向歐洲議會提出建議，故二者往

往因其政治上的影響力而間接地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一定的效力357。 

第二項	   	   歐洲聯盟內指令之普通立法程序	  

歐盟的立法程序在里斯本條約第 289 條規範中，存在一種普通立法程序及數

種特別立法程序（special legislative procedure）。相較於前者，後者主要適用於經

歐盟運作條約特別指定之事項，通常是典型的政府間事務，也因此會員國理所當

然地時常藉由指派之理事會代表，積極影響立法程序358。本文鑒於歐盟運作條約

對於廢棄物體管理之規範無涉特別立法程序，故本項以下撰寫僅聚焦在共同與普

通立法程序上，在此合先敘明。 

第一款	   	   里斯本條約前之共同立法程序	  

由於里斯本條約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始正式生效，導致 2008 年框架指令仍

是依據歐體條約之程序進行立法。歐體條約第 175 條第 1 項要求理事會在經濟

暨社會委員會與區域委員會完成聽證並提出意見後，應決定為達成第 19 章環境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Taking sustainable use of resources forward: a Thematic Strategy on the prevention 

and recycling of waste and on the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waste, OJ C 229, 22.9.2006, p. 1-18. 
355 陳麗娟，前揭註 50，頁 72。 
356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121(2): The Council shall, on 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formulate a draft for the board guidelines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of the Union, and shall report its findings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European Council shall, acting on the basis of the report from the Council discuss a conclusion 

on the board guidelines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of the Un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conclusion, the Council shall adopt a recommendation setting out these broad 

guidelines. The Council shall inform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 its recommendation. 
357 陳麗娟，前揭註 50，頁 65。 
358 PATTERSON & SÖDERSTEN, supra note 31, a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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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章所設目標360，共同體所應採取之措施。至於相關立法程序則按第 251 條之規

範。 

法案審查程序於執委會提交草案予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時啟動。理事會在收到

歐洲議會之意見後，以條件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y）決定是否接受此修正。若

持否定結論，理事會應確定其共同觀點，並附帶完整理由告知執委會，同時執委

會也應告知歐洲議會其所採立場。若歐洲議會在接下來為期三個月的溝通期間內

同意此共同觀點或未做為決定，則視為依照共同觀點通過法案；反之，若遭絕對

多數（absolute majority）反對，則視為未通過，並應將其針對共同意見所為之修

正內容及理由遞交理事會及執委會。 

若理事會在接下去的三個月內以條件多數決同意歐洲議會所為之變更，則視

為依照歐洲議會修正版本通過；但若執委會已先行表態不同意時，理事會則應改

以一致決決議之。另方面，若理事會在三個月後仍不同意所有變更內容，則理事

會主席應在歐洲議會議長同意下，於六星期內召集調解委員會（Conciliation 

Committee）。 

調解委員會應由理事會成員或其代表與相同數量歐洲議會之代表共同組成。

其任務係透過理事會成員或代表間之條件多數決以及歐洲議會代表多數決，達成

法案修正之協議。執委會應參與其中，並採取必要之創制以謀求歐洲議會與理事

會立場更趨同。過程中，調解委員會應提出依據歐洲議會所為修正而生成之共同

觀點。若調解委員會成功在調解委員會召集的六個星期內達成協議，歐洲議會及

理事會應於同意後六個星期內依據協議內容完成系爭法令之審議；若有一方於時

限內無法完成審議，系爭法定將視為不通過。同樣的，若調解委員會始終無法達

成 終協議，系爭法令將一樣視為不通過。 

上述經過阿姆斯特丹條約修正後之共同立法程序，確實實現理事會與歐洲議

會在歐盟立法程序上實質意義的共同立法。另一方面卻也同時造成歐洲議會的龐

                                                
360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rticle 174(1): Community policy on the environment 

shall contribute to pursuit of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 preserving,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 prudent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 promoting measures at international level to deal with regional or worldwid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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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負擔362，且歐洲議會對於理事會提出之修正意見的影響仍然有限。 

第二款	   	   里斯本條約後之普通立法程序	  

里斯本條約為了強化歐盟組織的民主正當性，由人民直選代表所組成之歐洲

議會取得了巨幅的權力擴張，包括選舉執委會主席363，與理事會共同決定年度預

算案364，並新增超過三十項應與理事會實質上共同形成之立法事項365。以上這些

組織權限的革新，確實讓歐洲議會在影響力上開始與理事會平起平坐366，但也導

致立法制度上，勢必要做出相對應的改變以因應附隨而來暴增之業務負擔367。 

首先對於立法程序的種類，里斯本條約廢止歐盟長期以來僅適用於貨幣政策

之合作立法程序368，並將前述的共同立法程序進行些許修改。例如將二讀程序中

歐洲議會對於理事會一讀程序所提修正案之投票門檻從原先絕對多數下修為過

半數同意369，而成為普通立法程序370。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普通立法程序並非

常設制度，有關其適用仍待歐盟運作條約之明確授權。 

同時，為了精簡程序，相較於過往阿姆斯特丹條約時期由歐洲議會、理事會

及執委會，三方共同藉由實務上非正式、非公開之程序加速制度「三方會談」

（trilogues），以求在一讀程序中提前透過閉門會議達成結論。里斯本條約後，歐

                                                
362 陳麗娟，阿姆斯特丹條約解讀，五南，1999 年，頁 31-33。 
363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4(1), 17(7), para. 1. 
364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314. 
365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118-119, 365-368，例如：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42, para. 1，原歐體條約第 36 條為理事會條件多數決＋諮詢歐洲議會；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43(2)，原歐體條約第 37 條第 2 項為理事會條件多數決＋諮詢歐洲議會

等。 
366 Vicky Marisse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EU Secondary Legislation: Improved Scrutiny 

Practices and Upstream Involvement for Delegated Acts and Implementing Act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TIMES OF EU CRISIS: DYNAMICS AND TRANSFORMATIONS 143, 143-144 (Olivier 

Costa ed., 2019). 
367 Rik de Ruiter & Christine Neuhold,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Lisbon Treaty 

for the EPs Legislative Role in Co-Decision, in THE EU’S LISBON TREATY: INSTITUTIONAL CHOICES 

AND IMPLEMENTATION 103, 111 (Finn Laursen ed., 2018). 
368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rticle 99(5), 102(2), 103(2), 106(2), 252. 
369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94(7). 
370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95. 

DOI:10.6814/NCCU2019007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洲議會及理事會藉由機構間協議，設法一定程度地制度化與會人員、所予權限、

適用情形等事項，並且下修理事會決議時之條件多數決門檻為雙重多數371。持續

嘗試在提升法案審查效率與兼顧歐洲議會權力來源之民主正當性間取得平衡37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里斯本條約新增了得由其他機構提案之特別立法程序以

及其他類型的立法程序，尤其後者有關「非經立法程序之行為」系統之構築，除

了彰顯歐盟漸趨成熟的法制發展373外，歐洲議會也在其中掙得一定影響力，堪稱

本次里斯本條約重要的修正亮點。2018 年修正指令在這基礎上，增添了相當多

管理規範。以下遂接著針對 2018 年修正指令大量使用授權法規及執行法規374之

修正內容，進行說明。 

第三款	   	   授權法規與執行法規	  

歐盟層級的經立法程序之行為通常只為框架的設定，也許是基於細部內容需

要大量專業官僚的考量，或是純粹只是因為歐盟需要聚焦在 頂端的大方向，在

如此脈絡下，里斯本條約在立法行為（Legal Act）中，建構出須經前述嚴謹立法

程序之「經立法程序之行為」（legislative act）375。與此相對，則係所謂的「非經

立法程序之行為」（non-legislative act）。 

顧名思義，非經立法程序之行為的形成過程不同於前者有歐洲議會的直接參

與376。其將過往單一的授權立法拆分成歐盟運作條約第 290 條授予立法權的「授

權法規」（Delegated Act），以及同條約第 291 條授予執行權的「執行法規」

                                                
371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38(3)(a)；65％聯盟總人口＋55％理事會代表; 

Ruiter & Neuhold, supra note 367, at 112. 
372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119; Ruiter & Neuhold, supra note 367, at 104-106; Justin Greenwood & 

Christilla Roederer-Rynning, Taming Trilogues: The EU’s Law-Making Proces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TIMES OF EU CRISIS: DYNAMICS AND 

TRANSFORMATIONS 121, 122-126, 134-136 (Olivier Costa ed., 2019). 
373 Marissen, supra note 366, at 144. 
374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301, at 4;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62. 
375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89(3): Legal acts adopted by legislative procedure 

shall constitute legislative acts；依此定義，所謂「經立法程序之行為」即係指規章、指令及決

定三種衍生法。 
376 EMMANUEL UGIRASHEBUJA & JOHN EUDES RUHANGISA & TOM OTTERVANGER & ARMIN CUYVERS 

EDS., EAST AFRICAN COMMUNITY LAW: INSTITUTIONAL, SUBSTANTIVE AND COMPARATIVE EU 

ASPECTS 13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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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Act）二者。同時，為了使公民得以清楚判斷此間之劃分，歐盟運

作條約第 290 條第 3 項及第 291 條第 4 項進一步要求「授權」（delegated）及「執

行」（implementing）之字樣應分別植入系爭法令名稱當中。 

雖然無論是授權法規或執行法規在主體之設定上，皆是以執委會作為主要授

權對象，但各自制衡機制卻大不相同379。其間的選擇，甚至成為傾向超國家主義

之歐洲議會及傾向政府間主義之理事會彼此角力之熱點380。2018 年修正指令也

在此全新架構下，大量援引兩種非經立法程序之行為以完備管理機制。 

第一目  授權法規 

授權法規是指透過經立法程序之行為授權執委會公布未經立法程序但具有

一般拘束效力之法規，以補充或修正經立法程序之行為中特定但非必要之點的要

素381。關於經立法程序之行為所為之授權，歐盟運作條約嚴守權力分立382，要求

立法者應在經立法程序之行為中明確規範授權之目標、內容、種類、範圍及期限，

並應劃出一定範圍的必要之點專門保留予經立法程序之行為規範383。 

雖然有學者將授權法規與執行法規二者，在體系上一併歸納入行政法規中384，

但若深究其抽象且一般的規範特性，於衍生法之授權範圍內，經歐洲議會各委員

會或秘書處代表於草擬法規之準備階段的參與，執委會自主訂定授權法規之權力

386，大抵上仍應是立法權之展現387。例如執委會在電器及電子設備禁用危險物質

指令（Directive 2011/65/EU）388的授權下390，依照當代科學及技術的發展，以授

                                                
379 Robert Schütze, ‘Delegated’ Legislation in the (new) European Union: A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74:5 MOD. L. REV. 661, 682 (2011). 
380 Marissen, supra note 366, at 146-147. 
381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90(1), para. 1. 
382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103. 
383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90(1), para. 2. 
384 PATTERSON & SÖDERSTEN, supra note 31, at 102-103. 
386 Marissen, supra note 366, at 149-152. 
387 Schütze, supra note 379, at 683-684; 蔡裕鎮，歐洲聯盟授權立法委員會（Comitology）之研究，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頁 144。 
388 Directive 2011/65/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11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OJ L 174, 1.7.2011, 

p. 88-100. 
390 Directive 2011/65/EU, Artic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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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指令（Delegated Directive）的方式，持續修正列舉在原指令附件中得免除管制

之物品清單391。 

歐盟運作條約第 290 條第 2 項新設兩種政治監督機制：其一，作為立法者的

歐洲議會及理事會皆有權撤銷原授權；其二，授權法規只有在歐洲議會及理事會

皆無反對意見時，才得以生效。無論是撤銷授權的細部條件或是立法者表示不同

意的法定期間，此兩種監督機制皆仰賴個別經立法程序之行為的明確規範。理論

上，這樣的機制落實了歐盟立法者對於行政立法權的制衡，但更實際的效用則是

藉此避免再陷入另一個漫長的普通立法程序，以加快整體立法速度393。然而，在

運作實務上，歐洲議會及理事會皆極少啟動此一權力394。 

第二目  執行法規 

相對於此，執行法規則是指當施行具有拘束力之歐盟法令而必應有同一條件

時，衍生法應移轉執行權予執委會，或在具正當理由的特別情形以及歐盟條約第

24 條與第 26 條規定之情形時，移轉予理事會395。 

訂定執行法規之任務，理論上仍是執委會固有行政權之展現，故其於法位階

的性質認定上當然低於經立法程序之行為396，而不存在如授權法規與經立法程序

之行為母法間法律位階之爭議397。儘管制度上，無論從所配備資源之功能 適觀

點，或是會員國普遍不希望聯盟行政組織過度肥大等角度出發398，具體執行歐盟

法之權限，原則上皆依非直接行政原則（the principle of indirect administration）

399分配予會員國，惟若遇上須統一執行條件之情形，則經立法程序之行為仍應授

                                                
391 COMMISSION DELEGATED DIRECTIVE (EU) …/… amending, for the purposes of adapting to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gress, Annex III to Directive 2011/65/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an exemption for lead bound in crystal glass as defined in Directive 

69/493/EEC, C/2018/7508 final, 16. 11.2018. 
393 蔡裕鎮，前揭註 387，頁 145。 
394 PATTERSON & SÖDERSTEN, supra note 31, at 103.; Marissen, supra note 366, at 148. 
395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91(2). 
396 蔡裕鎮，前揭註 387，頁 145。 
397 Schütze, supra note 379, at 684. 
398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97-98. 
399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4(3), para. 2: The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any appropriate 

measure, general or particular, to ensure fulfilment of the obligations arising out of the Treatie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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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執委會訂定執行法規之權限。例如為了施行廢電機電子設備指令（Directive 

2012/19/EU）400關於各會員國應設立製造者登記以及報告機制等規範401，執委會

在此指令要求下，以執行規章（Implementing Regulation）建立一套供各會員國使

用之登記及報告範本402，藉此減少各廠商可預見的行政負擔。 

基於歐洲聯盟條約列明的輔助原則403，會員國其實才是真正負責執行歐盟法

的一方。換言之，會員國之執行權力，性質上不再如傳統論述般是來自聯盟立法

者的授予404。里斯本條約遂一改過往歐洲議會與理事會透過授權立法委員會直接

介入的權力架構，除了相關資訊取得權外，歐盟運作條約規定歐洲議會與理事會

應透過普通立法程序，事前制定得供會員國監督執委會執行權行使狀況所用之規

章405。至於其它例如「對於執行法規草案可能已超出經立法程序之行為之執行範

圍」之意見表示，則不具強制的法律拘束效力406。如此一來，不僅貫徹執委會及

其他歐盟機構在輔助原則下扮演的角色，更彰顯著會員國才是真正控制執行權力

的一方，只是另外借助歐洲議會與理事會訂定之規章，繼續參與其中407。 

第三項	   	   歐洲聯盟與會員國之權限劃分	  

歐盟具有獨立之法人格，有其設立目標與應履行之任務，但歐盟條約及歐盟

                                                
resulting from the acts of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Union;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91(1): Member States shall adopt all measures of national law necessary to 

implement legally binding Union acts. 
400 Directive 2012/19/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4 July 2012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OJ L 197, 24.7.2012, p. 38-71. 
401 Directive 2012/19/EU, Article 16. 
402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19/290 of 19 February 2019 establishing the format 

for registration and reporting of producer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o the register, OJ 

L 48, 20.2.2019, p. 6-16. 
403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5(3). 
404 Schütze, supra note 379, at 688-689. 
405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91(3); Regulation (EU) No 182/201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February 2011 laying down the rules and general 

principles concerning mechanisms for control by Member States of the Commission’s exercise of 

implementing powers, OJ L 55,28.2.2011, p. 13-18. 
406 Regulation 182/2011, Article 11. 
407 PIRIS, supra note 216, a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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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條約皆未明文賦予其得行使之通常權限，因此歐盟必須找到供其行動之依據

408。歐盟只有在會員國自願移轉特定領域之權力時，方取得規範相關之制定權409，

至於未經移轉的部分，則仍為各會員國之權限410。換言之，在討論歐盟對於個別

領域所為之規範時，必須要先回過頭確認歐盟究竟在此取得多少權限，才有可能

深刻理解後續的立法形式選擇。 

初簽署的羅馬條約列舉了任務、機構，但未列舉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權限。

有關歐盟與會員國間權限分配的界線是經過歐洲法院以及一連串基礎條約逐漸

形成，里斯本條約則是將此些見解編入歐盟運作條約中。 

會員國所為之權限轉讓並非一概全有全無之零和遊戲。依歐盟運作條約第 2

條之規定，依照移轉比例由多到寡再分為：專屬職權（exclusive competence）、競

合職權（ shared competence）、支援、協調與補充措施的職權（ supporting, 

coordinating and supplementing competences）以及補充職權（residual competence）

四大類411。其中 重要的為專屬職權及競合職權二者。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當兩個基礎條約將特定領域之專屬

職權移轉予歐盟時，僅有歐盟得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之法令；會員國僅得在經歐

盟授權或是為了施行歐盟法令時，始得為上述行為。」意即在一些必須有一致規

範的特定領域上，會員國已將原屬於自身之權力完全移轉予歐盟，即使歐盟未採

取任何行為，會員國也不得主張自身主權進行作為。這樣的權限範圍也大致解釋

了基礎條約所列舉屬於專屬職權之事項稀少的原因。因為各會員國極不樂意在大

多數的事物領域上全然放棄自身之權力412，導致 終僅有關稅同盟、內部市場之

競爭規範、歐元區之貨幣政策、共同漁業政策中的漁業資源保育及共同貿易政策

                                                
408 Robert Schütze,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Federal Order of Competences-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in 50 YEARS OF THE EUROPEAN TREATIES: LOOKING BACK AND THINKING FORWARD 63, 64 

(Michael Dougan & Samantha Currie eds., 2009). 
409 UGIRASHEBUJA & RUHANGISA & OTTERVANGER & CUYVERS, supra note 377, at 119-120. 
410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4(1). 
411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補充職權被放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52 條，體系上與同條約第 2 條以

降有關聯盟職權之規範有所區別，是故許多文獻在介紹里斯本條約設計之聯盟職權時，往往

將其排除；例如：PIRIS, supra note 216, at 74-75; Laursen, supra note 323, at 6。但本論文為求

資料完整，仍決定將其一併羅列。 
412 UGIRASHEBUJA & RUHANGISA & OTTERVANGER & CUYVERS, supra note 377, at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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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個領域屬之413。 

競合職權則係一相對廣泛的補餘概念。顧名思義，其粗略指涉的便是基礎條

約中仍未完全移轉予歐盟，而由歐盟及會員國共享之事項（歐盟運作條約第 2 條

第 2 項）。在這樣的範圍下，規範在同條第 5 項之支援、協調與補充措施的職權

幾乎也可謂為競合職權的一種414，但其彼此間仍存有明顯的區別。競合職權如同

美國憲法上的先占理論415，會員國原則上僅得在歐盟未行使或不再行使權限的前

提條件下，方可制定具有拘束力且符合比例原則的法令416。至於在後者的情形，

歐盟僅是一輔助的角色，其行為並不會排擠或減損會員國原有權力。 

為了消弭競合職權可能因複數主管機關所遭致之潛在矛盾，另外還有兩個原

則須特別注意。首先，歐盟法永遠優先於會員國法。再來則是歐盟條約規範的忠

誠合作原則（principle of sincere cooperation）417，課予各會員國應努力實現聯盟

條約所列目標，且不應侵蝕聯盟措施有效性之義務418。 

相較於專屬職權正面列舉的清單，歐盟運作條約則是以反面論述的方式描繪

競合職權之範圍：若非專屬職權或支援、協調與補充措施的職權，就是競合職權

419。且歐盟運作條約第 4 條第 2 項條列之事項，如內部市場、社會政策、農業政

策等為例示事項420。而廢棄物體管理所屬的環境領域亦屬之。 

當然，擁有權限只是歐盟採取行動的必要條件，但非充要條件。關於是否實

行、何時實行、實行到什麼程度等問題，仍須依輔助原則及比例原則檢驗421。甚

                                                
413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3. 
414 陳麗娟，前揭註 50，頁 58-59；但因二者在概念上仍存有差異，故本論文仍將二分類進行區

分，行文間一旦提及競合職權，仍是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 條第 2 項之職權類型。 
415 Armin von Bogdandy, Jürgen Bast, The Federal Order of Competences, in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275, 290 (Armin von Bogdandy & Jürgen Bast eds., 2nd ed. 2011) 
416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2(2). 
417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4(3). 
418 UGIRASHEBUJA & RUHANGISA & OTTERVANGER & CUYVERS, supra note 377, at 128. 
419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4(1). 
420 PATTERSON & SÖDERSTEN, supra note 31, at 85;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4(2)；

節錄部分條文如下: Shared competence between the union and the Member States applies in the 

following principal areas…… 
421 UGIRASHEBUJA & RUHANGISA & OTTERVANGER & CUYVERS, supra note 377, at 130;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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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學者點出輔助原則在歐盟必須採取行動時，往往左右著其對於衍生法類型的

選擇422。 

第三節  2008 年廢棄物體框架指令與 2018 年廢

棄物體修正指令簡介 

自理事會應巴黎高峰會要求於 1973 年公布第一次環境行動綱領時起，廢棄

物體管理（制）就一直是環境領域的重要課題之一。理事會迅速公布 1975 年廢

棄物體指令（(Council) Directive 75/442/EEC）423以實踐環境行動綱領調和共同體

會員國間有關廢棄物體管理法令歧異的目標424。歷經後續數次的修正、改版，

終形成今日所見的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新的 2018 年修正指令。 

第一項	   	   規範內容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先經 1991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Council) Directive 

91/156/EEC）425修改。之後基於複雜的條文架構，為了讓歐盟普通公民也有接近

使用規範的可能，執委會著手展開一連串整理、刪除及取代等法典化工作426，也

因此產出一分在規範內容上沒有重大改變的 2006 年版的廢棄物體指令（Directive 

2006/12/EC）427。  

                                                
422 PATTERSON & SÖDERSTEN, supra note 31, at 90. 
423 Council Directive 75/442/EEC of 15 July 1975 on waste, OJ L 194, 25.7.1975, p. 39-41. 
424 Directive 75/442/EEC, Recital 5;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rticle 

100, para. 1: The Council shall, acting unanimously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issue 

directives for the approximation of such provisions laid down by law, regulation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member states as directly affect the establishment or functioning of the 

common market. 
425 Council Directive 91/156/EEC of 18 March 1991 amending Directive 75/442/EEC on waste, OJ L 

78, 26.3.1991, p. 32-37. 
42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waste (Codified version), COM/2003/0731 final－COD 2003/0283, 27.11.2003, p. 

