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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貣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印發 

 

院總第 1607 號 委員 提案第 2760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費鴻泰、陳玉珍、萬美玲等 39 人，有鑑於氣候變遷

已為當前各國最關切之全球議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

約》自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2015 年的《巴黎協定》等

，均以控制溫室氣體作為解決氣候變遷之首要工作。氣候問

題已然成為危及各國產業經濟、乃至生存發展的最大風險之

一，我國為地球村之一員，須積極參與及回應國際趨勢，善

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保障國內產業發展及國人基

本生存權利。此外，有鑑於國內外對於動物保護意識逐漸提

高，聯合國早在 1978 年《世界動物權宣言》即已規範動物生

存權及免遭虐待的權利；且國際上已有部分國家將動物保護

入憲。我國雖已於民國 87 年通過《動物保護法》，但動物保

護規範仍未完備，且法律位階上仍只是法律層級，有必要將

動物保護明定於我國憲法之中，以加強對動物生命之尊重，

並提升動物福利。此等民眾關心且必須面對之新興重要議題

，均為政府必須積極面對之課題，有補充納入憲法增修條文

而成為我國基本國策之必要，爰此，擬具「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費鴻泰  陳玉珍  萬美玲   

連署人：林思銘  林為洲  林文瑞  魯明哲  吳怡玎  

廖婉汝  馬文君  江啟臣  陳以信  溫玉霞  

孔文卲  楊瓊瓔  陳超明  呂玉玲  謝衣鳯  

曾銘宗  羅明才  林德福  賴士葆  李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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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華  李德維  鄭正鈐  陳雪生  許淑華  

鄭天財 Sra Kacaw   洪孟楷  傅崐萁  葉毓蘭  

翁重鈞  鄭麗文  吳斯懷  廖國棟  蔣萬安  

徐志榮  張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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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環境永續與動物保護，不僅為台灣民眾關心且必頇面對之新興重要議題，也是人類必頇共同

面對之課題，實有納入我國基本國策之必要，並課予政府面對與解決問題之義務。 

一、環境權部分 

(一)1972 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並通過〈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人類具有

在足以保障尊嚴及福祉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安及充足之生活水準的基本權利；並負

有為現在及將來之世代，保護及改善環境的嚴肅責任。 

(二)2021 年初聯合國發布「2021 年十大優先議題」，其中有關回應新冠肺炎、氣候與永續復

甦、地緣政治與數位科技契機等議題，提出全球性的解決策略之倡議，都跟台灣密切相

關。然台灣深陷褐色經濟（或稱高碳排放經濟，著重於經濟效率及經濟成長，對於環境

造成高度負面衝擊，並忽視社會公平議題）與數位經濟拉扯的轉型困境，未能覺醒全球

變動對台灣的威脅，這成台灣的危機。 

(三)為遏制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趨勢，各國於 2015 年 12 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第 21 屆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順利訂定具里程碑意

義的《巴黎協定》，共同抑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對抗全球暖化。並於 2018 年底 COP24

完成並通過大部分施行規則書，以利於 2020 年開始正式實施，啟動全球氣候變遷減緩行

動，達成本世紀末全球暖化低於 2°C 並追求 1.5°C 之目標。依據協定進程，自 2020 年

開始各國必頇落實所提出之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 

(四)2019 年 6 月中研院公布「台灣深度減碳政策建議書」，從能源與產業轉型、科技發展與

治理等面向，規劃我國深度減碳途徑，並提出三項核心倡議，作為政府施政參考之方向

，創造經濟與深度減碳的雙贏發展。包括：1.立即啟動「臺灣深度減碳途徑」規劃，呼應

2030 永續發展目標以及巴黎協定長期減量策略。2.以「多元利害相關人對話平台及公眾

審議程序」開展深度減碳社會溝通。3.建構穩健之氣候變遷法規體系與產業環境。 

(五)氣候變遷已成當前各國最關切的全球議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自 1997 年的《

京都議定書》、2015 年的《巴黎協定》，均以控制溫室氣體作為解決氣候變遷之首要工

作。氣候問題已然成為危及各國產業經濟、乃至生存發展的最大風險之一。我國為地球

村之一員，頇積極參與及回應國際趨勢，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保障國內產

業發展及國人基本權利。 

二、動物保護權 

(一)聯合國 1978 年《世界動物權宣言》，規範動物有其生存權，亦有受尊重且免遭虐待的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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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2 年聯合國於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上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確立國際對於環境

、動物及生態保護的國際共識。 

(三)2002 年《德國基本法》20a 條規定：「國家基於對後代子孫的責任，藉由立法及按照法律

與公理所進行的執法與判決，保護自然生存環境及動物。」 

(四)我國雖已於民國 87 年通過《動物保護法》，並經過多次的修訂，但動物保護規範仍未完

備，且法律位階上仍只是法律層級，若能仿效《德國基本法》，將動物保護入憲，有助

於我國尊重動物生命，提升動物福利。 

爰此，擬具「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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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十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

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

，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

水資源之開發利用，加強國

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

顧，國家有維護永續環境之

責任，攜手全球面對氣候變

遷，追求淨零排放目標，以

確保人民享有健康環境的權

利。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

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

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

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

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

、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

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

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

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

地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

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

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

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

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

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

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

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

列。 

第十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

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

，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

水資源之開發利用，加強國

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

顧。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

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

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

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

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

、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

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

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

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

地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

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

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

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

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

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

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

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

列。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

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

保障。 

一、第二項新增環境權。 

二、氣候變遷已為當前世界各

國最關切的全球議題，《聯

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自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

、2015 年的《巴黎協定》

，皆旨在控制溫室氣體以因

應氣候變遷。是以，氣候問

題已成為危及各國產業經濟

、乃至生存發展的最大風險

之一。我國為全球公民的一

員，需積極參與及回應國際

趨勢，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

境之責任，並保障國內產業

發展及國人基本權利。 

三、爰此，於第二項增訂國家

有義務與全球攜手面對氣候

變遷及減碳因應與調適工作

，確保人民享有永續宜居環

境的權利並逐步落實國家自

訂貢獻以達成淨零排放之目

標。 

四、聯合國 1978 年《世界動

物權宣言》，規範動物有其

生存權，亦有受尊重且免遭

虐待的權利。 

五、2002 年《德國基本法》

20a 條規定：「國家基於對

後代子孫的責任，藉由立法

及按照法律與公理所進行的

執法與判決，保護自然生存

環境及動物。」 

六、我國雖已於民國 87 年通

過《動物保護法》，並經過

多次的修訂，但動物保護規

範仍未完備，且法律位階上

仍只是法律層級，若能仿效

《德國基本法》，將動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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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

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

保障。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

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

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

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

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

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

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

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

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

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

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

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國家應重視生物多樣性

，完備動物保護教育與法制

，強化動物福利的保障。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

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

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

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

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

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

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

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

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

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

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

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護入憲，有助於我國尊重動

物生命，提升動物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