2. 
427 Directive 2006/1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5 April 2006 on waste, OJ 

L 114, 27.4.2006, p.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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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法典化的同時，由於 2002 年第六次環境行動綱領在阿姆斯特

丹條約中取得更進一步之規範效力，執委會遂在行動綱領的要求下428，於 2005

年提出了廢棄物體減量及回收主題策略（Thematic Strategy on the Prevention and 

Recycling of Waste）429。執委會在此文件中，盤點歐盟在事關環境、社會及經濟

之廢棄物體一事上所遭遇之問題，以及公部門相對應的可行方法。除了執行面的

提升，另外一大重點便是 1991 年（2006 年）廢棄物體指令之簡化及現代化。對

此，執委會提出了包括導入生命週期的思考、闡明廢棄物體何時將不再是廢棄物

體及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中各措施之定義等觀點430。歐盟立法者遂在降低因廢

棄物體生成及管理所造成的負面環境影響以及謹慎利用自然資源等環境目標引

導下431，為了邁向「回收社會」432，修正 2006 年廢棄物體指令而產出 2008 年框

架指令433。 

作為整體廢棄物體管理之法制框架434，2008 年框架指令共計有 7 章。第一

章總論界定適用範疇、定義名詞並且訂出管理原則。第二章為一般措施，包括延

長製造者責任，減量、回收等管理措施。第三章列舉會員國應負之管理責任及應

注意事項。第四章規範所有應經登記及許可之事項。第五、六、七章則是各種管

理計畫以及與歐盟間的行政事務。 

配合第 7 次環境行動綱領及循環經濟包裹，2018 年修正指令第一條對於 2008

年框架指令進行部分修正，並未根本上地更動指令架構，而是針對封閉物質流所

需之環節予以補強。其中包括了更細緻的廢棄物體類型定義、減量措施的強調、

延長製造者責任的強化，以及大量援引非經立法程序之行為系統，讓指令的細部

                                                
428 Decision 1600/2002/EC, Article 4. 
429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Taking sustainable use of resources forward- A Thematic Strategy on the prevention and 

recycling of waste, COM/2005/0666 final, 21.12.2005. 
430 Id, at 5-8. 
431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waste, COM/2005/0667 final – COD 2005/0281, 21.12.2005, p. 2;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6. 
432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28; Fischer, supra note 105, at 2. 
433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3. 
434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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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及各式標準之建立得以更加靈活。 

第二項	   	   事物之權限：競合職權	  

依照歐盟運作條約第 4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環境領域屬於歐盟與會員國

共享的競合職權。也就是說歐盟在該領域中的舉措，原則上將逐步削減會員國初

始所擁有之權力。但實際上，歐盟在競合職權下各領域中的權限範圍，仍待更具

體、細部的權力劃分規範確定之435。以環境領域而言，歐洲聯盟運作條約即強調

歐盟的行為，不得排除會員國對於相同事務採取更嚴格的保護措施436。 

儘管 2008 年框架指令的準據法仍然是里斯本條約施行前的歐盟條約，但在

選擇指令作為介入管理手段之論述上，大方向其實相差無幾。立法者認為面對守

護環境與人類健康等目標，無論是鑑於規模、效果，或是廢棄物體常隨風、水等

介質流動，完全不受國界限制之特性，透過歐盟跨國層級的指令，都能得到比各

會員國各自努力更好的結果。因此依據輔助原則，歐盟因此取得介入管理之正當

性437。2018 年修正指令再另外增加改善廢棄物體之管理、保護海洋與海產的健

康以及合理謹慎地使用自然資源之目標，亦導出相同結論438。 

第三項	   	   框架指令之特性	  

框架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本即為指令439，「框架」一詞並非象徵意義

大於實質意義的形容詞，實際上表徵著歐盟新的治理邏輯。 

歐盟過往相當依賴由上向下且鉅細彌遺的強制規範，文獻常常以「命令及控

制型」（command-and-control-type）描述共同體中的傳統治理模式（Classic 

Community Method，CCM）440。看似風行草偃的治理範式，實際運作卻時常碰

壁，歐盟及會員國因此逐漸摸索出新的治理方式441－開放協調模式（Open Method 

                                                
435 PATTERSON & SÖDERSTEN, supra note 31, at 85. 
436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Article 193. 
437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431, at 7-8;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49. 
438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64 
439 Römph, supra note 107, at 518. 
440 CRAIG & BÚRCA, supra note 333, at 159-160. 
441 施世駿，歐盟新治理模式與社會政策發展：「開放協調法」興起的歷史脈絡與政策意涵，台灣

社會福利學刊，4 卷 1 期，2005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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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ordination，OMC），並在里斯本高峰會中正式援引。當然，這樣的思維轉變

並不代表從今以後就都不再使用傳統治理模式，也不意味著在這之前的歐盟都只

使用傳統治理模式，這樣的變化就只是在歐盟中形成一個具備更多樣功能及彈性

的法律制定及政策決定機制的狀態442。 

依照學者施世駿的整理，開放協調法具有四項特徵。第一，歐盟制定準則，

並要求會員國訂出實現目標的短、中、長程時間表；第二，建立質化及量化之指

標，並以 佳實踐情形作為比較基礎，將其修改成符合各會員國及部門的需求。

第三，設定特定目標並採取措施，將歐盟的準則轉入各會員國及地區的政策中，

並考慮各會員國及地區間之差異。第四，將定期監控、評估及同儕監督組織成相

互學習的過程443。 

這些特徵在在展現出歐盟治理思維的轉變，從依照輔助原則的去中心化，建

立準則或目標以供各會員國自行轉換，到透過更多元的手段取代原先清一色的強

制規範444。換言之，其間的差別存在於實際執行者及規範主體所擁有調整、修改

的形成空間。而這樣的治理思維在環境事務領域中，尤其明顯445，甚至有文獻將

其在環境事務中之應用稱為「新環境治理」446。也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更顯得

「框架」指令的特別之處。 

框架指令在內容組成上，可說是結合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思維。一方面延

續傳統治理模式的作法，採取指令此種必然對會員國產生拘束之衍生法類型，並

且由執委會在授權下制定授權法規。但另一方面，也同時涵括非正式的合作，以

及無拘束力的準則、水平的網絡、反覆的計畫與同儕監督等被歸類在典型開放協

調法下的政策工具447。相較於單一主管法令此種狹隘理解角度，框架指令更常被

視為引領聯盟及會員國進一步舉措的全面性方案448。 

                                                
442 CRAIG & BÚRCA, supra note 333, at 160. 
443 施世駿，前揭註 441，頁 19-20。 
444 CRAIG & BÚRCA, supra note 333, at 164-166. 
445 CRAIG & BÚRCA, supra note 333, at 160-161. 
446 Cameron Holle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in REGULATORY THEORY: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741, 747 (Peter Drahos ed., 2017). 
447 David M. Trubek & Louise G. Trubek, New Governance & Legal Regulation: Complementarity, 

Rivalry, and Transformation, 13 COLUMJEURL.1, 13-15 (2006). 
448 Trubek & Trubek, supra note 447, at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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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非經立法程序之行為之廣泛應用	  

2018 年修正指令有別於 2008 年框架指令，適用里斯本條約後的基礎條約規

範。就此，2018 年修正指令大量援引里斯本條約所重塑之非經立法程序之行為，

某程度來說，可謂落實了前述框架指令有關開放協調法的特色。 

立法者在指令七個條文中授權規定執行法規以補充或修正指令內容，分別是：

建立廢棄物體清單449、測量廢棄食物之共同方法及建立 低品質的要件450、針對

分類過程中遭移除而未經後續回收處置之原料、物質之計算規則451、建立有關所

有處置措施及須經登記與否之 低標準452， 後則是修正焚化設備效率計算之公

式，並依據科學技術發展，修正有關減量措施之附件與其他連動之附件五453。 

在新的治理思維下，執委會逐漸意識到各領域專家共同參與的益處。上開牽

涉大量且複雜細部因素的科學統計，性質 低標準等技術上可驗證的標準，或是

一些應隨科學技術突破而持續更新的清單及範例，皆不應由立法者擔負，而應基

於資訊及彈性的考量，交予擁有技術官僚及會員國選派專家的執委會負責454。對

此，儘管專家學者不具投票權，立法者仍特別在指令有關訂定授權法規之程序中，

系統化地規範來自於不同會員國專家的參與程序455。此外，在手段上，立法者也

特別授權執委會得採取無法律拘束力的準則進行專有名詞的解析。再來便是對於

指令中公式所涉參數，特別要求執委會應依各地不同狀況進行往後的修訂。 

另一方面，執行法規的類型化，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類，分別是有關定性之標

準、計算的方式以及關於行政層面的形式問題。前者包括副產品定性之細部標準

                                                
449 Article 1(7)(a) of Directive 2018/851 (e.g.	 Article 7(1)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450 Article 1(10) of Directive 2018/851 (e.g.	 Article 9(8)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451 Article 1(13) of Directive 2018/851 (e.g.	 Article 11a(10)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452 Article 1(20)(a), (b) of Directive 2018/851 (e.g.	 Article 27(1), (4)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453 Article 1(28) of Directive 2018/851 (e.g.	 Article 38(2), (3)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454 Holley, supra note 446, at 748; Trubek & Trubek, supra note 447, at 15. 
455 Marissen, supra note 366, at 151-152; Article 1(29) of Directive 2018/851 (e.g.	 Article 38a(4)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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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456、廢棄物體性質終止定性之細部標準建立457。計算的方式則是指有關減量

措施總體進展測量指標之建立458，以及有關計算、證明及報告各會員國達成再利

用及回收目標與否之規則建立459。 後，後者則涵括了有關調節延長製造者責任

中財務分擔之指引460、有關會員國通知其廢棄物體管理計畫及廢棄物體減量計畫

之格式規範461、有關會員國供有害物質業者所用之電子登記系統應含條件462以及

有關會員國法定應定期報告之數據格式463等。 

上述三個類型雖然在內容上各自有別，但若仔細觀察，會發現三者其實皆是

以共同市場實踐循環經濟作為終極目標。申言之，既然執行法規是以歐盟法一致

的施行條件作為發動要件，則無論是關係到物體得否重回生產鏈的判斷條件、是

否根本非廢棄物體的性質判定，亦或是以降低實務運作困難度的行政面向協調，

皆是意在彌平各會員國間對於廢棄物體產業流動之各種障礙。 

第四節  小結 

自西元 1953 年至 2019 年超過 60 年的期間內，除了從羅馬條約下的歐洲經

濟共同體改組為里斯本條約下的歐洲聯盟外，歐盟在政策的大方向上，持續推陳

出新的環境行動綱領也彰顯著一連串從經濟至上過渡到永續發展，再進一步到今

日循環經濟思維的演變過程。 

即使確立了發展方向，歐盟尚不得立刻採取相關立法措施。在基礎條約傳統

個別授權原則與輔助原則的要求下，歐盟即使憑藉歐盟運作條約第 11 條環境整

合觀點原則取得會員國就環境事務較為寬闊之授權，並且依第 2 條規定確認相關

事務屬歐盟優先之競合職權後，仍須進一步論證廢棄物體管理符合輔助原則而應

介入之原因？對此，無論是 2008 年框架指令或是 2018 年修正指令皆指出面對

                                                
456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5)(b)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5(2)). 
457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6)(b)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6(2)). 
458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0)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9(7)). 
459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3)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1a(9)). 
460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8)(c)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8(5), 

para. 3);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27. 
461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24)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3(2)). 
462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25)(b)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5(5)). 
463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27)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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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環境與人類健康、改善廢棄物體之管理等目標，無論是鑑於規模、效果，或

是廢棄物體之特性，透過歐盟層級的框架指令都能得到較好之結果。 

另一方面，2018 年修正指令把握里斯本條約大範圍修正立法程序的時點，

尤其是關於非經立法程序之行為系統之構築，大量將靈活的授權法規與執行法規

應用於定性之標準、公式等科學問題，以及行政層面之格式問題。 

為進一步瞭解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2018 年修正指令所建立與落實物質循環

有關之規範，本文以下即對於廢棄物體之定義、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等與循環

經濟密切相關之制度，為進一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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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框架指令中廢棄物體之性質界

定及處置優先順序 

第一節  廢棄物體之定義及範圍 

廢棄物體的定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直接劃定指令的適用範圍，不僅影響

著歐盟廢棄物體管理措施，其他領域之法制亦與此定義相互連動464，例如 REACH

規章第 1 條第 3 項便規定，一旦符合廢棄物體框架指令定義下的廢棄物體即排

除 REACH 的適用465。 

歐盟在廢棄物體概念的描述上，各版本指令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別，歐洲法院

本於其獨佔的 終解釋權，亦於數案中對於區分標準多所著墨。本節將以指令中

定義本身為中心，並對於立法者增訂用以限縮、區分廢棄物體範圍的相關名詞一

併進行說明，以期對於廢棄物體 核心之概念有較精準的掌握。 

第一項  各指令之定義 
自 1975 年以降，歐盟層級有關廢棄物體定義的指令有過二次的內容變動，

其間不乏歐洲法院在個案對於定義的詮釋以及所產生之後續影響。以下將按時序，

整理歐盟相關指令以及歐洲法院形塑的廢棄物體概念。 

第一款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之規定	  

長久以來，廢棄物體一直處於歐盟環境政策的發展中心。作為歐盟層級首次

管理廢棄物體之指令466，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所提出之重要原則幾乎適用到所

                                                
464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9. 
465 雖然 REACH 規章第 2 條第 2 項為：「符合 2006 年版廢棄物體框架指令的廢棄物定義」，但依

據 2008 年版廢棄物體框架指令第 41 條及其附件五新舊版條文對照整理表可知，為因應指令

後續之修改，本條在今日制度下，應理解為 2008 年版之廢棄物體定義。 
46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437, at 6. 

DOI:10.6814/NCCU2019007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4 

有無特別法規定的廢棄物體，甚至被用以解釋相同領域的其他立法467。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第 1 條第 1 款將廢棄物體定義為「任何持有者處置

（disposal）或依據內國法必須處置的物質或物品」468，關於此定義，有兩點值

得注意。 

其一，是同條第 2 款對於處置之說明。處置係指廢棄物體的收集、分類、運

送、其他處理、貯存以及地上、下的傾倒；另外，為了再使用及回收再利用，必

須做的轉變也包含其中469。 

其二，便是留予各會員國一定的決定空間。只是這種立法模式對於一致化歐

盟各成員國的廢棄物體管制，以清除共同市場運作障礙的目標470，無異是緣木求

魚，也因此在之後的修法提案中，執委會針對廢棄物體定義第一個改動的部分就

是將「依據內國法」改為「依據指令附表一列舉的事項」471，希冀一統各國標準。 

稍後，在 1990 年 Vessoso 案及 Zanetti 案的合併先行裁決（preliminary ruling）

472中，兩名原告主張運送物仍有經濟利用價值，而不應視為廢棄物體，因此應免

於事前申請許可之管制。對此，歐洲法院基於本指令保存自然資源之立法目的473，

有關處置的定義確實包括為了再利用及回收必須所做之轉變，以及要求會員國應

採取適當措施鼓勵廢棄物體的減量、回收、能源回收與任何為了再利用所進行之

加工三項理由474，認為除了失去價值的物質外，指令所規範之廢棄物體當然包含

仍有經濟利用價值的物質。 
                                                
467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437, at 3. 
468 Directive 75/442/EEC, Article 1(a): ’waste’ means any substance or object which the holder disposes 

of or is required to dispose of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national law in force. 
469 Directive 75/442/EEC, Article 1(b): ’disposal’ means : 

- the collection, sorting, transport and treatment of waste as well as its storage and tipping above or 

under ground, 

- the transformation operations necessary for its re-use, recovery or recycling. 
470 Directive 75/442/EEC, Recital 1. 
471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amending Directive 75/442/EEC on waste, OJ C 295, 19.11.1988, 

p. 3: waste means any substance or object which the holder disposes of or is required to dispose of 

for the reasons listed in Annex I. 
472 Judgment of the Court (First Chamber) of 28 March 1990, 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 Vessoso 

and G. Zanetti, Joined Cases C-206/88 and C-207/88, ECR 1990 I-01461. 
473 Directive 75/442/EEC, Recital 4. 
474 Directive 75/442/EEC, Articl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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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法院這樣的見解卻也彰顯出在作為通常商品交易以及意圖處置廢棄物

體之移轉行為間，根本沒有足夠清楚且外顯的界限。對此，唯一合理之判斷便是

歐洲法院確實係依據「disposal」之定義在進行指令的個案涵攝。畢竟，在有更多

細節描述的立法出現前，唯有如此解釋，才能勉強從模糊及抽象的規範中推論出

－移轉不需另行加工而得直接使用之物體，以及仍待進一步加工之物體（例如原

物料），皆非處置行為之結論475。 

第二款	   	   1991 年修正指令之規定	  

鑑於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施行後所汲取之大量實務經驗，以及欠缺一致的

廢棄物體定義以改善共同體內廢棄物體管理效率476，理事會通過 1991 年修正指

令，於第 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一段規定：「廢棄物體係指附件一分類中任何持有

者丟棄（discard）或想要丟棄或必須丟棄的物質或物品。」477 

第一目  構成要件之變更 

此次修正，有兩個顯而易見的改變。首先，立法者依照歐洲法院於 Vessoso

及 Zanetti 案之見解，將定義中的核心動詞改為丟棄，並將原先所用「disposal」

一詞修正為屬於與回收措施相同層級的措施之一，以明確表達指令範圍確實及於

仍有經濟價值之物質478。雖然並未正面定義丟棄意旨，但從 1991 年修正指令整

體之規範可知，丟棄行為並非狹隘地僅指除去物質，而是為了回收或 終處置物

體，將其從原始用途中釋出之行為479。 

第二個改變則是透過新加入的附件一「廢棄物體分類清單」480，搭配執委會

                                                
475 Jürgen Fluck, The Term “Waste” in EU Law, 3 EUR ENV L REV 79, 80 (1994) 
476 Directive 91/156/EEC, Recital 1, 3. 
477 Directive 91/156/EEC, Article 1(1)(a): ”waste” shall mean any substance or object in the categories 

set out in Annex I which the holder discards or intends or is required to discard。 
478 GEERT VAN CALSTER, EU WASTE LAW 8 (2nd ed. 2015)；之後在 1995 年 Commission v. Germany

案（Case C-422/92）中，歐洲法院亦重申即使 1991 年修正指令對於廢棄物體之定義有所更

動，但會員國在轉換指令的內國法立法過程中，依舊不得將具有經濟利用價值之物質或物品

排除於廢棄物體之定義外。 
479 Fluck, supra note 475, at 81-82. 
480 附件一之規定如下： 

Q1.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 residues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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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指令第 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出有關清單的細部決議481，使得指令關於廢

棄物體的判斷公式清晰許多。亦即物體只要符合分類清單前 15 點列舉之類型，

立法者即推定其當然符合第 1 條第 1 項所有構成要件而為廢棄物體。反之，仍不

能直接判定其非為廢棄物體，而是依廢棄物體分類清單中第 16 點類型，檢視物

體是否滿足第 1 條廢棄物體之構成要件482。 

然而，附件一清單某程度上依舊阻礙著歐盟創建各成員國通用定義的目標。

首先，第 13 點類型所謂「任何法律禁止使用的材料、物質或產品」，並未明言設

下此一禁令之行為主體，是故歐盟及會員國共享此立法形成的權力是 符合邏輯

的結論483，這也使得依照 1991 年修正指令，成員國依舊保有廢棄物體定義的主

                                                
Q2. Off-specification products 

Q3. Products whose date for appropriate use has expired 

Q4. Materials spilled, lost or having undergone other mishap, including any materials, equipment, 

etc., contaminated as a result of the mishap 

Q5. Materials contaminated or soiled as a result of planned actions (e.g. residues from cleaning 

operations, packing materials, containers, etc.) 

Q6. Unusable part (e.g. reject batteries, exhausted catalysts, etc.) 

Q7. Substances which no longer perform satisfactorily (e.g. contaminated acids, contaminated 

solvents, exhausted tempering salts, etc.) 

Q8. Residues of industrial process (e.g. slags, still bottoms, etc.) 

Q9. Residues from pollution abatement processes (e.g. scrubber sludges, baghouse dusts, spent filters, 

etc.) 

Q10. Machining/finishing residues (e.g. lathe turnings, mill scales, etc.) 

Q11. Residues from raw materials extraction and processing (e.g. mining residues, oil field slops, 

etc.) 

Q12. Adulterated materials (e.g. oils contaminated with PCBs, etc.) 

Q13. Any materials, substances or products whose use has been banned by law 

Q14. Products for which the holder has no further use (e.g. agricultural, household, office, 

commercial and shop discards, etc.) 

Q15. Contaminated materials, substances or products resulting from remedial action with respect to 

land 

Q16. Any materials, substances or products which are not contained in the above categories. 
481 94/3/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0 December 1993 establishing a list of waste pursuant to Article 

1a of Council Directive 75/442/EEC on waste, OJ L 5, 7.1.1994, p. 15-33. 
482 Geert Van Calster, Inter-Environment, 6 COLUM J EUR L 124, 127 (2000). 
483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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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權。再者，清單中如此抽象之描述亦成為問題的淵藪，尤其是面對物質循環之

特性。對某廠商來說是用不上的廢棄物體可能正是其他業者的原料、已開發國家

的廢棄物體可能是開發中國家的重要資源。對於附件規定，各會員國往往基於不

同條件，可能會導出相異判斷 

另一方面，1991 年修正指令在第 1 條廢棄物體之定義中納入了持有者「欲」

丟棄此一主觀要件。正如 Vessoso 及 Zanetti 案佐審官（Advocate General）Jacobs

於其合併意見書484中所述，對於物體是否有害人體健康或環境安全的判斷，應該

是一個純科學的、客觀的檢驗，而無涉持有人的主觀意思485。若必須仰賴持有人

對於物體性質的主觀判斷，如此一來，不只使得立法者將「處置」改為「丟棄」

之字面修正以求去除 1975 年指令廢棄物體限於須 終處置之物體之革新失去意

義486，整個立法的目標更是岌岌可危487。但無論如何，就文義解釋而言，條文確

實在定義中包含了主觀要件，如何精準地認事用法遂成為歐洲法院亟待處理的燙

手山芋。 

第二目  歐洲法院之判斷標準 

廢棄物體之定義發展至此，有關「經濟利用價值與否」之負面條件遭歐洲法

院否決，正面構成要件又存在主觀的判斷難題。面對如此僵局，有鑒於 1991 年

修正指令關於廢棄物體之定義在體系解釋上，同時包括之後進行回收以及送入

終處置之情形，是故作為定義核心的「丟棄」一詞，自然包含 終處置及回收措

施在內。佐審官 Jacobs 遂在 Euro Tombesi 案488之意見書489中提出建議：應將是

否係廢棄物體之判斷重點自丟棄與否挪移至何謂 終處置及回收措施。換言之，

繞過丟棄一詞，直接改以物體是否經過 終處置或回收措施以判斷是否屬於廢棄

                                                
484 Joined opinion of Mr. Advocate General Jacobs delivered on 13 December 1989, ECR 1990 I-01461. 
485 Id, para.21-23. 
486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10. 
487 Venesso and Zanetti (Case C-206/88 and C-207/88), para. 12. 
488 Judgment of the Court (Sixth Chamber) of 25 June 1997, 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Euro Tombesi 

and Adino Tombesi (C-304/94), Roberto Santella (C-330/94), Giovanni Muzi and others (C-342/94) 

and Anselmo Savini (C-224/95), Joined Cases C-304/94, C-330/94, C-342/94 and C-224/95, ECR 

1997 I-03561. 
489 Opinion of Mr. Advocate General Jacobs delivered on 24 October 1996, ECR 1997 I-0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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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490。 

然而此建議卻仍隱藏著幾個致命問題。首先，如佐審官 Jacobs 所言，透過回

收措施判斷廢棄物體，邏輯上是一個典型的循環論證，畢竟 1991 年修正指令對

於回收措施之定義即是建立在物體係廢棄物體之前提上491。不僅如此，由於 1991

年修正指令關於回收措施及 終處置之定義，皆採取表單例示的作法492，故有關

定義之挑戰一樣浮現。更不用說在此指令中，同個管理系統在面對不同處置措施

時，就是兩套截然不同的管理思維，單以許可制為例，立法者便在第 9 條與第 10

條分別針對回收與 終處置制定不同的許可要求。是故佐審官 Jacobs 以回收措

施及 終處置反過來解釋丟棄之論述，在操作上相當困難493。 

對此，歐洲法院在 Inter-Environnement Wallonie ASBL v. Région Wallonne 案

494進入個案說理前，便相當明確地表示廢棄物體的範圍應按照丟棄之意涵而定495。

因此見解，歐洲法院往後的論述遂正式將廢棄物體的認定聚焦於何種行為構成指

令中所謂之「丟棄」，而不再嘗試以回收及 終處置進行反向推論。如此演變，

歐洲法院在 2000 年 ARCO 先行裁決496中做了更清楚的釋明497。 

荷蘭廠商 ARCO 將其加工碳氫化合物之過程所產生的 LUWA-bottom 作為水

泥製程中的燃料，另一間荷蘭東、北部的發電廠 EPON 則計劃將來自營建業的碎

木屑作為發電之燃料。除了再三強調不應隨意限縮廢棄物體的定義範圍，而必須

                                                
490 Opinion of Mr. Advocate General Jacobs delivered on 24 October 1996, para. 50. 
491 Id, para. 55. 
492 Directive 91/156/EEC, Article 1(1)(e): “disposal” shall mean any of the operations provided for in 

Annex II, A; Directive 91/156/EEC, Article 1(1)(f): “recovery” shall mean any of the operations 

provided for in Annex II, B，而在附件中，無論是前言或是各點，都是以廢棄物體作為適用前

提。 
493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11-13. 
494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18 December 1997, Inter Environment Wallonie ASLB v. Région Wallonne, 

Case C-129/96, ECR 1997 I-07411. 
495 Id, para. 26. 
496 Judgment of the Court (Fifth Chamber) of 15 June 2000, ARCO Chemie Nederland Ltd v. Minister 

van Volkshuisvesting, Ruimtelijke Ordening en Milierbeheer (Case C-418/97) and Vereniging 

Gorpsbelang Hees, Stichting Werkgroep Weurt+, Vereniging Stedelijk Leefmilieu Nijmegen v. 

Directeur van de dienst Milieu en Water van de provincie Gelderland (C-419/97), Joined Case C-

418/97 and C-419/97, ECR 2000 I-04475. 
497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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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指令的立法目標詮釋外498，歐洲法院更重申在 Vessoso 及 Zanetti 案所確立

之意旨，丟棄一詞毫無疑問包含 終處置以及回收措施，但這絕非代表物體一旦

經歷修正指令附件二 B 中所謂「可能致回收再利用之措施」（operations which may 

lead to recovery）後，就必然是廢棄物體。儘管附件清單的列舉多半含有廢棄物

體的用字，但仍有數項較為抽象的描述有高度可能套用在原始原料上，例如本案

援引的附件二 B 第九點關於用作燃料之描述499，便有相當機會適用於石油、天

然氣等化石原料500。 

另外有趣的是，關於：「物體是否普遍被認作是廢棄物體」以及「其不需要

實質加工，即可在符合環境要求的前提下回收再利用作為燃料使用」之問題，歐

洲法院雖認定本質上皆與指令第 1 條的定義無決定性關係，但也提到上開兩判準

可能可以被當作證明持有人是否有丟棄、欲丟棄或被要求丟棄的事實。當然如同

歐洲法院前開的一貫見解， 終結論仍需要依照指令的目標及所有相關事實綜合

判斷501 

第三款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2018 年修正指令之定義	  

歐盟有關廢棄物體管理的指令在經過數次大大小小的修正後，條文散落在汗

牛充棟的文件中，以致於規範架構變得相當複雜，為了讓歐盟中的公民有接近使

用規範的可能，執委會著手展開統整法典化之工作502，也因此產出 2006 年廢棄

物體指令503。在條文內容上主要是把先前新舊、取代或競合的規範進行統整，幾

乎無實質改變，其中有關廢棄物體之定義，即同先前 1991 年修正指令。 

於此同時，執委會也積極籌備新的修法。於 2005 年提交的第一次提案中，

開頭就聲明此次修正的一大理由便是因為廢棄物體的定義始終欠缺明確性，導致

                                                
498 ARCO (Joined Case C-418/97 and C-419/97), para. 37-40. 
499 Directive 91/156/EEC, ANNEX IIB, R9. Use principally as a fuel or other means to generate energy. 
500 ARCO (Joined Case C-418/97 and C-419/97), para. 47-51. 
501 ARCO (Joined Case C-418/97 and C-419/97), para. 64-68, 72-73. 
50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waste (Codified version), COM/2003/0731 final－COD 2003/0283, 27.11.2003, p. 

2. 
503 Directive 2006/1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5 April 2006 on waste, OJ 

L 114, 27.4.2006, p.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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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員國及歐洲法院適用上的困難504。 後歐洲議會及理事會通過的 2008 年框

架指令於第 3 條第 1 款對於廢棄物體為以下之定義：「廢棄物體係指任何持有者

丟棄（discard）、欲丟棄或必須丟棄的物質或物品。」505 

新版定義在字面上很明顯地與 2006 年框架指令版（同 1991 年修正指令版）

有所不同，不再涉及附件中列舉之廢棄物體類型。有趣的是，以執委會的觀點，

如此修正對於定義本身是未有更動的506。若輔以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7 條（廢棄

物體清單）第一項的內容觀察，此番改變 大的意義便是闡明拋棄 1991 年及 2006

年指令之性質推定，物體是否為廢棄物體的判斷不再單以是否條列於附件清單上

為斷。反之，如同歐洲法院在數判決中一再強調的，應依個案背景事實是否滿足

丟棄、欲丟棄或必須丟棄等構成要件為斷。2018 年修正指令更進一步按里斯本

條約增訂之其他立法類型，以歐盟經立法程序之行為的位階授權執委會採取授權

法規訂定廢棄物體清單以補充指令內容507。 

關於廢棄物體之判斷，從上開描述可知歐盟直到 2008 年框架指令仍不斷嘗

試。換個視角，這番努力其實某種程度上也等同於想辦法劃清廢棄物體與非廢棄

物體（non-waste）間之區別。儘管在定義上依舊繞過 核心、 具爭議性的丟棄

及其解釋，但立法者卻另外對於「副產品」為相當明確的定義，在概念上縮減了

部分廢棄物體所涵蓋的範圍。 

                                                
504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437, at 2. 
505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 ”waste” means any substance or object which the holder 

discards or intends or is required to discard. 
50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437, at 10;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10. 
507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7(1);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7)(a)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7(1))；後者將前者第一句話做了調整，修改後版本為：The 

Commission is empowered to adopt delegated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8a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is Directive by establishing, and reviewing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s 2 and 3 of 

this Article, a list of waste. The list of waste shall include hazardous waste and, where necessary, the 

limit values of concentra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The list of waste shall be binding as regards 

determination of the waste which is to be considered as hazardous waste. The inclusion of a substance 

or object in the list shall not mean that it is waste in all circumstances. A substance or object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waste only where the definition in point (1) of Article 3 is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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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副產品與廢棄物體之差異 
雖然直到 2005 年廢棄物體減量及回收主題策略才盤點出釐清廢棄物體及副

產品意涵之必要508，並且直到 2008 年框架指令，執委會始在歐洲議會的要求下

將副產品正式編入指令中509。但副產品之概念卻非自此才開始發展，早在這之前，

歐洲法院便已累積出豐富的實務見解。對此，立法者並未更動而僅將之整理並法

典化為明確的指令條文510。2008 年框架指令第 5 條第 1 項經 2018 年修正指令修

正，規定如下：511 

「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源自非以生產特定物質或物品為主要目的之

製程之該物質或物品於符合下列條件時，應視為非廢棄物體，而為副產品（by-

product）： 

（1）該物質或物體的進一步利用是明確的； 

（2）除通常工業加工外，該物質或物品得在未經任何加工下直接進行利用； 

（3）系爭物質或物品係產自於生產過程之必要部分； 

                                                
508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429, at 13. 
509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ursunt to the second subparagraph of Article 251(2) of the EC Treaty concerning the 

common position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option of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waste (the Waste Framework Directive), COM/2007/863 final, 9.1.2008, p. 3-4. 
510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14. 
511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5(1);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5)(a)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5(1)):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a 

substance or object resulting from a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rimary aim of which is not the 

production of that substance or object is considered not to be waste, but to be a by-product i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a) further use of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is certain; 

(b)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can be used directly without any further processing other than normal 

industrial practice; 

(c)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is produc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a production process; and 

(d) further use is lawful, i.e.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fulfills all relevant product,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specific use and will not lead to overall adverse environmental 

or human health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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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一步的利用是合法的，意即該物質或物品符合所有與其利用相關的產

品、環境與健康之生產標準，並且不會對環境及人類健康產生整體的不良

影響。」 

或許因為是從個案堆疊出的概念，相較於框架指令中採取抽象描述的廢棄物

體定義，副產品在定義上很精準地被歸類在「非廢棄物體」中，除了彰顯在體系

上不適用廢棄物體框架指令，而應適用 REACH 規章與 CLP 規章之所有規範外

512，其於細部要件亦可謂相當具體、明確。若更細緻地分析本項前段規定之文字，

會發現立法者設計了兩層篩選標準─製程產出的所有物質中挑出整體主要目的

之產品（product），餘下的生產殘餘（production residue）才有是否符合上開四個

條件而為副產品的問題。本文以下便按此篩選順序，分為前提與條件進行介紹。 

第一款  前提：主要產品及生產殘餘 

作為與廢棄物體接壤的邊際概念，副產品的判斷自然也與廢棄物體定性的問

題脫不了鉤。經過設計的產線一定有其目標產物，也就是產線所想要生產之物體，

這樣的物體稱為「主要產品」；反之，不是產線設計所想產出的物體則稱為「生

產殘餘」513。製造者若可以在不產出特定物體的同時產出主要商品，卻仍依舊選

擇產出該物體，則此種出自生產者技術上選擇（technical choice）結果而產出的

特定物體，仍應是主要產品，而非生產殘餘514。此二者的區別實益在於如果可以

分辨出該物體為生產殘餘，就可因為從頭到尾該物體就不在製造計畫當中，而以

之證明使用該物體之行為，有相當程度地可能是在變相地丟棄515。 

副產品一詞便是在這樣的推論背景下，正式列入區分廢棄物體之判斷標準。

歐洲法院在 2002 年 Palin Granit Oy 案516中，承接先前判決見解，認為在生產殘

餘此分類中，應該存在著一部分是持有人不想丟棄，而是想要再加以利用的物體，

也就是所謂副產品。將管制廢棄物體 終處置與回收的制度套用在此種與主要產

                                                
512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21-22. 
513 ARCO (Joined Case C-418/97 and C-419/97), para. 84. 
514 Order of the Court (Third Chamber) of 15 January 2004, 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co 

Antonio Saetti and Andrea Frediani, Case C-235/02, ECR 2004 I-01005, para. 45. 
515 ARCO (Joined Case C-418/97 and C-419/97), para. 85-87. 
516 Judgment of the Court (Sixth Chamber) of 18 April 2002, Palin Granit Oy and Vehmassalon 

kandanterveystyön kuntayhtymän hallitus, Case C-9/00, ECR 2002 I-0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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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相同經濟價值的物體或原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517。 

然而，在廢棄物體的概念不應過於限縮解釋，以避免其對人體或環境的固有

污染風險的實務見解下，副產品若想要從廢棄物體之定性改被認定為非廢棄物體，

勢必需要符合更多條件，從後續適用的可能、是否須經更多的加工、到後續製程

的整體性，都應有限制518，相關細節以下析述之。 

第二款  生產殘餘符合副產品之條件 

在正式進入各條件具體內容之介紹前，須特別注意的是，2008 年框架指令

第 5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四個條件，生產殘餘必須同時符合519。且如前所述，立法

者在 2018 年修法時，特別授權執委會以執行法規訂定有關統一施行個別條件之

細部標準。 

第一目  後續的利用方式明確 

物體後續的使用必須是確定的，也就是說物體一定會被利用、符合利用的技

術規格，且市場上確有需求，該條件設立的目的在於免除不利用所可能遭致之潛

在危害520。 

例如於 Palin Granit Oy 案中，業者主張採石場中經開採的剩餘石材未來要用

在堤防、港口的建築及製作消波塊。但此種用途需要長期地貯存，進而有高度可

能產生環境污染並對持有者造成負擔，致使其意欲丟棄之。況且，歐洲法院認為

業者主張未來的利用過於空泛、不確定，因此得出剩餘石材乃廢棄物體而非副產

品的結論521。換言之，若業者可以提出足夠的利用計畫，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判

定後續利用並不會因為貯存期間而降低實現可能性時，則剩餘石材便有可能符合

此一條件522。 

除了時間與可能性間之反向連動，是否存在市場價值有時也得作為參考判準。

                                                
517 Palin Granit Oy (Case C-9/00), para. 34-35. 
518 Id, para. 36. 
519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16. 
520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Interpretative Communication on waste and by-products, 

COM/2007/0059 final, 21.2.2007, p. 7. 
521 Palin Granit Oy (Case C-9/00), para. 38-39. 
522 AvestaPolarit Chrome Oy (Case C-114/01), para. 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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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誠如前述，廢棄物體並不排除經濟上可利用的物體；但若該物體後續的利用

在扣除成本後，仍有相當利益作為行為動機，則通常實現此種利用方式的可能性

也會相對提高523。 

第二目  無須加工即可利用 

關於這個條件，首待處理的問題便是所謂「加工」的意義。畢竟，為了控制

並穩定絕大多數原始原料之品質，在開採後皆須經過一連串篩漏、沖洗、曬乾、

精練、均質化等「通常加工」（normal industrial practice）之工序後，才得投入下

階段的產線。 

廢棄物體管理制度目的在將廢棄物體對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 小化524，並無

意將不需額外加工且符合環境標準的生產殘餘，或是需要先進行非回收措施之加

工程序，始可再投入產線之生產剩餘，包含在廢棄物體之概念下525。執委會遂在

其詮釋 2008 年框架指令相關定義之準則（Guidance）中言明，副產品定義中所

欲排除之事前加工，應不包含上開通常加工的工序類型；反之，一旦涉及與廢棄

物體固有性質相關的污染處理與回收措施等，即使是製造者在同個工廠中回收處

理自己所產出之生產殘餘，亦因考慮到對環境及人體健康的可能危害，仍須置於

廢棄物體管理的規範框架下，以預防原則謹慎檢視之526。 

第三目  工序為原製程之必要部分 

由於「是否出自技術上選擇」之判斷已於一開始在定性生產殘餘時完成，故

此條件在體系上則主要聚焦在產出特定物質或物品之「工序」是否係整體生產過

程的必要部分。 

執委會在前述準則中，以發電廠脫硫設備的例子進行說明527。為了避免空氣

污染與酸雨，發電廠中多半配備除去廢氣中所含硫磺之脫硫設備，進而形成脫硫

石膏。尤其脫硫石膏與天然石膏在製作石膏板用途上，具備相同品質。執委會認

                                                
523 Palin Granit Oy (Case C-9/00), para.37. 
524 Directive 91/156/EEC, Recital 1, 4. 
525 Judgment of the Court (Second Chamber) of 11 November 2004, 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ntonio Niselli, Case C-457/02, ECR 2004 I-10853, para. 50-53. 
52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17-18;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65. 
52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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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這樣的例子中，發電廠產出脫硫石膏之「脫硫工序」得被視為整體生產過程

的必要環節。 

簡言之，若原物料經過原製程必要之工序所產出之生產殘餘已符合供下一階

段直接利用之標準，則有相當的機會就是副產品。執委會建議此處之判斷應納入

以下事實綜合考慮：工序之性質、範圍以及其與主要製程間之一體性，甚至於是

否由原生產者所施行528。當然，考慮到前一項牽涉通常加工之除外規定，若物質

是為了進行通常加工而被運離原產出工廠，此情形則應與為了進一步回收處理的

狀況有所區隔529。 

第四目  進一步利用是合法的 

歐洲法院在早期的判決中，多半只論述前述三條件。直到 2001 年由芬蘭

高行政法院聲請歐洲法院做出先行裁決的 AvestaPolarit Chrome Oy（下稱

AvestaPolarit）案530中，始出現後續利用必須合法的論述。 

AvestaPolarit 是間已經營三十年以鉻為主要產品的礦場。在申請礦業展延相

關許可時，主管機關在許可處分上，認定其園區內所堆疊的剩餘石材及選礦砂

（ore-dressing sand）係廢棄物體。因此認定將直接影響業者可否利用、運送、清

除該物體等事業運作531，故 AvestaPolarit 請求芬蘭法院撤銷此認定。對此業者主

張此為本欲用於回填礦坑的生產殘餘，歐洲法院則認為，若基於環境保護之理由

禁止使用生產殘餘，此時則足以認定業者依法必須丟棄該生產殘餘而成為廢棄物

體532。 

有趣的是，執委會透過前述準則在本條件後段規定另外加上了判別後續使用

究竟合法與否的範例標準。簡言之，若物體符合後續利用的相關技術規格，此一

後續利用方式合法。但若事實上欠缺該領域技術規格的標準，則得檢視物體本身

之利用是否遭特別禁止533。 

                                                
528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520, at 8. 
529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18-19. 
530 Judgment of the Court (Sixth Chamber) of 11 September 2003, AvestaPolarit Chrome Oy, Case C-

114/01, ECR 2003 I-08725. 
531 AvestaPolarit Chrome Oy (Case C-114/01), para. 22. 
532 AvestaPolarit Chrome Oy (Case C-114/01), para. 34-38. 
533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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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副產品判斷流程圖 

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534 

 

上圖 2 是歐盟執委會將前述 1 前提、4 條件整理而成之副產品判別流程。從

此圖 2 可以清楚地瞭解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5 條第 1 項羅列之 4 條件，只要缺少

一樣，即非副產品而應認作廢棄物體。 

綜上，有關廢棄物體之定義，自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到 2018 年修正指令，

歐盟之管理法制似乎有逐漸放寬定義的趨勢，歐洲法院對於丟棄行為之判斷也始

終秉持個案判斷的原則。但至少對於副產品此邊際概念，細部的區分標準已然形

成。 

第二節  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 

在循環經濟的思維下構築足以有效保護環境以及人體健康的廢棄物體管理

機制，可謂是實踐循環經濟理念 核心的環節535。對此，框架指令之立法者提出

                                                
534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21. 
535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1,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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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Waste Hierarchy）作為指導歐盟及其會員國在廢棄物

體管理相關立法及政策研議等事項上之綱領536。 

第一項  演變歷程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應按適當步驟鼓勵廢棄物

體的減量、回收、加工、從中萃取原料與能量，以及其他任何為了供再利用而進

行的加工。」537雖然指令未對當中各概念做較清楚的定義，也未明列各措施彼此

間的先後順序，歐洲法院也從未在判決中實際操作此規範538；但如此規定確已可

初見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的模樣。 

稍後出現的 1991 年修正指令除了在第 3 條第 1 項落實廢棄物體減量先行的

概念外，更在同項進一步提出具體的可能工具以及思考方向：「會員國應採取適

當措施鼓勵下列事項： 

（a）首先，避免或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及其造成之損害，尤其是透過：發展

得以減少消耗自然資源的乾淨科技、為了避免（或盡可能降到 低）因製造、使

用或 終處置所增加廢棄物造成之損害及污染危險而設計的技術發展及商品行

銷、發展適當技術以處理應包含於回收再利用廢棄物中應 終處置之危險物質； 

（b）其次，則是透過回收、再使用或其他任何著眼於萃取再生原料的回收

再利用措施，或是使用廢棄物作為能量來源。」
539並首次嘗試以附件列表的方式

                                                
536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31. 
537 Directive 75/442/EEC, Article 3(1):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appropriate steps to encourage the 

prevention, recycling and processing of waste, the extraction of raw materials and possibly of 

energy therefrom and any other process for the re-use of waste. 
538 Williams, supra note 55, at 1. 
539 Directive 91/156/EEC, Article 3(1):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courage: 

(a) firstly, the prevention or reduction of waste production and its harmfulness, in particular by: 

-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technologies more sparing in their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of products designed so as to make no contribution or to 

make the smallest possible contribution, by the nature of their manufacture, use or final disposal, to 

increasing the amount or harmfulness of waste and pollution hazards, 

- the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techniques for the final disposal of dangerous substances contained 

in waste destined for recovery; 

(b) secondly: 

(i) the recovery of waste by means of recycling, re-use or reclamation or any other process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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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介紹「recovery」540以及「disposal」541之概念。這些內容幾乎一字不改地被 2006

年框架指令法典化542。 

鑑於減少廢棄物體產生此目標，歐盟理事會認為應該要更細緻化地區分及提

倡再使用、回收再利用等概念，並且清楚劃分回收與 終處置二者543，畢竟依據

不同邏輯所進行之收集、管理，可能導出相當高效率的資源使用方式亦是截然不

同的結果544。2008 年框架指令遂一一改進，正式在第 4 條第 1 項訂下嚴格的廢棄

物體處置優先順序545：「有關廢棄物體減量、管理之立法與政策，除有第二項之

例外情形，應遵循下列廢棄物處置優先順序： 

（a）減量； 

（b）再使用前的處理； 

（c）狹義回收； 

（d）其他回收再利用（例能量回收再利用（energy recovery））；及 

（e） 終處置。」546 

這是以 小化廢棄物體之負面影響以及 大化資源效率作為首要目的547，依

                                                
view to extracting secondary raw materials, or 

(ii) the use of waste as a source of energy. 
540 Directive 91/156/EEC, Annex IIB. 
541 Directive 91/156/EEC, Annex IIA；雖然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在第 1 條第 2 款有針對 disposal

為定義，但包含範圍相當廣泛，幾乎囊括所有回收措施，故本文以為 1991 年修正指令附件二

A 中的 disposal 才是歐盟首次正式針對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中的 終處置為定義。 
542 Directive 2006/12/EC, Article 3. 
543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Resolution of 24 February 1997 on a Community strategy 

for waste management, OJ C 76, 11.3.1997, p. 2;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18, 19. 
544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1, at 8. 
545 Stijn V. Ewijk & j.A. Stegemann, Limitations of the Waste Hierarchy for Achieving Absolute 

Reductions in Material Throughput, 132 JCLP 122, 124 (2016). 
546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4(1): The following waste hierarchy shall apply as a priority order in 

wast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legislation and policy: 

(a) prevention 

(b) preparing for re-use 

(c) recycling 

(d) other recovery, e.g. energy recovery; and 

(e) disposal. 
54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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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及優先順序間彼此連動關係，設計出外型有如倒金字塔般的處置優先順

序（如下圖 2 所示）548，表徵的是通常情形中各式廢棄物體處置措施對於環境影

響之差異。儘管單就數量而言，可供選擇的位階層數並不多，但一旦將其套用在

各種不同類型的廢棄物體後，將產生數也數不盡的排列組合可能549。 

 

圖 3：2008 年框架指令第 4 條第 1 項所列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 

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550 

 

儘管整套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是建立在歐盟的層級，但歐盟相關之權限也

就僅限於制定。體系上，有關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實際的執行與落實仍是會員

國之職責，作為管理目標，其仍在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13 條551不危及人類健康與

環境的底線上，保留相當的裁量空間予會員國552。依據 2008 年框架指令，各會

                                                
548 ANA PIRES, GRACA MARTINHO, SUSANA RODRIGUES & MARIA ISABEL GOMES, SUSTAINABLE SOLID 

WAST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14-15 (2019). 
549 HAUSCHILD & ROESNBAUM & OLSEN, supra note 211, at 888. 
55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framework/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551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3: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waste management is carried out without endangering human health, without harming the 

environment and, in particular: 

(a) without risk to water, air, soil, plants or animals; 

(b) without causing a nuising through noise or odours; and 

(c) without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countryside or places of special interest. 
552 Judgment of the Court (Sixth Chamber) of 8 May 2019, Associazione “Verdi Ambiente e Società - 

Aps Onlus” (VAS) and “Movimento Legge Rifiuti Zero per I’Economia Circolare” Aps v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and Others, Case C-305/18, ECLI:EU:C:2019:384, para.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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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任務內容包括制定一公開透明的立法及政策決定程序553、依據處置優先順序

制定廢棄物體管理計畫（Waste Management Plan）554以及廢棄物體減量方案

（Waste Prevention Programme）555等，並透過公權力措施將廢棄物體管理業者等

私部門一併納入規範556。尤有甚者，不僅行政權，各會員國的司法權亦受指令內

容規制，換言之，即使是獨立的各級法院亦須遵守指令中處置優先順序形塑之限

制557。 

第一項  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之內涵 

首先說明者，指令所用「recovery」及「recycling」二字中文皆有回收之意，

本文以為二者間有定義廣狹之區別。recovery 是透過歐洲法院數判決所積累出的

巨大、集合概念，可以再細分為：再使用（re-use）、狹義回收（recycling）、其

他回收再利用（other recovery）三個下位概念558。換言之，recycling 是被 recovery

包含其中的。為了明確，2018 年修正指令遂以此下位概念替代以往條文中的

recovery 用字559。 

第一款  減量（prevention） 
減量係指在物質、原料或產品變成廢棄物體前所採取之措施，包括減少廢棄

物體的數量、降低產生廢棄物體所帶來對環境及人體的負面影響、原料及產品中

危險物質的內容物560。邏輯上，這並非廢棄物體「管理」措施，因為其任務正是

從物質使用之始即下功夫，可以是環保導向的設計或是特定有害物質的替換
561

，

                                                
553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4(2), para. 1, 2. 
554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28(1). 
555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29(1). 
55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50. 
557 Inter Environment Wallonie ASLB (Case C-129/96), para. 40. 
558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31. 
559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1), para. 1, para. 2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0(1), (2)). 
560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2);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3)(e)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2)(c))；後者將前者第三款由 harmful 改為 hazardous。 
561 PIRES, MARTINHO, RODRIGUES & GOMES, supra note 548,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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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高效率地避免珍稀的原物料淪為廢棄物體562。也因此，2008 年框架指令中有

關廢棄物體的所有管理機制（例如第四章之許可與登記、第六章的檢查），通通

不適用於減量措施563。 

第一目  不同階段之減量措施 

從源頭就仔細思考如何避免使用依當代 佳可行技術仍無法妥善處理之物

質，這是典型搖籃到搖籃之循環經濟思維。儘管數年來因為環境意識及動機的欠

缺、不適當的數據資料、產品生命週期的縮減與當代生活消費物品貶值的速度等

原因，甚至是消費者仍普遍不清楚減量與回收間意義上的差別564，歐盟在制度上

的努力始終未見對於減量有太多的實質助益565，但歐盟始終將廢棄物體減量奉為

廢棄物體管理政策的首要之務566。 

除了在歐盟層級將之置於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的第一順位外，更基於

2008 年框架指令對會員國層級實施具體政策或操作經濟誘因有較佳效果之立場

567，要求各會員國在 2013 年底前盤點減量規範後，擬定包含可供評估進程使用

之質化及量化指標在內的廢棄物體減量計畫（waste prevention programme）568。

2018 年修正指令在此基礎上，透過將 2008 年框架指令附件四的減量措施範例升

級，並納入指令條文中569，要求各會員國在實踐減量的大方向上，至少應支持並

促進永續的製造及消費模式，鼓勵設計、製造及使用具資源效率、耐用、可修理、

可再使用以及可升級之產品，促進使用重要原料之產品應避免其所用原料成為廢

棄物體。 

在所需基礎建設上，鼓勵再使用並建立得以促進電器、電子設備、紡織、傢

俱、包裝及建築材料等修繕與再使用之系統，也鼓勵在適當且不違背智慧財產權

                                                
562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29. 
563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28. 
564 Hutner & Thorenz & Tuma, supra note 168, at 854-855. 
565 Andreas Bartl, Ways and Entanglements of the Waste Hierarchy, 34 WASTE MANAG 1, 2 (2015); 

Fischer, supra note 105, at 5-6, 8. 
566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supra note 543, at 2. 
56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35, at 7. 
568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29. 
569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0), para. 1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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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提高器械零件、使用手冊、技術資料或其他有助於維持產品品質之修

繕及再使用指示、設備或軟體之可取得性。在個別領域則鎖定工業製程及食物供

應鏈，前者應在 佳可行技術下減少金屬提煉、製造、拆卸過程中廢棄物體之生

成，後者則深入供應鏈細部環節，無論在初級產品階段或加工階段、零售、銷售、

餐廳或任何販賣食物之店家以及家戶皆應減少食物之廢棄，並鼓勵食物捐贈，且

將供人類食用之順位置於餵養動物及製作非食品產品之前。其他內容則包含連結

REACH 規章有關供應者提供資料之規範，停止生成並大規模移除海洋廢棄物體

以及提升人民減少廢棄物體、減少廢棄食物之意識。 

第二目  其他配套措施 

2018 年修正指令除了上開洋洋灑灑地從製造者端（產品設計、生產、分銷）

到消費者端的購買、使用階段甚至正確觀念之推廣依序列出許多可著力之減量措

施外570，鑑於循環經濟無毒物質循環之呼籲，立法者也同步進行橫向部門間之串

連571，要求歐洲聯盟化學局（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ECHA）應儘速建立並

維持依 REACH 規章第 33 條第 1 項572資料庫，並應開放權限予廢棄物體處置業

者及申請之消費者573，以嘗試解決下游業者無法取得商品內含化學物質之現實困

境574。也進一步以歐盟經立法程序之行為之位階，授權執委會訂定執行法規提出

具體指標，以供監控、評估廢棄物體減量措施成效之用575。另外，更鑑於食物在

生產鏈各環節不斷耗損以致於難以精準量化，歐盟立法者特別針對各國、各地區

                                                
570 Hutner & Thorenz & Tuma, supra note 168, at 842-843. 
571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38. 
572 Regulation No.1907/2006, Article 33(1): ‘Any supplier of an article containing a substance meeting 

the criteria in Article 57 and ident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9(1) in a concentration above 

0.1% weight by weight (w/w) shall provide the recipient of the article with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supplier, to allow safe use of the article including, as a minimum, the name of that 

substance.’ 
573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0), para. 2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0(2)). 
574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7, at 2-3. 
575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0), para. 7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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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異甚鉅之廢棄食物576，授權執委會以授權法規訂出一套通用方法及符合品質之

低標準，以補充 2018 年修正指令內容577。 

第二款  廣義回收再利用（recovery） 
在物質流源頭盡可能減量後，2008 年框架指令下個目標便是進一步提高歐

盟廢棄物體總體的回收率578，以實現 2005 年廢棄物體減量及回收主題策略之目

標，藉由將所有使用過的物質再度注入製程以形成物質流的密閉迴路，同時穩定

產業界的原物料供應鏈，將整個歐盟引領向回收社會。2018 年修正指令更意欲

將行動推展至循環經濟模式。 

第一目  概念及定義 

在定義上，立法者按照先前歐洲法院的見解，在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3 條第

15 項正面描繪廣義回收再利用之輪廓，係指「為任何措施，其主要結果為在單一

工廠或其他較廣闊的經濟活動中，以廢棄物體取代實現特定功能之其他原料或為

準備實現該功能之廢棄物體。附件二中有回收再利用措施之例示清單。」5792018

年修正指令更在定義中加上「物質回收再利用」（material recovery）580，以進一

步劃清廣義回收再利用之概念581。相對於此，本節第三項介紹到的 disposal（ 終

處置）在定義上則採取負面表述，係指任何非廣義回收再利用之措施582。 

                                                
57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1, at 14-15. 
577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0), para. 8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0(8)). 
578 ETC/SCP, Reports and publications, Europe as a Recycling Society: The European Recycling Map, 

p. 9-10 (Aug. 31, 2010), https://scp.eionet.europa.eu/publications; Fischer, supra note 105, at 4，依

照報告呈現的統計數據，當時歐盟整體回收率僅佔實際產生之廢棄物體的 38.2％；當然，各

會員國間執行情形落差甚大。 
579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5): 

’recovery’ means any operation the principal result of which is waste serving a useful purpose by 

replacing other materials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used to fulfill a particular function, or 

waste being prepared to fulfil that function, in the plant or in the wider economy. Annex II sets out a 

non-exhaustive list of recovery operations. 
580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3)(f)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5a)). 
581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9. 
582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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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可證，2008 年框架指令下的廢棄物體處置（treatment）是由廣義回收

再利用及 終處置二概念所組成的集合名詞583，是故邏輯上任何針對廢棄物體所

為的加工或處置行為皆在這其中二擇一；但也只能擇一584。其中的判斷，以是否

經歷附件清單所列之加工作為必要條件，與廢棄物體本身有害與否亦無關係585，

而必須依照具體個案中廢棄物體處置措施是否滿足廣義回收再利用定義中所謂

其主要目果在於實現特定有用目的，亦或是單純基於排除系爭物體而定。在定義

上精準區隔彼此，正是 2008 年框架指令重點之一586。 

再者，2008 年框架指令的定義之所以強調物質替代的場所得以及於更廣闊

的經濟活動，立意是將有高效率能源轉換的焚化歸類為廣義回收再利用之範疇587，

以替代原先使用之化石燃料。雖然未如國際標準 ISO14044 般區分封閉與開放迴

圈588，但仍希冀透過更細緻地分類成再使用前之處理、狹義回收以及其他回收再

利用措施，一方面增加勞動密集型在地工作機會，同時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589，

另一方面促進整體回收量成長等目的。 

相較於原始原料，經廣義回收再利用措施所取得之再生資源，往往受限於其

組成之有害特性或是低度可預測性，其加工及使用自須另受不同於原始原料的其

他管理590。另方面，為避免事倍功半，在收集的過程要確保在科技、環境、成本

可執行的條件下，落實廢棄物體的分門別類591，以提高在生物循環或是工業循環

中回收成果之品質，畢竟收集來的廢棄物體將會因其狀態及組成，決定後階段完

                                                
583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4). 
584 Judgment of the Court (Fifth Chamber) of 27 February 2002, Abfall Service AG (ASA) v. 

Bundesminister für Umwelt, Jugend and Familie, Case C-6/00, ECR 2002 I-01961, para. 62-63. 
585 Id, para. 67-68. 
586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19. 
58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31. 
588 Bartl, supra note 565, at 1. 
589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35, at 7. 
590 Tromans, supra note 23, at 136. 
591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41;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1)；反之，若結果論上，某些類型

廢棄物體無法藉由分門別類的收集帶來較適合後續處理之品質、更好的環境影響，或因為技

術上不可行、成本負擔完全不符比例等事由，2018 年修正指令特別在第 1 條第 11 項第 3 款

授權會員國得就此情形開啟例外；當然會員國須按當代技術水準定期審視此例外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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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的使用可能592。這其中相關之成本費用，通常會透過延長製造者責任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相關機制承擔593。為了達成此些目標，會員國

必須採取措施以確保經一連串努力收集而來之廢棄物體，在通常情形下並非以倒

入焚化爐作為終局結果594。 

廣義回收再利用制度 大的困難存在於整個機制的動力來源：市場595。關於

歐盟如何建立產業得以信賴的同質市場，本文將於下一節「廢棄物體性質之終止」

再行介紹。 

第二目  再使用前之處理（preparing for re-use） 

執委會在所提交的 2008 年框架指令第一版草案中，對於再使用（re-use）一

詞採取與包裝及包裝廢棄物體指令596相同的看法597，只涉及與已構成廢棄物體的

產品或零件有關之回收再利用措施。後經理事會立法審查，才在第 3 條名詞定義

下加入「再使用前之處理」，刻意區分二者598。 

在 2008 年框架指令的規範體系中，技術上來說，「再使用」仍是與財產管理、

保護、保存有關之行為599，屬於聚焦於物質流源頭的廢棄物體減量行為，而不屬

於廢棄物體管理範疇，即專指性質上非廢棄物體的產品或零件，以其起初被設計

的目的再度供使用的措施600。相較之下，「再使用前之處理」則毫無疑問是廢棄

物體管理機制的一環，係指使已經成為廢棄物體的產品或零件不再需要其他事前

的加工，即可供再使用的檢查、清理或修繕之回收再利用措施601，如是報廢腳踏

                                                
592 HAUSCHILD & ROESNBAUM & OLSEN, supra note 211, at 890-891. 
593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35, at 9. 
594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1), para. 4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0(4)). 
595 PIRES, MARTINHO, RODRIGUES & GOMES, supra note 548, at 51. 
596 Directive 94/62/EC，同註 304。 
597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upra note 437, at 10. 
598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509, at 5. 
599 Gregson & Crang & Laws & Fleetwood & Holmes, supra note 164, at 97. 
600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3): ’re-use’ means any operation by which products or components 

that are not waste are used again for the same purpose for which they were conceived. 
601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6): ’preparing for re-use’ means checking, cleaning or repairing 

recovery operations, by which products or components of products that have become waste are 

prepared so that they can be re-used without any other pre-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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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修理，或是舊機換新機的舊機清潔602。也因定義包含所謂「檢查」的行為在

內，使得整個回收再利用概念大大擴展603；簡言之，再使用係指原所有人仍有意

繼續使用物品所為之整理修繕，再使用前之處理則建立在原所有人意欲排除物品

而已進入廢棄物體收集系統之前提上604。綜上，原所有人所意欲處理之目標標的

是否係廢棄物體，遂成為二者間概念上之分水嶺。也因此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

指令進一步將第 11 條的條文名稱從「再使用及回收」改為「再使用前之處理及

回收」605，以符合整體條文安排上之體系邏輯。 

產品自出廠並經交易移轉所有權予消費者後，便進入個人資產的管理階段，

此階段尤其需要建立市場導向的延長製造者責任606。表現經濟論者認為在所有之

物品故障、毀損時，工業時期慣習的以購買新品替代原物品之作法，遠遠不如以

勞力密集型的產業小規模地修繕故障零件，以求保留 多原有材料的資源價值。

尤有甚者，後者修繕的需求更能同時創造出無分城鄉、大量在地技術取向的工作

機會607。因此，各會員國應該透過金融工具的操作、提高採購標準、促進相關廢

棄物體材料取得管道之便利或其他措施，以支持鼓勵再使用與相關修繕網絡、平

台之形塑608。 

第三目  狹義之回收（recycling） 

作為 2008 年框架指令修正重點之一609，狹義回收係指任何將廢棄物體再加

工而製成與原本目的相同或是其他目的之產品、材料或物質的回收再利用措施。

其中包括機材料的加工；但能源回收及為供燃料或回填之用所為加工，則不計入

610。這番詮釋並未以任何加工措施之特定性質或是特定方式作為判斷標準，是故，

                                                
602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30. 
603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61. 
604 PIRES, MARTINHO, RODRIGUES & GOMES, supra note 548, at 19. 
605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2)(a)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title of 

Article 11). 
606 PIRES, MARTINHO, RODRIGUES & GOMES, supra note 548, at 47. 
607 STAHEL, supra note 136, at 266-268. 
608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1(1), para. 1;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12)(b)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1(1)). 
609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18. 
610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7): ’recycling’ means any recovery operation by which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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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包含所有物理的、化學的、生物學方面的處理，只要加工後得以使物體除去

廢棄物體特性，並封閉該物質流迴圈，就可以為狹義之回收的一種措施樣態。反

之，若工序告段落後，物體仍處於等待進一步回收再利用措施之狀態，則此工序

（例如：拆除、分類、壓碎、壓縮、制粒、風乾等）僅能稱作回收再利用前之準

備階段（preparation prior to recovery）或是回收再利用前之預處理（pre-processing）

611。 

既然回收的目的是為了再製成新產品，無論升級或降級，其所用原料自然必

須擁有與原始原料相同等級的純度及品質，而這純化的步驟正是狹義回收 常面

臨技術困境之環節612。2008 年框架指令透過課予會員國建立符合環境、技術、經

濟的廢棄物體分類及收集流程，並列出以紙張、金屬、塑膠、玻璃作為優先處理

對象613，再加上建立整個歐盟通用的品質標準，希冀藉諸般手段提升並穩定再製

原料的品質，以建立廠商使用再製原料替代原始原料的信心。畢竟，市場上存在

足夠的需求，才是推動整體物質循環關鍵的要素614。 

第四目  其他回收再利用（other recovery） 

位列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第四順位的其他回收再利用措施，初始並未列在

執委會提付審查的草案當中。有關討論是在審查過程中經理事會諮詢時，歐洲經

濟社會委員會（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才建議應該要在框架

指令中清楚說明「能源回收再利用」（energy recovery）615。此概念早在 1991 年修

正指令的附件中便已出現，歐洲法院也曾在 2003 年 Commission v. Germany 案616

中表示：如措施的首要目的是使廢棄物體的大部分得用以發電，並且產出回收再

利用的能量大於燃燒所消耗的能量，而得供焚化爐立即以熱能，或轉換後以電能

                                                
materials are reprocessed into products, materials or substances whether for the original or other 

purposes. It includes the reprocessing of organic material but does not include energy recovery and 

the reprocessing into materials that are to be used as fuels or for backfilling operation. 
611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32-33. 
612 Frosch, supra note 59, at 42. 
613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1(1), para. 2-3. 
614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35, at 12-13. 
615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upra note 597, at 4. 
616 Judgment of the Court (Fifth Chamber) of 13 February 200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ase C-228/00, ECR 2003 I-0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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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式使用時，即滿足 ASA 案617所謂「主要目的在於實現特定有用目的」而為

廣義回收再利用中的一種措施618。 

不同於前開概念，立法者並未選擇在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3 條中明確定義，

而是另行使用其他回收再利用一詞。從條文之字句可再次佐證 2008 年框架指令

整體架構確實將回收再利用一詞做了廣狹的區分，將廣義回收再利用之概念扣除

位列再使用前之處理以及狹義回收後，其餘的回收再利用措施便歸類於此處所謂

之其他回收再利用。此分類尤其強調能源的回收再利用619，同時也是 廣泛使用、

多元發展的類型620。儘管過往司法實務認為廢棄物體自身的燃燒熱（calorific 

value）與是否構成回收措施無關621，但 終立法者仍將其納入 2008 年框架指令

附件二所列有關構成回收再利用措施等級所需之高能源轉換效率設備標準的計

算公式，作為區分「能源回收再利用」與「 終處置：焚化」二者之參數622，2018

年修法後仍維持之。除了能源方面的回收再利用，回填措施若滿足回收再利用之

定義且符合第 4 條及第 13 條的要求，亦計入此分類中623。 

第三款  終處置（disposal） 

與前項廣義回收再利用相同，2008 年框架指令一改以往僅以附件表列實務

操作的作法，嘗試以抽象描述進行 終處置之定義，但正如先前所述，相較於廣

義回收再利用直接定義，此處則是採取負面表述。 終處置，依 200 年框架指令

第 3 條第 19 項之規定，係指「任何非廣義回收再利用之措施，即使該措施有次

要的物質或能源回收為結果。」624並在附件一留下 1991 年修正指令有關實務操

                                                
617 Judgment of the Court (Fifth Chamber) of 27 February 2002, Abfall Service AG (ASA) v. 

Bundesminister für Umwelt, Jugend und Familie, Case C-6/00, ECR 2002 I-01961. 
618 Commission and Germany (Case C-228/00), para. 40-46. 
619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20. 
620 PIRES, MARTINHO, RODRIGUES & GOMES, supra note 548, at 53. 
621 Commission and Germany (Case C-228/00), para. 47; Judgment of the Court (Fifth Chamber) of 3 

April 2003, SITA EcoService Nederland BV, formerly Verol Recycling Limburg BV v. Minister van 

Volkshuisvesting, Ruimtelijke Ordening en Milieubeheer, Case C-116/01, ECR 2003 I-01439, para. 

51-56. 
622 PIRES, MARTINHO, RODRIGUES & GOMES, supra note 548, at 53-54. 
623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34. 
624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3(19): ’disposal’ means any operation which is not recovery even 

DOI:10.6814/NCCU2019007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作的例示清單，以供各會員國輔助判斷其認事用法625，其中 為人熟知並廣泛使

用的即為掩埋與屬非能源回收再利用之單純焚化。 

雖然位於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 後之位序，但毫無疑問仍係循環經濟必須

照看的一環，不僅因為 終處置將使廢棄原料消逝於經濟體及環境中626，這階段

同時也象徵著人類社會對於廢棄物體管理的 後一道防線，立法者要求各會員國

必須確保所有未經回收處置的廢棄物體，都應該在符合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13 條

保護環境及人體健康的標準下進行 終處置627。 

終處置與廣義回收再利用間之區別標準，簡言之便是措施是否滿足所謂

「主要目的在於實現特定有用目的」，而 終處置定義的後段文字亦反應了此一

判準。有趣的是，儘管定義上廣義回收再利用與 終處置乃一組互斥概念，但實

務上卻存在特定處置前後階段同時包含本應截然劃分的二者。對此，歐洲法院明

確說明處置不應視為一體，而應拆開評價。是故即便是「前階段回收再利用、後

階段將此種前階無法回收之剩餘為 終處置」的排列組合，前階回收再利用措施

的性質判斷亦不應受後階段影響628。 

第四款  例外情形：生命週期思考及評估 
然而究竟什麼措施對於環境而言是 好的選擇？整套廢棄物體管理系統費

盡心思尋覓的就是這問題的答案，而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只是輔助達成此一終

極目的普通原則629。換言之，若會員國可以證明，特定廢棄物體流在因其生成與

管理所造成之影響中，納入「生命週期思考」（life cycle thinking，以下簡稱為 LCT）

一併進行評量後，得出在背離前述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的情形下，方可獲致

                                                
where the operation has a secondary consequence the reclamation of substances or energy. 

625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52. 
626 PIRES, MARTINHO, RODRIGUES & GOMES, supra note 548, at 55. 
627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12. 
628 SITA (Case C-116/01), para. 41-43. 
629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Publications,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ly sound 

decisions for waste management－a technical guide to life cycle thinking (LCT) and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for waste experts and LCA practitioners, p.12 (2011), 

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eur-scientific-and-technical-research-reports/supporting-

environmentally-sound-decisions-waste-management-technical-guide-life-cycle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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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整體環境效益之結論時，於制度設計中就必須存在此種例外（2008 年框架

指令第 4 條第 2 項）630。 

由本項規定可約略感受到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的判斷，似乎是圍繞著生命

週期一概念展開。但究竟何謂 LCT，如何操作此思考方式，其與業界常用的 ISO 

14040 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以下簡稱為 LCA）間又存在著何關

聯？2008 年框架指令本身可謂隻字未提，以下即就此有關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

序例外情形為簡略介紹。 

第一目  生命週期評估作為量化生命週期之工具 

歐盟理事會曾經如此為 LCT 下定義：「LCT 是一個試圖辨識商品及服務當

中，是否存有較低環境影響或是減少整體生命週期中所費資源等可能改進之概

念。」631 

如此看來這是個很大的概念，但說穿了就兩個中心思想：其一，確保評估系

爭選項不會遺漏任何對環境之影響；其二，避免產生環境負擔的階段移轉（shifting 

of burdens）632。前者就字面文義解釋較易理解，後者強調的則是，在產品生命週

期中的某特定階段，某地區努力 小化其對環境造成特定影響時，也必須同時防

止其他階段及地區因此而產生其他影響633。以歐盟廢木材之處置為例，製作碎木

板以及將廢木材用於生質能兩者彼此間為一競爭關係，只考量廢木材的再利用會

影響到生質能的發電量，反之，則將導致更多樹木遭砍伐以填補碎木板產業的原

料缺口634。 

                                                
630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4(2): When applying the waste hierarchy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measures to encourage the options that deliver the best overall 

environmental outcome. This may require specific waste streams departing from the hierarchy 

where this is justified by life-cycle thinking on the overall impacts of the gen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uch waste. 
631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Publications, Makin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 Reality: A Guide for Business and Policy Makers to Life Cycle Thinking and assessment, 

p.6 (2010),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publications/index.htm (last visited Jun. 19, 2019). 
632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51. 
63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31, at 6. 
634 Marcus Knauf, Waste Hierarchy Revisited-An Evaluation of Waste Wood Recycling in The Context 

of EU Energy Policy and The European Market, 54 FOR POLICY ECON 58,59-6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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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 LCT 涵括從原料開採、製造、發售、使用，再到產品生命週期結束，

量化成得以供政策決定參考之數據，實務發展出許多分析工具，例如成本利益分

析（Cost-Benefit Analysis）、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ing）、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ing ）、 生 態 足 跡 （ Ecological Footprinting ）、 環 境 投 入 產 出 分 析

（Environmental Input-Output Analysis）。其中， 被廣泛使用的為 ISO 14040 定

義的「生命週期評估」（LCA），不僅全面，也 常被用於尚缺乏基礎研究的產品

領域，以其所用參數及評估結果作為供其他分析工具切入研究之破口635。 

第二目  生命週期評估的意義 

用以實踐 LCT 精神的 LCA，是一套立基於整體生命週期的視角，透過科學

方法量化人類文明與環境發生的所有物質流動，因此涵括了大量環境議題的工具

636。若再進一步參考 ISO 定義，可以更精準理解，LCA 是指針對產品系統整個

生命週期中的投入、產出以及潛在環境影響的評估637。 

自從 1960 年代生命週期導向的方法被提出後，LCA 便在方法論及應用面上

經歷了劇烈的成長。早期，主要是以原料會計及能源會計處理公眾關心的環境議

題，之後到了 1990 年代才逐漸延伸到量化所有對環境的潛在影響638。直到今日，

許多方法仍被討論、發展著，但至少整套方法根本的架構在 1997 年 ISO 14040

標準出現後已相當穩固，且為各界廣泛使用，其中也包括歐洲聯盟聯合研究中心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下簡稱為聯合研究中心）據此提出

的「國際生命週期數據系統（International Life Cycle Data system；ILCD）指引」

639。 

整套 LCA 大致可以切割成四個階段，分別是640： 

                                                
635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31, at p.13-1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51. 
636 HAUSCHILD & ROESNBAUM & OLSEN, supra note 211, at 11-13 
637 David Lazarevic & Nicolas Buclet & Nils Brandt,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Cycle Thinking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Waste Policy, 29-30 JCLP 199, 199 (2012). 
638 HAUSCHILD & ROESNBAUM & OLSEN, supra note 211, at 18-20. 
639 HAUSCHILD & ROESNBAUM & OLSEN, supra note 211, at 59-60. 
640 HAUSCHILD & ROESNBAUM & OLSEN, supra note 211, at 60-63；參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翻譯， 

https://cfp.epa.gov.tw/carbon/ezCFM/Function/PlatformInfo/FLConcept/FLFootLifecycle.aspx，

後瀏覽日：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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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了定義問題並釐清評估所欲做成之目的與施作範圍的目標與範疇界定； 

二、在前階段之範圍內，針對所有產品系統工序的消耗與排放進行的生命週

期盤查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 analysis）； 

三、透過環境科學，將前階段蒐集到的數據依各自所對照的「影響類型」進

行641生命週期衝擊評估（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以及 

四、依據問題分析及影響評估之研究結果，提出對初始目標的生命週期闡釋

（life cycle interpret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提高數據品質，這四個階段並非一單向線性流程，而是

透過各階段不斷提出反饋所形成由許多迴圈構成之流程。例如衝擊評估的發現可

以進一步精練待分析的問題，在影響評估與盤查分析中的待結論也得以回過頭去

修正一開始界定的範疇。每一次的回饋都將一點一滴地排除待結論中的不確定性，

直到其中的不確定性微小到不再構成對達成初始目標的障礙642。此外，為了做出

一足夠健全之終局決定，經 LCA 產出的生命週期闡釋仍須透過前述其他分析工

具補充不同面向之資訊643。 

第三目  生命週期評估於廢棄物體管理之應用 

前面無論是關於 LCT 或 LCA 的描述，都確實依附在「生命週期」的概念上，

但也正是此特點，使得整個方法論與廢棄物體之管理有些格格不入。詳言之，在

定義上，一旦符合廢棄物體定性並進入廢棄物體之處置階段，便等同宣告該物體

已達產品生命週期的盡頭（End-of-Life），此際根本無法鑲入通常 LCT／LCA（下

稱為「產品 LCT／LCA」）的作法。 

是故用於廢棄物體管理的 LCT／LCA（下稱為廢棄物體－LCT／LCA）遂對

此進行修正，比較範圍以廢棄物體管理階段為限，不再將廢棄物體產品前身的整

個生命週期納入計算範圍，藉此與產品 LCT／LCA 區別。僅有當管理措施選項

涉及重新投入二次原料進入產線時，才須例外將該產品之生命週期納入考慮。例

如回收再利用措施的二次原料致原始原料投入的減量時，評估該回收再利用措施

                                                
641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29, at 7. 
642 HAUSCHILD & ROESNBAUM & OLSEN, supra note 211, at 64-65. 
643 Simone Manfredi & Rana Pant & David W. Pennington & Andreas Versmann,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ly Sound Decisions for Waste Management with LCT and LCA, 16 INT J LIFE CYCLE 

ASSESS 937, 93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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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廢棄物體－LCT／LCA 便須例外將該產品製造階段納入計算母體644。也因此，

本質上非屬廢棄物體管理層面的減量措施，在適用的方法論上與其他層級措施所

用之 W－LCA 間，存在著基礎上的根本差異，而必須將物體所經上游所有工序

加入計算645。 

以減少寶特瓶重量（減量）為例，循環經濟面對的議題，源頭減量通常八九

不離十是 佳選擇，一來不會耗損資源，二來也不會產生後端廢棄物體管理相關

之環境影響。但這樣的推論一經 W－LCA 檢驗後，卻發現這樣的減量方法將產

生許多意料外的副作用。如寶特瓶的強度可能會隨著大幅減量一併下降，而導致

商品良率下降，也可能導致運送時需要更多更厚的紙箱防撞等。聯合研究中心用

這例子來說明在許多廢棄物體種類中，即使是如此直觀的作法都將因為納入更多

的資訊和層面而變得複雜，但不作如此通盤大範圍的計算便不可能產出 利益環

境的選擇646，這也才是立法者在 2008 年框架指令中以廢棄物體－LCT／LCA 正

當化例外情形的事由。 

同樣的狀況在其他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中也屢見不鮮，可能是更多因運送

產生的碳排放，或是品質下降所造成的淘汰量647。另外，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廢

棄物體－LCT／LCA 除了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4 條第 2 項得決定是否構成廢棄物

體處置優先順序例外，亦能用以判斷位列相同優先順序中的不同處置措施間之優

劣648，甚至彌補傳統廢棄物體管理實務上無法考量政策對其他部門所造成影響之

缺陷649。 

第三項	   	   歐洲法院實務操作	  

如此原則性的優先順序應如何於具體個案中適用，本文以 2013 年牽涉比利

時汽電共生發電裝置補助的 Industrie du bois de Vielsalm & Cie SA v. Region wallon

案650為例，介紹歐洲法院在判決中運用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的方式。 

                                                
644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29, at 8. 
645 HAUSCHILD & ROESNBAUM & OLSEN, supra note 211, at 891. 
646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29, at 13-15. 
647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29, at 16-20. 
648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29, at 1. 
649 Ewijk & Stegemann, supra note 545, at 126. 
650 Judgment of the Court (Forth Chamber) of 26 September 2013, Industrie du bois de Vielsalm & 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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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案件事實	  

本案原訴訟程序中之原告 Industrie du bois de Vielsalm & Cie SA 是一間位於

比利時瓦隆大區之鋸木廠的業者，被告則是瓦隆大區（Walloone Région）政府。

為了穩定廠房所需用電，原告在鋸木廠房中另外裝設汽電共生裝置以回收再利用

自家產出之廢棄物體。之後，原告以此套汽電共生裝置向被告機關申請環保認證

（green certificate）651時，遭被告以違反 1、使用木頭以外之有機燃料運作汽電共

生設備，2、所用工序具革新性以及 3、並基於永續發展之目的等三個構成要件為

由拒絕652。 

比利時 高行政法院認定被告機關就後兩個理由裁量有誤，但針對第一個理

由， 高行政法院認為比利時相關條文之系爭要件恐有違憲之虞，故停止原訴訟

程序聲請比利時憲法法院釋憲。隨後，比利時憲法法院將問題聚焦於瓦隆大區政

府關於環保認證之核發規定，以使用木材或木材以外之有機燃料為區分標準而有

                                                
(IBV) SA v. Région wallonne, Case C-195/12, ECL:EU:C:2013:598. 

651 Decree of the Walloon Region of 12 April 2001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reg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以下簡稱為 Decree of the Walloon Région）, Article 2(14): “green certificate”: transferable 

certificate granted to producers of green electricity pursuant to Article 38 and intended, by means of 

the obligations imposed on suppliers and managers of network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s 

producing green electricity. 
652 Decree of the Walloon Region, Article 38(2), (3): 

(2) A green certificate shall be granted for a number of kWh produced corresponding to 1 MWh 

divided by the rate of saving of carbon dioxide. 

The rate of saving of carbon dioxid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dividing the carbon dioxide saving 

achieved by the system in question by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the classic electricity 

production system, whose emissions are defined and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CWaPE. That rate of 

saving of carbon dioxide is limited to 1 for the production generated per plant above 5 MW. Below 

that threshold it is limited to 2. 

(3) However, where a plant using principally biomass, other than wood, derived from industrial 

activities carried on at the site of the production plant implements a particularly innovative process 

and acts with a view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may, after obtaining the opinion 

of the CWaPE on the particularly innovative nature of the process used, decide to limit to 2 the rate 

of saving of carbon dioxide for the entire production of the plant, adding together the power generated 

at the same production site, with an upper limit of 2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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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待遇之法定要件，是否違反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653第 20 條654及第 21 條655

有關平等原則為先決問題，聲請歐洲法院先行裁決（preliminary ruling）656。 

第二款	   	   歐洲法院見解	  

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中的平等對待及無歧視原則與我國平等原則的操作

大致雷同。相同的事應為相同的處理，不同的事除非有客觀上正當的事由，否則

不應為差別待遇。其中的可比性應依歐盟法之目的進行評估，其他相關的原則及

目標也應一併納入考量657。按此，可將問題簡化為：使用木材或木材以外之有機

燃料，是否為相同、可比較之事務？ 

歐洲法院藉由爬梳 2001 年再生能源促進指令（Directive 2001/77/EC）658以

及 2004 年汽電共生促進指令（Directive 2008/8/EC）659各別之目的及規範內容，

並且納入 2008 年框架指令的處置優先順序強化論述，認為：汽電共生總體的效

率及永續性受到許多變因影響，例如：燃料類型，也因此不同類型的有機燃料當

然必須獨立評價。相較於一般農業產品或家戶廢棄物，木材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

再生。再者，相關補助措施可能導致過度森林砍伐後果，亦應一併考慮。另一方

面，歐盟各法令之操作不應彼此衝突，若廢棄木材仍得再使用或進行狹義回收，

                                                
653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C 326, 26.10.2012, p. 391-407. 
654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0: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 
655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1: 

1. Any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any ground such as sex, race, colour, ethnic or social origin, genetic 

features, language, religion or belief, political or any other opinion, membership of a national 

minority, property, birth, disability, age or sexual orientation shall be prohibited. 

2. With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special provisions of those Treaties, any 

discrimination on grounds of nationality shall be prohibited. 
656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67。 
657 Industrie du bois de Vielsalm (Case C-195/12), para. 67. 
658 Directive 2001/7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September 2001 on the 

promotion of electricity produced from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 the interal electricity market, OJ 

L 283, 27.10.2001, p. 33-40. 
659 Directive 200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February 2004 on the 

promotion of cogeneration based on a useful heat demand in the interal energy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92/42/EEC, OJ L 52, 21.2.2004, p.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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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2008 年框架指令的處置優先順序，這些選項就應優先於透過汽電共生裝置

所進行之能源回收再利用。綜上所述，在補助機制的爭議中，木材與木材以外之

有機燃料並非相同事物，不存在可比性，比利時相關法令並未違反平等原則。660 

綜上，源頭減量及各式廣義回收再利用措施確實皆係當代廢棄物體管理著重

之焦點，但與此同時，歐盟立法者也意識到若巨觀環境保護此目標，真正關鍵的

核心應是 LCA 下各物體之 LCT。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只是實務上的快篩，法

制度上仍應保有彈性的例外條件。 

第三節  廢棄物體性質之終止 

廣義回收再利用制度存在於循環經濟模式中的終極目的，在於使物體在符合

高標準的環境保護以及經濟利益條件下，擺脫廢棄物體之定性，並重新投入生產

線以取代原始原料之使用。畢竟，各種回收再利用措施只是廢棄物體物質流中用

以達成 終目的之短暫過程661，2008 年框架指令遂提出「廢棄物體性質之終止」

（End-of-Waste status，以下簡稱 E-o-W），以補上整套管理系統中 後一塊拼圖，

作為廢棄物體究竟不再具有廢棄物體性質之判斷基準時，進而促進所有得以實現

回收再利用目的之廢棄物體處理措施662。之後理事會在經濟暨社會委員會之建議

下，於 2018 年修法審查時，再針對 2008 年框架指令 E-o-W 制度未獲成功之缺

點進行修正，而大致形成今日所見制度663。本文以下將先從與廢棄物體接壤的邊

際概念「二次原料」（secondary raw material）664開始談起。 

                                                
660 Industrie du bois de Vielsalm (Case C-195/12), para. 69-80. 
661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7, at 5. 
662 Antonis A. Zorpas, Sustainable Waste Management Through End-of-Waste Criteria Development, 

23 ESPR 7376, 7377 (2016). 
663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Opinion on the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Directive 2008/98/EC on waste’, OJ C 264, 

20.7.2016, p. 107;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institutional File: 2015/0275 (COD). 
664 二次原料雖然早在 1991 年版指令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被提及，指令卻從未對此多做解釋。

本文在此姑且依照指令上下文理解為：從【廣義】回收措施中所汲取的、可再供製程使用之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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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概論 
廢棄物體並不會一經 2008 年框架指令附件中所例示之任一回收措施後即必

然終止其廢棄物體之定性。畢竟，即使經歷過回收再利用措施而具備與原始原料

相同性質之物體，若持有者仍選擇拋棄、主觀上欲拋棄或是依規定應拋棄該物體，

則該物體在指令的定義下就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廢棄物體，更遑論許多時候即使是

典型的回收再利用措施，仍未能使物體具備與原始原料相同性質、可供相同使用

而因此終止其廢棄物體之特性，如此措施此際便只能被稱作「預處理」（pre-

treated）。也就是說，依歐洲法院於 ARCO 案中之見解，歐洲法院斬斷了一旦是

產自回收再利用措施的二次原料就必然不會是廢棄物體的推論，換言之，是否經

過附件中的回收再利用措施工序僅僅是參考的要件之一665。 

因為二次原料定義不精準，代表著歐盟內部從官方到業者，在廢棄物體管理

中無法就廢棄物體性質終止之判斷時點產生和諧一致之結論。各自為政、多頭馬

車的代價，往往是不同國家間的不同標準將造成回收再利用措施產出之物體品質

落差，且形成許多不必要的行政負擔，阻礙物體跨國境、跨地區的運送，進而造

成已支出相當成本資源，且符合標準的二次原料無法交由 適合的使用者以 高

價值的方式利用。供二次原料流通的市場為由下而上支撐著循環經濟的關鍵666，

但欠缺此制度，這一串連鎖反應不只使得歐盟各會員國整體回收率降低，也造成

消費者相較於使用原先可預期品質之原始原料，根本沒有使用二次原料的信心，

廠商欠缺投資相關回收技術的誘因，而循環反應在持續探底的回收成績上667。 

歐洲議會曾在修正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的審議過程中，建議理事會應該要

藉由立法給予二次原料明確的法律地位，以促進產業回收668，但理事會當時並未

採納此意見，以致留下廢棄物體之定性缺口，逼使往後實務自行發展669。直到

                                                
665 ARCO (Joined Case C-418/97 and C-419/97), para. 91-96. 
666 PIRES, MARTINHO, RODRIGUES & GOMES, supra note 548, at 130. 
667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Publications, End of Waste Criteria Final Report, p. 

18-20 (2009), 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eur-scientific-and-technical-research-

reports/end-waste-criteria. 
668 European Parliament,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s amending Directive 75/442/EEC on waste, 

OJ C 158, 26.6.1989, p. 232-233. 
669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45-46， 終僅在 1991 年版指令中加入 Article 3(b)(i)，課予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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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框架指令，立法者才在第 6 條670以降羅列系統方法 E-o-W 的 4 個關鍵條

件（conditions，下稱為 E-o-W 條件）作為指引，透過條件的累積為廢棄物體性

質終止時點的判斷，提供一歐盟層級之指引。本條規定：「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措

施，確保經回收措施或其他回收再利用措施處置且符合以下條件之廢棄物體，終

止其廢棄物體性質之認定： 

一、物質或物體被用作特定用途； 

二、物質或物體存在市場或需求； 

三、物質或物體符合特定目的之技術要求，並且滿足適用於產品的法令與標

準； 

四、物質或物體之使用不會導致對環境或人體健康的負面影響。」 

單從條文文意之初步理解，即可注意到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6 條列舉之所有

條件，幾乎圍繞著廣義回收再利用措施的目的及要件。在如此條件設定下，廣義

回收再利用措施甚至可以被單純看作是一個檢查物體是否已達到 E-o-W 之過程

671。再者，須稍加注意的是，此制度也同時隱含著宣告物體一旦滿足 E-o-W 各式

要求而正式擺脫廢棄物體之性質時，作為管理化學物質之母法 REACH 規章以及

前述其他規範產品行銷之法規，即應無縫接軌地適用672。 

                                                
應採取適當措施促進以萃取二次原料會目的之回收措施。 

670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6(1);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6)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6(1)):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waste which has undergone a recycling or other recovery operation is considered to have cease to be 

waste if it complies with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is to be used for specific purposes; 

(b) a market or demand exists for such a substance or object; 

(c)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fulfils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s and meets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and standards applicable to products; and 

(d) the use of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will not lead to overall adverse environmental or human health 

impacts. 

本文及第一款經 2018 年版修正指令變更，並刪除第二段有關「此一標準應在必要之處包含污

染物的極限值，並將系爭物質可能產生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納入考量」之文字。 
671 Directive 2008/98/EC, Recital 22 sub-para. 2. 
672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6)(c)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6(5));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Health, Welfare and Sport, The 

Netherlands), supra note 106,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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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裡尚有組專有名詞需要先稍做區分：E-o-W 條件及 E-o-W 標準（E-

o-W Criteria）。前者是 2008 年框架指令訂第 6 條中所列的四個大範圍條件，詳

細內容將於下一項進行說明。後者依據聯合研究中心之定義，則是指在 E-o-W 條

件範圍內，原則上由各會員國設立，用以規範產自廢棄物體之二次原料所必須滿

足的、擔保其使用不損害人類健康或是環境的所有要件673。歐盟在此擔任的角色

是監控 E-o-W 標準在會員國發展之情務，並且應評估是否有建立一歐盟層級 E-

o-W 標準之必要。但這並不會影響到 終對於物體是否滿足所有 E-o-W 條件而

擺脫廢棄物體性質之判斷，此仍是屬於會員國之權限，由其依據所掌握之相關資

訊進行個案判斷674。 

E-o-W 標準聚焦在如何把關二次原料之品質，其中的變因可能牽涉不同的性

質、組成、污染物臨界值等，關於其他更多樣的操作，本論文將於本節第三項再

析述之。由對於 E-o-W 標準之定義便可預見因各式二次原料本質上之差異，以

及連帶影響到個別使用對環境不同層面之影響，E-o-W 標準很明顯的會是一系列

依據特定二次原料所分別訂出之標準，並非、也不可能是一放諸四海皆準的規範

675。 

第二項  廢棄物體性質終止之條件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6 條所列 4 個 E-o-W 條件按其內容大致可分成兩大組。

條件一與條件二彼此性質互補，可以透過證明物體之市場價格，具實體市場相關

之供給及需求，或是確實存在交易規格及標準，以判斷是否滿足條件之需求676。

既然回收再利用措施是為了將在物質流源頭無法透過減量措施而消彌掉的廢棄

物體重新投入下一輪的製程，對於以物體取代原始物質的需求便必須存在，以避

免經加工後的物體又因乏人問津而再度淪為廢棄物體。換言之，這兩個條件摒除

了預先為市場上尚不存在需求或是供需尚不成熟之原料建立標準之可能677。但不

可否認的是，此種法定條件確實存有「雞生蛋，蛋生雞」此等悖論之可能，畢竟

                                                
67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17. 
674 Directive 2018/851, Recital 17. 
675 Zorpas, supra note 662, at 7387;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17. 
67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23. 
677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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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充滿創意的革新技術確實可能創造出需求，甚或重新定義整個市場，而非僅

僅呼應原有的供需市場678。 

條件三以及實現司法實務見解679之條件四，則係建立在相同的規範邏輯上，

亦即著眼於所有回收再利用措施之產出目標皆在於「取代製程中原欲使用之原始

原料」此一要件。在當代風險社會中，不只廢棄物體，各國幾乎對於所有物品的

製造皆有相當程度針對品質或用料等方面之管制規範，尤其歐盟近年又特別重視

循環經濟模式，廢棄物體與非廢棄物體轉換間法制之接壤更是重要。既然身處在

一競爭的公開市場當中，目標大規模取代原始原料之二次原料，自然免不了必須

與原始原料適用相同標準680。也就是說，企業或任何持有者必須嘗試向市場證明，

所產二次原料確已達到與市場上用於相同目的之原始原料所需符合之所有技術

規格或標準，且相較於在廢棄物體管理體系下利用，在通常商品管制下之使用並

不會對環境或人類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這樣的條件其實也不過是在實現前述所

謂回收再利用措施必須要使所產出之物體在不需其他加工的前提下便可供使用

681，以及後續利用必須合法682的限制。 

第三項  建立廢棄物體性質終止之認定標準 
關於 E-o-W 標準之建立，以下便按聯合研究中心所做報告的順序介紹之。 

第一款  建立認定標準之前置作業 

聯合研究中心從過往針對堆肥、廢金屬等個案研究中，得到「為了有足夠資

料供建立 E-o-W 標準做判斷，需要大量的細節資訊」之結論。儘管每種物質流所

需的精準數據類型或有差異，但聯合研究中心仍統整出幾項必須獲得之資訊，依

其性質大致區分成三大類683： 

第一類資訊是與系爭物體之物質流有關，包括所有相關物質流與需進行之加

                                                
678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47. 
679 Opinion of Mr. Advocate General Jacobs delivered on 24 April 1997, ECR 1997 I-07411, para. 79-

80; CALSTER, supra note 478, at 47. 
680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7, at 2. 
681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52, at 23. 
68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16. 
68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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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為。前者係指物體來源之辨識及簡易描述、典型組成、數量統計、分類收集

之範圍，即每種應用類型的需求量。後者則指廢棄物體轉換為二次原料所需經過

的回收措施，可能是所用工序及技術之描述、過程中之排放量及動力消耗與其中

之廢棄物體流。 

為確保 終產出之 E-o-W 標準符合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6 條所列條件三及條

件四，第二類資訊以品質擔保作為核心。首先，須盤點所有國家及國際的相關立

法。為了評估所提 E-o-W 標準之影響，以及為了在標準中導入預防措施，必須盤

點廢棄物體及非廢棄物體主管法規，甚至後續使用所必須滿足包含產業標準及使

用者在內之規格限制。再者，聯合研究中心直指，須另外盤點現有針對相同或近

似原料之品質擔保機制。 

第三類資訊則圍繞著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6 條所列條件一及條件二，亦即關

於二次原料之後續使用，包括當代及潛在用途與現存市場及改進之預期。前者除

了針對二次原料之性質或涉及運送、使用過程所產出之環境風險，或者其再度面

臨使用後生命週期等利用上之技術限制外，尤其須評估其替換業界原慣習使用原

料之可能性，這強烈依賴業界對於現行原料使用狀況之之量化數據。後者則是強

調必須先行瞭解每一種二次原料欲進入市場之地理區位條件以及其中價格之彈

性。因為這些特性會深深影響原料之輸入或產品之出口、運輸之成本、可能採取

之替代措施、競爭原料之存否、可以替換之自然資源、是否存有其他利用方式之

潛在市場，甚或進一步拓展新市場之可能。 

第二款  廢棄物體性質終止認定標準之可能參數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在第 6 條以下另外課予執委會應監控 E-o-W 標準

在會員國發展情形的義務，並且應評估是否有建立歐盟層級 E-o-W 標準之必要。

若評估結果呈肯定結論，則執委會應以執行法規建立統一適用於特定類型廢棄物

體之細部標準（detailed criteria），若會員國已先為規範，則執委會應將此現存之

規範納入參考，且此標準尤其須將 嚴格之環境保護要求作為出發點684。反之，

                                                
684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6)(b), para. 2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6(2))；節錄部分條文如下: 

   paragraphs 2, 3 and 4 are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2. The Commission shall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nd-of-waste criteria in Member States, 

and assess the need to develop Union-wide criteria on this basis. To that end, and wher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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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執委會未選擇設立歐盟層級之 E-o-W 標準，則各會員國即可依照同條第 1

項所列條件設立自己國內之細部規範685。 

理想上，只要得以確保待檢驗之物體符合關於品質規格之標準，即算達成 E-

o-W 制度所設定之目標。但若再考量當代廢棄物體管理講究源頭管理之觀點，無

論從技術可行性或是經濟可行性切入，相較於設立單一品質規格標準而言常常存

在更有效的管理措施，甚至藉由靈活排列組合應用於不同階段之措施，亦有機會

產出意料之外的成果。本文以下介紹由聯合研究中心提出的可用參數，以供歐盟

及會員國建立標準時參酌。 

聯合研究中心按照廢棄物體於回收措施中行徑之階段，依序列出幾個可能介

入之時點：原料輸入時、回收再利用措施加工時、回收再利用措施完成時，以及

後端利用二次原料時。 

第一目  針對投入之原料 

有鑒於廢棄物體的組成往往來自各式來源，可以預期主管機關可能針對特定

原料（即準備進入回收再利用措施之廢棄物體）來源設下 E-o-W 標準，意即將某

些原料自始隔離於所有回收再利用措施以外。 

若單就廢棄物體再利用之技術及經濟可行性進行判斷，組成複雜之廢棄物體

勢必遠不如特定來源且單一組成者。當然，後者多半因此種於回收再利用措施中

附帶之高成本問題。 

                                                
the Commission shall adopt implementing acts in order to establish detailed criteria on the uniform 

application of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paragraph 1 to certain types of waste. 

……（此段內容因應論述需求，將於註 691 再行引註與說明。） 

Those implementing acts shall b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amination proced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9(2). 

When adopting those implementing acts, the Commission shall take account of the relevant criteria 

established by Member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 and shall take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most stringent and environmentally protective of those criteria. 
685 Directive 2018/851, Article 1(6)(b), para. 3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6(3))，節錄部分條文如下: Where criteria have not been set at Union level under paragraph 2, 

Member States may establish detailed criteria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paragraph 1 to certain types of waste. Those detailed criteria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ny possible 

adverse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 impacts of the substance or object and shall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laid down in points (a) to (e) of paragrap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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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研究中心是故認為必須針對每種有潛力產出 E-o-W 之二次原料的廢棄

物體流，訂出相對應之危險物質。有了此番理解，才能接著評估是否仍有其他在

執行回收再利用措施階段可用以控管此一危險之工具。也就是說，當主管機關透

過加工程序之控管或是制定品質標準便足以擔保符合 E-o-W 標準之二次原料之

安全性時，就不適合再以自始排除特定來源之方式進行管制。畢竟盡可能搜羅這

個社會產出之廢棄物體並將其重新注入物質流，正是循環經濟觀點一再強調之操

作重點686。 

第二目  針對加工工序及技術 

一旦原料符合使用規格，緊接著便正式進入回收再利用的加工階段。此際採

用之控管手段可能是針對技術上的特定參數，亦或是其中關鍵的工序步驟。當然，

既然是回收再利用措施相關環節，主管機關無論於其間採取什麼樣的控管，毫無

疑問地仍須在廢棄物體法令之規範下進行。 

相關措施，具體言之，如在工序上，從 基本將待利用之廢棄物體分揀出可

用原料與廢品。在檢測上，甚至單純如不同時點之人工目測。對於來源、種類混

合的情形，也有如化學處理、生物程序、粒度縮小等許多更複雜的加工及品質控

管工具可供選擇。反之，對於經分選、組成較為單一之廢棄物體，所用之關鍵參

數也可能包括必要的工序、化學物質，或如溫度、酸鹼值等實體標準。值得多加

注意的是，聯合研究中心認為一旦當主管機關得透過制定品質標準擔保產品安全

性時，則得選擇不動用此種工序與技術面之控管手段687。 

第三目  針對產品品質 

針對經回收再利用措施加工處理之廢棄物體設定一定門檻之品質標準一直

以來都是 直觀的管制方式；但無論是抽樣或分析管制相當昂貴，頻率越高成本

將越嚇人。 

這類品質標準往往有個特點，便是市場上供需兩端可能早已在此標準上發展

出相關製造面或使用方面之系統。就此，任何 E-o-W 標準皆必須確定這些需求

以維持市場機能。此外，必須做好辨識與記錄之工作，尤其每個標準之法規及地

                                                
686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24-25. 
687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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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礎，例如 E-o-W 標準究竟是放諸四海皆準之國際通用標準，抑或僅是貿易

雙方間同意使用， E-o-W 標準僅適用於產自廢棄物體之二次原料，抑或者是適

用於市場上所有居於競爭關係之產品。即使不存在任何國家層級或國際層級之 E-

o-W 標準，會員國也必須評估每種二次原料之儲存、運送、加工及使用之環境風

險，並思考從這些風險相關之分析中訂出污染物臨界值、 大雜質含量等標準688。 

第四目  針對二次原料潛在之應用方式 

雖然將潛在利用方式納入考量是為了證明市場、需求或是與此利用方式相關

之環境風險存在，但聯合研究中心亦毫不諱言 E-o-W 標準無法實際上規範或控

制任何利用方式，就算藉由法令加上與 初廢棄物體法令相當、甚或更大之負擔，

也無法為 E-o-W 標準帶來明顯的好處。畢竟，E-o-W 標準適用於物體身為廢棄

物體至終止此定性之期間，一旦物體終止其廢棄物體之定性，即不適用廢棄物體

法令，應依通常的商品管理，並適用通常污染控制法令。且事實上，絕大多數物

體皆是以二次原料之形式重回生產鏈。反之，若堅持以 E-o-W 標準進行潛在利

用之管理，反向推論將得出此些利用方式仍適用廢棄物體法令。例如經堆肥產生

之肥料只能在施用於農田的瞬間才能認定終止其廢棄物體之定性，這種解釋將失

去 E-o-W 制度之精神。 

一旦後續利用方式不再受廢棄物體相關法令規範，是否將造成環境風險上的

漏洞？聯合研究中心認為，在絕大多數情形，無論物體是否為廢棄物體，其使用

皆會受相同管理。只有在少數直接用於環境中之情形，例如於土壤中使用堆肥，

才會有同時受非廢棄物體相關法令以及廢棄物體相關法令同時管理之可能。畢竟，

依據框架指令訂出之 E-o-W 條件，即使是非廢棄物體相關法令，亦須以相當於

E-o-W 標準足以保護人類健康以及環境之程度進行規範設計689。 

第五目  品質控管程序690 

從原料輸入到回收措施加工、完成，再到後端利用二次原料時，E-o-W 標準

透過管控回收機制的每一個環節以說服需求者，原料事實上確實已達到應有之使

                                                
688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26-27. 
689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27-28. 
690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supra note 667, at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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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標準，且應有經外部公正第三方核實之品質擔保機制進行驗證。 

品質擔保機制擔保的是廠商操作之加工工序，而非 終產出二次原料之品質，

尤其重視每個製造環節中清楚、且得經審核之相關紀錄。這樣的擔保機制可能包

括一系列涵蓋所有業界關鍵工序之程序、確保有效與否之監控程序、儲存足夠紀

錄、必要時對於瑕疵品之檢驗、個別程序之定期審視，以及促進其持續改良。特

別注意的是，聯合研究中心強調這樣的一套品質擔保機制本身也須受公正第三方

或外部人檢驗或提供幫助，而 ISO 9000 是業界 廣泛使用之標準。 

上述由聯合研究中心所提出各式 E-o-W 標準可用參數，很大一部分在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訂定時便已收入作為規範內容。有關先前提及指令授權執委

會得藉由執行法建立統一適用於特定類型廢棄物體之細部標準，以及會員國在執

委會未設立時可取而代之的規範─立法者直接寫明：「細部標準應確保環境與人

體健康之保護，並促進自然資源的謹慎、理性使用。其內容應包括： 

一、經許可，適合投入回收再利用措施之廢棄物體； 

二、經許可之加工及技術； 

三、對於產自回收再利用措施之二次原料的品質標準，須符合包括污染物臨

界值在內的業界產品標準； 

四、對於用以證明符合包含品質控管及自我監控在內 E-o-W 標準之管理系

統的要件；及 

五、聲明一切符合標準之要件。」691 

                                                
691 此處條文內容是接續前註 Directive 2018/851, 684 Article 1(6)(b), para. 2 (e.g.	 Consolidated 

version Directive 2008/98/EC, Article 6(2)):  

Those detailed criteria shall ensure a high level of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and facilitate the prudent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y shall include: 

(a) permissible waste input material for the recovery operation; 

(b) allowed treatment processes and techniques; 

(c) quality criteria for end-of-waste materials resulting from the recovery operation in line with the 

applicable product standards, including limit values for pollutants where necessary; 

(d) requirements for management systems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the end-of-waste criteria, 

including for quality control and self-monitoring, and accreditation, where appropriate; and 

(e) a requirement for a statement of 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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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2008 年框架指令關於廢棄物體之定性，除了正面列舉定義各要件外，亦嘗

試區分副產品此邊際概念。並且透過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的明文，訂出整套廢

棄物體管理措施的大原則，在這過程中，歐盟立法者亦意識到任一管理措施背後

真正重要的判準是 LCT。 後，鑑於物質循環封閉物質流的目標，經管理措施處

理過之物質是否得重新注入生產鏈而終止其作為廢棄物體之認定，端看其品質是

否達到品質標準，而 2008 年框架指令藉由訂定 E-o-W 條件之方式，規範各物體

所用標準應符合之 低條件。 

在部分產官學的合作下，循環經濟模式嘗試扭轉線性經濟自 18 世紀工業革

命時起所主導之物質使用方式。面對此等規模之改變，單一企業實獨木難支。歐

盟在意識到循環經濟模式潛在的龐大利益後，遂在 2015 年循環經濟包裹，積極

推動 2018 年廢棄物體修正指令及其它修法，當中無論是更具體的源頭減量計畫

或是授權法規與執行法規於細節處更靈活的規範手段，皆試圖更進一步將歐盟回

收社會強化為循環社會。 

若以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2018 年修正指令所彰顯之循環經濟精神，來檢

視我國現行之廢棄物體管理法制，尤其是法律位階之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

利用法，甚或行政院曾提出之二法合一草案版本，將會發現我國立法者自始便未

釐清循環經濟模式下之物質循環與廢棄物體管理間應有之連結，仍待改進的環節

相當繁多。綜上，本文以下將以我國現行實定法之觀察檢討開啟第五章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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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廢棄物體管理法制之觀察

及檢討 

有關我國廢棄物體管理之法制建構，若以當代形式意義的法律待之，可回溯

至 1974 年 7 月 26 日經總統公布之廢清法，但若聚焦於回收再利用之觀念轉型，

則是 1988 年修法後方首見於廢清法。直到 2002 年 7 月 3 日資再法公布後，今日

所見二法共管之法體系才真正成型。雖經數度修法，但今日這套廢棄物適用廢清

法、再生資源適用資再法的二元體系，卻仍受制於傳統線性經濟的思維。在瞭解

歐盟立法者是如何在循環經濟模式的指引下，建構其物質循環法制後，本文嘗試

藉此觀點重新審視我國現行廢棄物體管理法制，並盤點較具代表性之修法草案中

可能存在之問題，嘗試在循環經濟物質循環的脈絡中，提出重新建構我國廢棄物

體管理法制之藍圖。 

第一節  現行法之規範及司法實務見解 

為了有系統地釐清我國的廢棄物體管理法制，本文以下先對於現行法規範及

相關司法實務見解此二視角切入檢視。 

第一項	   	   現行法之規範	  

國內在環境保護事務上，除了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將其與經濟、科

學發展並列，而為基本國策的兼籌並進條款外，便是以成為國內環境保護政策基

本方針為宗旨之環境基本法（以下簡稱為環基法） 具原則確立的代表性692。有

關現行法之觀察，本文即以環基法與建構現行廢棄物體管理法制之廢清法及資再

法為主要觀察標的。 

第一款	   	   環境基本法	  

基本法於近幾年的立法成果中，絕對算得上是立法熱點。儘管學者蘇永欽批

                                                
692 李建良，環境基本法的理念與規範取向，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4 期，2000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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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基本法以法律取代本應為政策方針之事項的作法，腐蝕了法治693，行政院法規

委員會亦作出不甚贊同之聲明694，但仍止不住基本法的規範趨勢695。本文無意針

對基本法存在與否之應然爭議進行深究，亦不打算爭執其法秩序位階高低之實然

問題，而是著眼於基本法在國內重要政策領域上宣示基本方針與綱領等事實上特

性，以及引導後續實施法與詮釋觀點之可能性696之上，探討環境基本法中對於循

環經濟所採之態度。 

環基法開宗明義地在第 1 條便敘明追求永續發展之立法目的，在第 2 條接

軌國際對於永續發展之定義697，並在第 3 條訂出當經濟、科技與環境發生齟齬

時，環境優先的權衡原則。 

廢棄物體管理在此基礎上，環基法第 5 條第 1 項即規定：「國民應稟持環境

保護理念，減輕因日常生活造成之環境負荷。消費行為上，以綠色消費為原則；

日常生活上，應進行廢棄物減量、分類及回收。」同法第 6 條第 1 項則另行規

定：「事業進行活動時，應自規劃階段納入環境保護理念，以生命週期為基礎，

促進清潔生產，預防及減少污染，節約資源，回收利用再生資源及其他有益於減

低環境負荷之原（材）料及勞務，以達永續發展之目的。」 

可以注意到，立法者在事關環境保護政策基本方針的環基法上，刻意區分事

業及事業以外之國民，而分別課予不同面向及強度之行為義務。針對事業，著重

在以生命週期思考為基礎之清潔生產；對於事業以外之國民，則聚焦在相對普及

的日常生活及消費行為。 

環基法諸般規範，無論是強調廢棄物減量措施或是注重生命週期、清潔生產

等思維於企業運作過程中之功用，毫無疑問地包含著推動循環經濟模式的野心。

                                                
693 蘇 永 欽 ， 基 本 法 怎 麼 個 基 本 法 ？ ， 司 法 周 刊 ， 2000/8/30 ，

https://www.judicial.gov.tw/jw9706/PDF/0995.pdf。 
694 行政院全球資訊網，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92.93.年度諮詢會議有關法制事項之結論或共識，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30/22242/20051218174532467.pdf， 後瀏覽日：2019/6/19。 
695 我國自 2002 年公布環境基本法後，陸續制定教育基本法、通訊傳播基本法、科學技術基本

法、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及文化基本法，目前共計有 7 部基本法。 
696 蔡秀卿，基本法之意義與課題，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編輯委員會編，當代公法新論（中）─

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2002 年，頁 246-248；林孟楠，基本法與行政領域

之法統制－日本法及臺灣法之比較研究，華岡法粹，61 期，2016 年，頁 121-124。 
697 環境基本法第 2 條第 2 項：「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

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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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限於其基本法之定位，環基法所追求之政策方向仍須仰賴其他個別實施法之制

定或修正，始得實踐其原則性、綱領性之目標。而在廢棄物體管理一事上，國內

現行具體之實施法便是廢清法及資再法二法。 

第二款	   	   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規範	  

我國今日廢清法專司廢棄物清除，資再法專職回收再利用相關措施此一分野，

正是中央主管機關意識到廢棄物體循環利用之重要性後的積極作為，但卻並非自

始便是廢清法及資再法二法共管的法制結構。 

第一目  概述 

臺灣在經歷亞洲四小龍時期的爆炸成長後，人均廢棄物的質與量亦隨著整體

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活條件改善而水漲船高，導致當年致力於末端清除與處理的廢

清法在適用上根本杯水車薪。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環保署遂於 1988 年立法院三

讀通過增訂廢清法第 10 條之 1698，正式以公權力介入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 

之後，有鑒於單以廢清法第 10 條之 1 一個條文規範整個回收再利用的作業

實在過於勉強，立法院遂於 2002 年三讀通過資再法699，故呈現今日所見二法割

裂共管之管理法制。 

但從立法院修法審議過程之委員會紀錄以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命令

皆可注意到，無論是廢清法第 10 條之 1 單一條文的年代或是廢清法、資再法二

法共管的今日，廢清法條文所指之回收皆僅指分類並收集的行為，而不包括後續

處理與各式再利用措施在內700。如此缺漏直到資再法公布生效後，我國才在法制

上真正建立具備物質循環意義之回收再利用管理架構。 

綜上，立法者透過資再法源頭的減量措施及再生資源的再利用，搭配廢清法

                                                
698 1988 年新修訂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

以產生左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

製造、輸入、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 

一、不易清除、處理。 

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699 陳慈陽，前揭註 15，頁 10-11。 
700 立法院公報，前揭註 14，頁 204，環保署署長簡又新發言；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10 款：「回收：指將一般廢棄物中之資源垃圾、巨大垃圾及廚餘分類、收集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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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強制管制的廢棄物清除與處理，共同形塑我國物質循環管理法制。以下便以

事關治理核心的廢棄物與再生資源之定義、處置優先順序及廢棄物性質終止之認

定等主題，整理廢清法與資再法中之相關規範。 

第二目  廢棄物之定義 

廢清法本未就廢棄物為任何定義，而僅將其分為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二

種類型。直至 2017 年，立法者才意識到廢棄物與資源間模糊之關聯導致第一線

執法人員認事用法的分歧701，遂在廢清法第 2 條第 1 項為廢棄物之定義：「本法

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值得注意的是，上開條項第 3 款所指之客體似乎牽涉到歐盟 2008 年框架指

令第五條所謂副產品之判準，至少與歐盟在判斷是否為主要產品或生產殘餘一事

上多有雷同。 

立法者於 2017 年修法時，有鑒於國內業者堆置爐石之舉措，殷鑑不遠，特

別在廢清法中新增一種擬制的廢棄物類型702，即針對定性為非廢棄物之事業產出

物增訂廢清法第 2 條之 1：「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

為廢棄物：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

體健康之虞者。 

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綜觀廢清法第 2 條第 1 項與第 2 條之 1，無論是正面界定或在規範上釐清實

                                                
701 立法院公報，前揭註 20，頁 154-155。 
702 立 法 院 公 報 ， 105 卷 42 期 ， 總 號 ： 4339 ， 2016 年 ， 頁 228-231 ；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5/42/LCIDC01_1054201.pdf， 後瀏覽日：

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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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面臨事業產出物與廢棄物間矛盾之嘗試，制度上，立法者已就不同角度建構

廢棄物之意涵。 

第三目  再生資源之定義 

二法架構中，相對於廢棄物則是資再法所欲規範之標的－再生資源。依資再

法第 2 條第 1 款所列之定義，再生資源係指原效用減失之物質，具經濟及回收再

利用技術可行性，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資再法第 15 條

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5 項之規定，公告或核准為再生資源項目而得再使用或再生

利用者。但國內目前已列為再生資源之物質類型仍然相當有限，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僅有 3 個部會分別公告 8 項再生資源項目703，分別為： 

1、經濟部704：水淬高爐石（碴）、鈦鐵礦氯化爐碴； 

2、環保署705：鐵、銅、鋁、玻璃、塑膠； 

3、內政部營建署706：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 

再者，即便物質一開始在定性上符合再生資源之要件，立法者為避免業者未

妥適再利用後，又援引資再法作為免除廢清法裁罰規定之卸責依據707，遂在資再

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另一種擬制的廢棄物類型：「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

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如此規範，似

乎代表範圍已極度限縮之再生資源，相當容易又淪為廢棄物。此外，當再生資源

                                                
703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資 源 回 收 管 理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 問 與 答 ， 再 生 資 源 管 制 ；

https://recycle.epa.gov.tw/epa/ShowPage2.aspx?sno=1009&subsno=32， 後瀏覽日：2019/6/19。 
704 經 濟 部 於 2004 年 1 月 16 日 訂 定 發 布 經 濟 部 再 生 利 用 之 再 生 資 源 項 目 及 規 範 ；

https://law.moea.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6714， 後瀏覽日：2019/6/19。 
705 環保署於 2006 年 10 月 12 日訂定發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管理方

式 ； https://riw.tgpf.org.tw/files/laws/other-

2/%E8%A1%8C%E6%94%BF%E9%99%A2%E7%92%B0%E5%A2%83%E4%BF%9D%E8%A

D%B7%E7%BD%B2%E5%86%8D%E7%94%9F%E5%88%A9%E7%94%A8%E4%B9%8B%E5

%86%8D%E7%94%9F%E8%B3%87%E6%BA%90%E9%A0%85%E7%9B%AE%E5%8F%8A%

E7%AE%A1%E7%90%86%E6%96%B9%E5%BC%8F.odt， 後瀏覽日：2019/6/19。 
706 內政部營建署於 2007 年 4 月 23 日發布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202.aspx?lsid=FL043044， 後瀏覽日：2019/6/19。 
707 立 法 院 公 報 ， 91 卷 49 期 ， 總 號 ： 3245 ， 下 冊 ， 2002 年 ， 頁 354-355 。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final/pdf/91/49/LCIDC01_914902.pdf， 後瀏覽日：

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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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已無法供進一步的再使用或再生利用時，持有人即應依廢清法規範清除、

處理。 

反之，廢清法第 5 條、第 12 條及第 15 條等有關廢棄物「回收」之諸般規

定，則無涉再生資源之認定。即使是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中所定義的「資

源垃圾」708，亦是建立在標的已被定性為一般廢棄物的前提之上，廢清法有關回

收的所有規定僅僅是將此廢棄物分類與收集之行為而已。 

若統整前述歷次修法後的現行廢清法與資再法中有關廢棄物及再生資源的

所有區分條件，大致可繪製如下圖 4。 

 
圖 4：我國關於廢棄物及再生資源定義之區分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圖 4 主要係由兩橫軸組成，上軸主要針對資再法，下軸則用以描述廢清法之

規範，唯一的例外是廢清法第 2 條之 1 第 3 款針對「再利用產品」所為之擬制，

因考慮到其再利用之本質，故選擇將其置於上軸中。另一方面，廢清法與資再法

依照規範客體所殘留之市場經濟價值，由高至低依序分為：產品、再生資源、擬

制廢棄物與廢棄物；擬制廢棄物則再進一步分為依據廢清法第 2 條之 1，將原先

乃（再利用）產品之事業產出物擬制為廢棄物，以及依據資再法第 19 條，將未

依規定回收再利用之再生資源視為廢棄物的類型。雖然資再法第 19 條文字表面

上似乎與市場經濟價值無關，但若仔細審酌，行為人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之動機，

常常係考慮其市場經濟價值後所為之選擇，或是對於究竟是否具備市場經濟價值

而有所爭執709，故該規範內容仍可謂與市場經濟價值此要件具備強烈關聯。 

                                                
708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2 款：「資源垃圾：指依本法第 5 條第 6 項公告之一

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及依本法第 15 條第 2 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

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 
709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7 年訴字第 462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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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處置優先順序 

2002 年公布之資再法第 6 條，即已參酌「日本循環性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

710，明白訂有廢棄物的處置優先順序：「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在可行之技術及

經濟為基礎下，對於物質之使用，應優先考量減少產生廢棄物，失去原效用後應

依序考量再使用，其次物質再生利用，能源回收及妥善處理。」之後於 2009 年

修法時，立法者更進一步借鑑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4 條第 2 項之規範，如特

定廢棄物經生命週期分析，遵循該順序之環境衝擊更高時，得不遵循該順序，故

在原條文後特別加上基於生命週期思考（LCT）而成之但書：「但經生命週期考

量，可得 佳整體環境效益之廢棄物利用方式者，不在此限。」 

至於上述資再法第 6 條中所列處置優先順序之各層級措施，按廢清法與資再

法之體系分工，則主要規範於後者，如資再法第二章即通篇皆是源頭管理之規定。

但有趣的是，立法者卻在本應專司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廢清法第 21 條中，特別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用或限制製造、輸入、販賣、使用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

的物品或其包裝、容器。而在施行上，目前無論是「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

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或是「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皆係

援引廢清法第 21 條作為授權母法。 

除源頭管理之減量外，資再法第 2 條另分別定義「再使用」、「再生利用」與

「回收再利用」三者： 

一、再使用，是指未改變原物質形態，將再生資源直接重複使用或經過適當

程序恢復原功用或部分功用後使用之行為（第 3 款）。 

二、再生利用，是指改變原物質形態或與其他物質結合，供作為材料、燃料、

肥料、飼料、填料、土壤改良等用途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之用途，使再生資源產生功用之行為（第 4 款）。 

三、所謂的回收再利用，則是上述再使用與再生利用二者的統稱（第 2 款）。 

關於再生資源之再使用，依資再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使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環

                                                
710 立 法 院 公 報 ， 91 卷 40 期 ， 總 號 ： 3236 號 ， 1 冊 ， 2002 年 ， 頁 417 ；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final/pdf/91/40/LCIDC01_914001.pdf， 後瀏覽日：

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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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即於 2003 年 6 月 25 日發布再生資源再使用管理辦法，針對屬於依資再法

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公告再生資源項目之再生資源，對於再使用業者之管理、

再生資源再使用之清運、貯存方法及貯存設施等，進行規範。 

關於再生資源之再生利用，依資再法第 15 條第 4 項之規定，授權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生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

例如環保署 2003 年 6 月 25 日發布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

目及管理辦法，針對屬於依資再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公告再生資源項目之

再生資源，對於再生利用業者之管理、再生資源再生利用之清運、貯存方法及貯

存設施等，進行規範。內政部 2005 年 10 月 31 日發布之營建事業再生資源再生

利用管理辦法，針對屬於依資再法第 15 條第 3 項及第 5 項公告或核准之再生資

源項目之再生資源，對於再生資源之清運、貯存方法及貯存設施等，進行規範。 

以上有關回收再利用之管理架構，理解上，得簡單以環保署再生利用之再生

資源項目及管理辦法中關於塑膠之規範內容為例，環保署將得再生利用之塑膠來

源框限於依廢清法第 18 條第 3 項登記之廢資訊物品及廢電子電器物品處理業產

生之塑膠。另外，亦列舉各式再生利用用途，例如塑膠製品原料、塑膠裂解原料、

水泥廠或鋼鐵廠之輔助原料。 

至於若是尚未列入再生資源之項目，則得由產生事業及再利用事業分別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資再法第 15 條第 5 項、資再法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1 項）。若違

反此規範，則有罰鍰、停工、停業甚或歇業等不利處分（資再法第 26 條第 1、2

項）。 

姑且不論資再法第 6 條所列各階段之用字精準與否，但經 2009 年修法增加

LCT 之但書後，立法者確實已圍繞著核心 LCT，樹立起我國物質管理系統中之

處置優先順序。 

第五目  廢棄物體性質認定之終止 

當經過一連串工序使得廢棄物體不再是廢棄物體時，方能將其重新投入生產

線。E-o-W 事涉回收後之再生資源得否安全地進行再生利用，以實現節約自然資

源使用並減少廢棄物產生之立法目標，實乃整個物質循環運作中至關重要的環節。

肇因於廢清法與資再法之割裂，本處標題本應寫為：終止再生資源之認定而成原

料，但為求前後理解上的一致，本文以下仍寫為 E-o-W，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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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廢清法應強調廢棄物之清除處理，並無對於廢棄物性質終止的特別規

定。立法者僅在資再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再生資源、再生產品應符合國家標

準；無國家標準者，得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其標準。」

如不符合標準者，其法律效果為不適用資再法第四章輔導獎勵措施之規定（同條

第 2 項）。 

例如，經濟部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27 條第 5 項之授權，就再生產品之認定

程序、審核基準、認證標準等執行細項，訂定「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

定辦法」，並於第 5 條中，以附表的方式規範如紙類製品、塑膠製品、木製品等

數種再生產品之回收料來源、認定標準及各自的檢測／計算方法。在法律效果上，

依資再法第 16 條第 2 項之規定，再生產品品質是否符合標準，將直接影響該再

生資源或再生產品得否適用同法第 4 章以降所列之各式輔導獎勵措施。 

從上述規範中得以觀之，立法者與主管機關目前是以全然鼓勵的態度，面對

此一至關重要的環節。 

第二項	   	   司法實務見解	  

本文以下將透過瀏覽司法判決的方式，針對本文所整理的相關概念，概略觀

察司法實務在現行法制中可能遭遇之爭點或困難。另外，本文以下所選判決僅是

為了觀察現行法制在實務適用時所存缺漏或困窘，並無意深入探究個案的具體事

實及合議庭判決所持之論據有理與否，在此合先敘明。 

因與處置優先順序有關的資再法第 6 條及與 E-o-W 有關的資再法第 16 條，

皆查無有意義的判決資料，故以下討論將著重在廢清法第 2 條、第 2 條之 1 與資

再法第 19 條有關廢棄物之定義與相關邊際概念上，意即再生資源與資再法第 19

條擬制廢棄物之分界，以及產品與廢清法第 2 條廢棄物，與同法第 2 條之 1 擬制

廢棄物之區分標準。 

第一款	   	   產品與廢棄物間之界線	  

廢清法在 2017 年修法增訂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條之 1 前，其中產品與廢棄

物之分界較為單純，並不存在事業產出物的擬制廢棄物，是故司法實務經常遭遇

個案中物體究應定性為產品或廢棄物之爭議。 

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321 號行政判決為例，原告台塑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主張所屬麥寮一廠廠中以石油焦為燃料之循環式流體化床發電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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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氧化裝置，在發電過程中，為避免高含硫量之石油焦於高溫燃燒時產生之硫

氧化物超過排放標準而添加石灰石做為熱傳媒介及脫硫劑混合燃燒，所生產出的

混合石膏及副產石灰，在性質認定上，應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核准之產品登記。

被告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此則抗辯，主張依照檢測標準、相關舉措及環保署

2007 年後相關解釋函令，均得認定麥寮一廠所生之混合石膏及副產石灰應為事

業廢棄物而應適用廢清法之規定。 

姑且不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產品之認定是否拘束環保主管機關，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在此提出一段有趣的論理：「縱為產品登記，苟其產品已非實質之產

品，而變為廢棄物時，仍應實質認定為廢棄物，要難認其仍為產品。經查……『副

產石灰』為燃燒後之底灰，而『混合石膏』則為煙氣脫硫後由袋濾機收集之飛灰

等，此為原告所不爭，是依此製程而言，原告設置高溫循環式流體化床發電鍋爐，

主要目的在發電，而燃燒過程中加入石灰石僅係作為熱傳媒介及脫硫劑，藉以降

低高含硫量之石油焦於高溫燃燒時產生之硫氧化物超過排放標準，並增加可燃性，

並非以之作為製程當中之生產標的。而副產石灰……與混合石膏……均與產製目

的無關，其本質即為事業廢棄物，應可認定。」712就此部分之見解， 高行政法

院 105 年度判字第 309 號判決則予以維持。 

另外，在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1184 號刑事判決中，法

院則將詮釋重點置於是否有經濟價值。本案被告並未取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許可文件，而將未經合法再利用事業機構篩選分類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傾

倒於土地上用以減少土地高低落差。對此，高等法院認為：「……廢棄物清理法

第 2 條之 1 定有明文。依上開 3 款規定，事業產出物是否解釋為廢棄物，須視該

物性質上是否無利用價值可能遭棄置，或性質上是否有汙染環境之虞。顯示立法

者對於廢棄物與否之認定，亦認為須視該物之性質與經濟價值而定。」713 

在 2017 年廢清法修法增訂第 2 條之 1 將事業產出物擬制為廢棄物後，相關

實務見解已不多見。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度聲再字第 2 號刑事裁定

為例，則可觀察到在修法後，基於條文中市場經濟價值之要件，司法實務對於個

案中事業產出物是否構成所謂擬制廢棄物之訴訟攻防，聚焦在聲請人自家產出物

                                                
712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字第 321 號行政判決，行 975-991。 
713 高雄高等法院 106 年上訴字第 1184 號刑事判決，行 66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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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市場經濟價值之上714。 

第二款	   	   再生資源與廢棄物間之界線	  

廢清法與資再法依照經濟及回收技術可行性，明確地將物體區分為廢棄物與

再生資源，而在體系上分別適用不同主管法令。儘管資再法第 19 條所定義的擬

制廢棄物，具有防堵不肖業者將不處理再生資源當作 低成本的功能，但廢棄物

與再生資源間在概念上的抽象界線卻依舊模糊不清。 

如前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321 號判決經被告臺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上訴後，遭 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309 號判決部分廢棄發回。嗣

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在 105 年度訴更一字第 13 號判決中認為：「惟審究行為時

廢棄物清理法之法律體系，已將事業進行事業活動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劃分為

須清理之事業廢棄物及得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再生資源）兩種類型。……惟基

於風險預防原則及環境保護之需要，立法者對於可回收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並

不因其具有再利用之循環經濟價值，即將之排除在廢棄物清理法適用範圍之外，

反而是將之納入廢棄物清理法制之再利用管理規範體系加以管理，以避免形成事

業廢棄物之管制漏洞甚明。從而，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不論是須清理之事

業廢棄物或得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再生資源），均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管制之事

業廢棄物之法律概念範疇。準此，事業製造活動過程所產生之物質，究屬副產品

或事業廢棄物，通常應視該製程之產製目的，產出物對於環境造成危害風險之可

能性，及其是否符合特定產品製造規範或具有合法市場經濟價值為判斷標準。如

事業製程之產生物，對於生態環境之危害具有潛在風險，並未符合特定產品製造

規範，且須經過處理加工後方能再利用，則該產出物之本質，應屬事業廢棄物之

法律概念範疇。縱該產出物可經由再利用方式成為再生資源，作為再生產品之原

（材）料，惟於再利用行為尚未依法進行處理完畢前，並不影響其為事業廢棄物

之性質，而仍應受廢棄物清理法之管制，俾達有效管理事業活動對環境所可能造

成之污染危害風險，確保環境資源之永續發展利用，並維護國民健康之規範目的。」

715 

本文無意在此深究個案事實或是論斷各該判決中法院說理有理與否，但仍可

                                                
714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聲再字第 2 號刑事裁定，行 90-94。 
71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更一字第 13 號行政判決，行 1294-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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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到當前司法實務上，無論是產品與廢棄物之認定因市場經濟價值而生之歧異，

或是已歸類為應清除之廢棄物，卻又在某些情形下符合再生資源之定性等體系上

的混亂，此些爭議確實皆圍繞著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之定義打轉。 

第三項	   	   本文觀察	  

若以前述物質循環的觀點，回過頭來檢視我國現行的廢棄物體管理法制，本

文以為大致上有三層次的問題仍待解決。體系上，將廢清法及資再法二法割裂的

作法實乃弊大於利。規範客體上，以市場經濟價值作為規範客體之區分標準亦完

全牴觸物質循環之精神。細部規範上，立法者尚未開始正視雖位處 後階段，但

事關封閉迴圈成功與否之 E-o-W 認定。 

第一款	   	   二法割裂有礙物質循環體系之建構	  

「沒有廢棄物體，只有錯置的資源。」 

本文以為廢清法與資再法一開始便將規範客體割裂為廢棄物及再生資源的

作法，與環基法及循環經濟模式所欲追求之目標可謂背道而馳。 

詳言之，廢棄物與再生資源二者，其間的不同往往不是本質上的歧異，而只

是觀點或者時點上之分別。本文第二章所舉主張循環經濟模式之學者及業者們從

大自然中體悟的核心思想，立法者在初始便透過定性否決廢棄物的可再利用性時，

循環經濟的合作良機將因此套雙軌管制破使廢棄物適用廢清法之管理系統後，自

始客觀不能716。 

不僅如此，廢棄物與再生資源的割裂亦導致整個廢棄物定義的支離破碎。由

於再生資源之定性依照現行法並非一絕對之認定，即使已成為再利用產品，仍尚

存有擬制為廢棄物之可能。更不用說概念上的每一次界分，現行法皆賦予其一定

的區分實益，但也因此造成如前述司法實務的無盡紛爭。 

再者，肇因於補丁式的修法與立法歷程，整套廢棄物體管理法制的規範架構

亦不若條文名稱般明確。析言之，依照立法者初始的規劃，廢清法除涵蓋廢棄物

之處理外，亦因過往修法歷程而包含部分物體的回收再利用。但大致就體系而論，

仍可將其理解為廢清法主司一般家戶垃圾之回收，至於事業廢棄物則由資再法專

                                                
716 劉如慧，前揭註 43，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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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管理717。 

問題是，如同先前提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在 105 年度訴更一字第 13 號行政

判決的見解，「廢清法……已將……事業廢棄物劃分為須清理之事業廢棄物及得

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再生資源）兩種情形，並將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之管理，

授權由各相關主管機關進行管理（行為時廢清法第 28 條及第 39 條參照」），另方

面，各部會目前對於再生資源再利用之管理辦法卻皆援引資再法第 15 條作為授

權依據，而不再同立法者初始之體系規劃，區分家戶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並異其

主管法規。 

體系混亂的情形也存在於處置優先順序之操作上。依照生命週期思考，循環

經濟模式原則上先減量、後回收再利用，若仍無可避免方進行 終處置。但本應

負責末端清除事務之廢清法，卻存在第 21 條減量措施之授權718，施行上，目前

無論是「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或是「一次用塑膠

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皆係援引廢清法第 21 條作為授權母法。同時，

資再法卻亦訂有一整章源頭管理之規範。 

綜上，看似截然二分之廢清法與資再法，實務運作上絕非如此。 

第二款	   	   市場經濟價值之標準牴觸循環經濟思維	  

本文不禁疑問，「市場經濟價值」對於物質循環而言真的如此重要嗎？  

歐洲法院透過數判決，確立廢棄物體之定性不應與規範客體是否具有經濟價

值進行連結之見解719。畢竟，無論存在市場經濟價值與否，規範客體客觀上確已

遭丟棄或必須丟棄。面對如此前提，如何盡可能安全地將遭丟棄之物體全數保留

在封閉物質流，方為循環經濟的唯一目標，「沒有廢棄物體，只有錯置的資源。」

如此事實並不因規範客體是否殘留經濟價值而有所不同，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

第 3 條第 1 款亦明文將此見解法制化。 

相較之下，我國物質循環法制受限於廢棄物與再生資源在體系上的分類及差

別管理，立法者須想盡辦法填補每個概念邊緣所存在的潛在缺漏，以避免不肖業

者假藉再使用、再生利用再生資源之名，行拋棄廢棄物之實，因此有資再法第 19

                                                
717 立法院公報，前揭註 707，頁 354。 
718 劉怡欣，前揭註 21，頁 105。 
719 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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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的再生資源擬制為廢棄物，或者是廢清法第 2 條之 1 的事業產出物擬制為廢

棄物之規定。但此些繁複的規範方式只是徒增法制的複雜，對於落實物質循環並

無實質的幫助。 

第三款	   	   E-‐o-‐W 規範之缺乏	  

歐盟執委會在打造循環社會的過程中，不斷強調 E-o-W 之認定事關物質循

環系統成功與否之關鍵720。在國內現行制度下，係全權交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中央主管機關決定，仍欠缺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訂定個別認定標準時

遵循之一致條件。 

此外，由於立法者仍是以全然鼓勵的態度面對此事，以致本應事涉再生資源

得否安全使用之規範，依資再法第 16 條第 2 項文意解釋，企業遵守與否的法律

效果僅關係到公部門優先採購、租稅減免等輔導獎勵措施之適用資格。就更別提

廢清法第 2 條之 1 第 3 款所謂「再利用產品」，與資再法第 2 條第 6 款以一定比

例以上之再生資源為原料所製成之「再生產品」間之模糊界線。此處的區別實益

在於，二者間之差別將直接影響廢清法第 39 條以降有關再利用事業對於廢棄物

之管理。 

第二節  對於物質循環法制立法草案之觀察 

我國立法者並非全然不知現行廢棄物體管理法制所蘊含之缺失，近年來亦積

極地嘗試在廢棄物體管理法制中導入物質循環之觀點，整併廢清法與資再法，以

二法合一之方式重新立法。 

第一項	   	   行政院及立法委員提案之立法草案	  

為達成資源永續循環利用及建構循環型社會，參考美國及德國之先進立法，

整併廢清法與資再法二法相關規定，並強化資源循環利用、源頭減量及綠色設計

等理念，行政院於 2013 年 7 月 25 日通過環保署擬具的「資源循環利用法」草

案，函請立法院審議721。後於立法院審議程序中，因民進黨黨團異議，經四次退

                                                
720 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頁 106-107。 
721 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66 號、政府提案第 14686 號；

https://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7cfcbcfcdcfcdc5cccad2c8c7， 後瀏覽日：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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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後，於 2013 年 11 月 1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8 次

會議決議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722。 

另有林淑芬、田秋蓳、李昆澤、陳其邁、尤美女及楊曜等立法委員共同提案

之「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723，亦如同行政院版草案之考量，參考永續

物質管理（Sub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及循環型社會（Sound Material-

Cycle Society）之概念，整併廢清法與資再法二法。此外，由江惠貞、楊玉欣等

立法委員提案之「廢棄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724，亦整合二法，以永續經營的理

念，從廢棄物產生的預防、源頭減量的管制、回收再利用、能源回收及 終端的

處置，為整體性的規範。 

上述三草案，於 2014 年 4 月 3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5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併案審查725。但此三案未於立法院第 8 屆完

成立法程序，因屆期不連續原則，立法院第 9 屆任期時無法繼續審議。林淑芬、

張宏陸、吳琪銘、蔡培慧等立法委員再次提出「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

726，於 2016 年 4 月 11 日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議

後，決議擇期繼續審查727。 

本文以下，即以 早由行政院提出之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及目前由立法院

審議 2016 年林淑芬等委員提出之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為主，進行較深

入之觀察。 
                                                
722 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法律提案及進度，資源循環利用法，

屆別：8 屆，政府提案，審議進度， 後瀏覽日：2019/6/19。 
723 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66 號、委員提案第 15873 號；

https://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7cfcbcecbc8cdc5cdc7c6d2cccbcb ， 後 瀏 覽 日 ：

2019/6/19。 
724 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66 號、委員提案第 15932 號；

https://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7cfcbcec9c8cdc5cececad2cec9cf ， 後 瀏 覽 日 ：

2019/6/19。 
725 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法律提案及進度，資源循環利用法，

屆別：8 屆，委員提案，審議進度， 後瀏覽日：2019/6/19。 
726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66 號、委員提案第 15932 號；

https://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6cfcecfccc8ccc5ccccc8d2ccc6cb ， 後 瀏 覽 日 ：

2019/6/19。 
727 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法律提案及進度，資源循環，屆別：

9 屆，委員提案，審議進度， 後瀏覽日：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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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廢棄物體之定義	  

因二草案之用語不盡相同，本文以下仍以「廢棄物體」一詞稱呼二草案中關

於廢棄資源及廢棄物所欲指涉之規範客體。依照本文第四章所述之概念，除了廢

棄物體本身的正面界定外，亦包含性質上本應排除於定義外之副產品。 

 

表 1：立法草案有關廢棄物體定義之比較 

行政院版 

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 

立法委員版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 

第 7 條第 1 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廢棄資源：指具有下列性質之一，

可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

物體： 

（一）被拋棄。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

具效用或效用不明。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

賣、使用過程所生目的以外之

產物。 

（四）經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認定者。 

第 6 條第 2 款（專有名詞定義）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二、廢棄物：指下列可以搬動方式移動

之固態或液態物體：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

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

賣、使用過程所生目的以外之

產物。 

（四）不具可行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

價值之事業產出物。 

（五）依其他法令規定必須廢棄者。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者。 

第 8 條第 1 項 

產品或副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

並有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得認定為廢棄資源： 

一、已失市場價值 

二、因價格波動而有長期違法貯存或

棄置之虞。 

第 7 條（產品得認定為廢棄物之情形） 

原經認定為非屬前條第二款廢棄

物之事業產出物，若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認定為廢棄物： 

一、已失市場價值，且有污染環境、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 

二、違法貯存或貯存情形有棄置之虞。 

三、未循正當方法進行利用且利用目

的不具合理性。 

資料來源：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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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行政院版草案第 7 條第 1 款或是委員版第 6 條第 2 款之規定，儘管

立法理由皆說明係參考美國「資源保護及回收法」（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德國「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管理法」（Closed Substance Cycle 

Waste Management Act ）、 巴 塞 爾 公 約 （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及日本「廢棄

物處理及清掃法」之相關定義，但稍經檢視便可發現係複製現行廢清法第 2 條第

1 項有關廢棄物之定義。將線性經濟中專門管理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廢清法對於廢

棄物之定義，挪移至本應落實循環經濟之廢棄物體管理法制，殊難想像此種舊瓶

新酒的作法足以肩負建構物質循環之任務。 

另外，由於二草案皆未特別定義何謂「副產品」，援用歐盟法規之概念，雖

然行政院版草案第 7 條第 1 款第 3 目及委員版第 6 條第 2 款第 3 目看似將副產

品歸類在廢棄物體中，但又分別在第 8 條第 1 項及第 7 條中做了解釋上完全相

反的規範。如此規定，即無法理解立法者所謂之副產品或事業產出物之內涵。儘

管如此，至少在擬制的廢棄物體類型上（行政院版草案第 8 條第 1 項及委員版草

案第 7 條），相較於由現行廢清法與資再法共計 3 條文所建構之複雜擬制廢棄物

類型（詳見上圖 4），單純許多。 

第二項	   	   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	  

二法合一的立法，在管理層面 明顯的改變，即是完整了整套廢棄物體處置

優先順序，統一規範減量措施至 終處置，立法者不用再花費心思煩惱哪些處置

措施是專門處理廢棄物或只能針對再生資源，而得在同套管理系統中一併安排。 

 

表 2：立法草案有關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之比較 

行政院版 

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 

立法委員版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 

第 10 條 

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及環境保

護，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考量為基礎

下，對於物質之使用，應以減少資源消

耗、避免使用有害物質、避免廢棄資源

之產生為優先考量。 

第 9 條 

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及環境保

護，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為基礎下，對

於物質之使用，應以減少資源消耗、避

免使用有害物質、避免廢棄物之產生

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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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資源之產生不能避免者，應

依序考量妥善再使用、再利用728、能源

回收及妥善處理729。但經生命週期考

量，可得 佳整體環境效益者，不在此

限。 

廢棄物之產生不能避免者，應予

分類後，依序考量妥善再使用、再利用
731、處理732，儘量避免依賴焚化及 終

處置733。 

資料來源：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本文整理 

 

兩版草案之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皆係參考現行資再法第 6 條，在源頭管理

的大原則下，意識到「減量」措施為廢棄物體管理系統之關鍵，特別將其抽出獨

立一項以表強調之作法，應值得肯定。惟在委員版草案第 9 條第 2 項卻將生命週

期思考的但書移除，如此規範形同回到 2002 年甫公布資再法時之規範思維。 

                                                
728 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第 7 條第 9 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使用：指未改變廢棄資源原來形態，將其直接重複使用或經過適當程序恢復原功用

或部分功用後使用之行為。 

   （二）再利用：指改變原廢棄資源形態或篩分或與其他物質摻合等後，產生再生產品供循環

使用或能源回收之行為。 
729 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第 7 條第 10 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處理：指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將廢棄資源分離、中和、減量、減

積、去毒、無害化或安定化及 終處置之行為。 
731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第 6 條第 13 款：「本法專有名詞，定義如下： 

再生利用與直接利用：再生利用係指廢棄物再生、循環利用之過程；直接利用係指廢棄物不

經再生即直接循環利用之過程。依循環利用目的，再生利用與直接利用又可分成再使用與再

利用： 

（一）再使用：指廢棄物未被改變原來型態，即直接利用於原用途之過程；或經再生程序，

修復員功用或部分功用後，再循環利用於原用途之過程。 

（二）再利用：指廢棄物未被改變原來型態，即直接利用於其他用途之過程，或經再生程序，

被改變原來型態、組成或成份後，再循環利用於其他用途之過程。」 
732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第 6 條第 16 款：「本法專有名詞，定義如下： 

處理：指以妥善處置或消除廢棄物為主要目的，採取物理、化學、生物、熱力或其他適當方

法，變更物質之物理、化學、生物特性、功能或成份，以降低、控制廢棄物危害或改變其存

在型態，或選擇適當場所予以安置之行為。」 
733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第 6 條第 17 款：「本法專有名詞，定義如下： 

終處置：指依本法所規定方法，將廢棄物安置於合法場所，如掩埋、填海造陸以及其他填

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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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終止廢棄物體性質認定之條件	  

兩版草案皆在總說明中強調：「爰參考永續物質管理及循環型社會之概

念……強化資源回收、循環利用（再生）之理念，以物質生命週期循環為基礎……」

734，究竟應如何把關物質之再利用，遂成為一切物質循環措施的大動脈。 

 

表 3：立法草案有關終止廢棄物體性質認定條件之規範 

行政院版 

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 

立法委員版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 

第 11 條 

再生產品定有國家標準者，應符

合之；無國家標準者，得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其

標準或管理方式。 

第 57 條（再生物品質標準與使用規範） 

再生物735定有國家標準者，應符

合之；無國家標準者，得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其

標準或使用規範。 

再生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

管機關應訂定其品質標準，或要求其

應符合和其等同之一般產品的國家標

準，且國家標準未訂定之有害成份不

得檢出；未有國家標準且中央主管機

關未訂定品質標準者，不得循環利用： 

一、來源廢棄物為有害廢棄物且再生

過程無法有效破壞、消除其有害

成份或者其有害成份含量可能對

再生物品質有顯著影響者。 

二、來源廢棄物之品質不穩定，須逐

批檢驗方能判定為一般廢棄物或

有害廢棄物者。 

                                                
734 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66 號、政府提案第 14686 號，前

揭註 721，頁 36；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66 號、政府提

案第 18388 號，前揭註 726，頁 338。 
735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第 6 條第 8 款：「本法專有名詞，定義如下： 

   再生物：指廢棄物經再生後，所產生可供循環利用之物質，包括銷售給終端使用者的再生產

品（含二手產品）與做為生產、製造過程所需物料的再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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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源廢棄物所含毒性物質種類或

數量，須經再生降至一定程度，

方能確保其循環利用不致產生環

境健康安全疑慮者。 

四、再生後須達一定之規格標準，方

能發揮預期之效用或確保使用安

全者。 

資料來源：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利用法草案；本文整理 

 

相較於現行資再法，無論是行政院版與委員版草案確實皆意識到回收措施後

重返產線的管理於物質循環之重要地位，故嘗試著手修正現行法之漏洞。不過兩

版本在更動幅度上有明顯不同，除了條文體系安排之差異外，委員版亦另行充實

了細部內容，尤其明列主管機關就特定再生物應訂定國家標準之情形。 

第三節  小結—對於立法之建議 

有關我國循環法制之規範核心，自物質循環之思維出發，關於規範客體－廢

棄物體的部分，由於整體法規範所欲涵蓋之範圍已大幅擴張，不適合再援引現行

定義，故其概念可謂仍付之闕如，故本文建議，應盡量放寬一開始對於廢棄物體

之定義，不妨仿照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3 條第 1 款之規定，不再過早考量廢

棄物體所殘存之市場經濟價值是高或低，而是鎖定在立法者擔心的主觀棄置、客

觀拋棄以及依法應拋棄之樣態。另一方面，對於客觀上仍有經濟利用性之副產品，

亦應訂出具體的評斷標準，以完整廢棄物體之概念界定。 

再者，對於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委員版草案第 9 條第 2 項將生命週期思

考的但書規定移除。但觀諸 2009 年對於資再法第 6 條修法時之委員會紀錄736，

可以知曉當年正是吸收了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關於生命週期之權衡後，方於資

再法第 6 條增訂關於考量生命週期之但書規定。為了在對環境及人體安全的標準

上實踐物質循環，本文以為在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中，仍應保留生命週期考量

                                                
736 立 法 院 公 報 ， 98 卷 1 期 ， 2009 年 ， 頁 374-377 ；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final/pdf/98/01/LCIDC01_980101.pdf， 後瀏覽日：

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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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但書條款，殊為上策。 

後則是有關 E-o-W 之認定，仔細觀察委員版草案第 57 條明定主管機關對

於再生物應訂定國家標準之規範，會注意到這個條文課予再生物（產品）應符合

國家標準始得循環利用之義務，也處理了再生物有高度風險須特別注意之情形，

相較於行政院版草案，規範已較細膩。但二草案在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個別細部標準時，卻仍遺漏了立法者應把關之 上位指導原

則，即在母法層級中，應有原則性規定以引導專業行政官僚。對歐盟 2008 年後

之廢棄物體框架指令而言，這套原則便是 E-o-W 條件。如此條件，不僅適用於有

高度風險之再生物，更是針對所有旨在物質循環之廢棄物體，一旦設立此條件，

被授權訂定個別細部標準之中央主管機關得更精準、且更一致地實現母法在安全

前提下，實踐循環經濟之終極目標。 

DOI:10.6814/NCCU2019007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19007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9 

 

第六章  結論 

無論是資源或是吸納污染的容受力，地球存在極限，為了永續發展，人類文

明使用資源之方式必須有所改變。遂有論者提出循環經濟的概念，主張透過工業

設計、商業模式及產線規劃，將過往線性經濟模式中開放式物質流之頭尾相連，

使物質不再輕易逸散而成為閉鎖迴圈之物質流。 

面對此等規模之變革，公部門備有相較私部分更為直接且極富影響之工具。

歐洲經濟共同體在 1970 年代環保意識啟蒙後，從基礎條約至環境行動綱領，不

斷促進各式環境保護政策，廢棄物體指令也因應而生。2009 年里斯本條約正式

生效後，歐盟更在強化組織架構及豐富公權力措施選擇的同時，在 2018 年修正

指令中進一步落實循環經濟之思維。 

自 早 1975 年廢棄物體指令開始，應如何定義廢棄物體便是一大哉問。直

至 2008 年框架指令，歐盟立法者似乎決定立法上採較寬鬆之定義，執行之細部

認定則交由執法機關依個案判斷。同時，卻也透過框架指令第 5 條所列詳細條

件，區分副產品此一邊際概念。 

再者，歐盟立法者在生命週期思考的基礎上，訂出清楚之廢棄物體處置優先

順序。在前期邁向回收社會之政策後，進一步強調避免廢棄物體產生之源頭減量。

卻也清楚意識到，安全仍然是物質循環之 低要求。也因此，面對經廣義回收再

利用措施處理後之廢棄物體已成為二次原料而得重新投入製程之主張，立法者於

2008 年框架指令第 6 條設定四項廢棄物體性質終止之標準，供各會員國設定細

部條件時有所依循。另一方面，若特定廢棄物體依照生命週期評估得出不同於廢

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之推論，則應例外允許此措施。 

本文藉由歐盟 2008 年框架指令及 2018 年修正指令觀察到循環經濟，尤其是

物質循環，於廢棄物體管理法制之建構上應掌握之核心概念。回過頭來對照我國

現行法制。作為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基本方針之環基法，在第 5 條與第 6 條中，無

論是生命週期、清潔生產，或源頭減量，字裡行間透露著循環經濟之思維。 

我國立法者於 2017 年修正廢清法時，已表露實現循環經濟之野心。惟現行

廢清法與資再法二法共構之管理結構卻在理論與實務上處處制肘。從廢棄物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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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源之定義區別，乃至於割裂後之分別管理，處處彰顯著我國立法者仍然對於

循環經濟模式之生疏，甚至因此導致執法與司法機關適用上的困擾。即使換作各

循環法制草案，此困窘狀態絲毫不變。 

是以，本文在制度面強調廢棄物體之定義應避免一開始便以目標客體之「市

場經濟價值」作為概念的分野，同時補上大方向之廢棄物體性質終止判斷條件以

及具體劃分副產品此邊際概念，尤其此判斷條件作為整個物質循環成功與否之關

鍵環節，實不應草率。至於廢棄物體處置優先順序則承載著整套物質管理系統之

運作，當中有關生命週期思考的原則根本不應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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