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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陸地區自 2015 年起，開展了為期兩年的檢察機關提
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試點後，於 2017 年在大陸行政訴訟法中將
該制度予以正式落實。中國大陸地區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法制化之
後，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逐漸成為大陸地區檢察機關的業務新增長
點以及學界探討的重要議題。臺灣對公益訴訟的探索遠早於大
陸，公益訴訟於實踐之影響仍在不斷擴大。然則綜觀兩岸地區在
環境保護問題上，皆存在當前環境法規範密度與數量具有相當規
模的情況下而環境執法的實踐效果並不顯著的現象。為促使環境
主管機關確實地負擔起權責，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需通過環境
保護法律規範與實踐操作等予以逐漸細化。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之探索業已經多時，本文擬從制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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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實務這三部分之比較展開論述，以期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實
務操作及發展提供些許幫助，供海峽兩岸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
度上探討之參考。大陸地區行政公益訴訟制度雖然後起，但也具
有一定特色，可供臺灣觀摩參考。另外，為促使環境行政公益訴
訟制度切實發揮其實效，在兩地現行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框架業已
建立、認清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之有效而非最
佳手段的基礎上，在之後的學理探討與實際操作中應繼續對環境
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予以補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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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ross-strait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Jin-Yi Zhu

Abstract
The system was formally implemented in the Mainland China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ct in 2017 after a two-year experiment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itiated by
prosecutorial organization in 2015. After the leg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Mainland
China,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working focus of the prosecutorial
organiz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an important issue discussed by
academia. Taiwan's explor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much
earlier than that of Mainland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practice is
expanding. However, i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that the density and quantity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a considerable scale, whil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is not significa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nvironmental

authorities

to

bear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h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needs to be gradually refined through the legal


Ph.d. Student,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235

4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6 卷．第 1 期

norm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as established.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mparison of systems, procedure and practical
affair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help for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lthough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since then,
it also ha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n the two places and the recognition that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an effective
and not the best means to safeguar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we should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he future,
so as to supplement and improve the litig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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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以環境基本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海洋污染防治法、水
污染防治法等各法為環境提供全面的保護。對於各法中規定的環
境公民訴訟制度業已經過多年之運行，實務上仍存在一些亟待解
決之爭議問題。本文欲嘗試探究大陸 2017 年正式確立之環境行
政公益訴訟制度，探討臺灣人民訴訟制度與大陸環境行政公益訴
訟制度之同與不同，比較之目的在於相互切磋，秉持能夠更好發
揮公民訴訟制度實效性之初衷 1。
2015 年 7 月起，中國大陸在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
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試點 2 ，為期兩年。通過試點工作以實踐
證明可行，從而再完善相關法律。在 201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
政訴訟法（以下簡稱為陸行訴法）公佈後，明確了檢察機關提起
公益訴訟的制度，乃是對試點實效的一種肯認。陸行訴法第二十
五條對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作出了原則性規定 3 ，之後大陸最高人

1

2

3

對 於 本 文 所 研 究 「環 境 行 政 公 益 訴 訟 」， 因 大 陸 法律制度下之環境行政公
益訴訟非能與臺灣公民訴訟完全等同，欲使本文便於做對比研究，且鑒
於公民訴訟中公益團體提起之行政訴訟亦會有保護環境公益之效，故而
將以公益團體為主體之公民訴訟部分採廣義行政公益訴訟概念理解，文
章集中於環境保護之領域進而會在下文中對於兩岸制度皆運用環境行政
公益訴訟之表述，合先敘明。
試點地區為北京、內蒙古、吉林、江蘇、安徽、福建、山東、湖北、廣東、貴
州、雲南、陝西、甘肅十三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權
最高檢開展公益訴訟試點的決定》，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http://www.spp.gov.cn/zdgz/201507/t20150702_100541.s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
04/20/2019）。
「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
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
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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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關於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
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行政公益訴訟作出了進一步規定 4 ，行政
公益訴訟成為大陸一項正式的制度，且其中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發
展已達到一定程度。
本文欲限縮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展開對比研究分析，探討
制度構建。論及環境公益訴訟一般僅從民事與行政角度出發。而
其中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是社會大眾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行環境監
管職責的一項基本憲法權利訴訟權 5 ，以司法方式督促行政機關
監督資源的聚焦。在民事與行政兩種類型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中，應著重於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亦即環境公益司法化的重點應
發展環境行政公益訴訟 6 。本文先就兩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
中原告主體以及法律制度分別概述後再做比較，再以起訴前置程
序、訴訟審理與判決執行作為重點比較、分析部分，提出相應若
干參考建議，在前述法制規範與實務層面之對比基礎上又以兩地
指標性實務案件作對比研究，並在該部分簡述中國大陸地區特色
之實務操作，可供臺灣公益團體吸收會員、開展活動之參考。

4

5

6

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陸行訴法第 25 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最 高 人 民 檢 察 院 ， http://www.spp.gov.cn/zdgz/201803/t20
180302_368570.shtml（最後瀏覽日：04/19/2019）。
臺灣憲法第 16 條規定了，「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於憲法中給
予基本定位；中國大陸地區在憲法中未予以直接明確表示，而是以中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憲 法 第 33 條 中規 定，「 任 何 公 民 享有憲 法和 法律規定 的權利，
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另在陸行訴法第 2 條中表述人民
進 行 行 政 訴 訟 的 權 利 ，「 公 民 、 法 人 或 者 其 他 組織認 為行 政機關和 行政機
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訴訟」。
劉 超 （ 2018），〈 環 境 行 政 公 益 訴 訟 判 決 形 式 的 疏 失 及 其 完 善 〉，《 浙 江 工
商大學學報》，5 期，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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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告與制度規範
一、原告
（一）大陸
1.大陸組織結構
大陸地區目前行政區域劃分有 23 個省、5 個自治區、4 個直
轄市與 2 個特別行政區，或是從中央到地方可分為中央、省、
市、縣、鄉。大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提起的主體即檢察機關，可
以論為四個層級，分別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省檢察院、市檢察
院、縣檢察院 7。根據大陸憲法第 134 與第 136 條之規定，檢察
院是法律監督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檢察院上下
級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關係，與政府之間為人民代表大會之下
「一府一委兩院」（即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人民
檢察院）之平行關係。大陸在環境監管方面為人熟知的機構是環
保部門，對那些地方政府重點招商引資專案、會受到地方政府大
力保護的企業的監管上容易受到政府左右，環保部門所為之行政
處分與政府之內部決定有一種「一體性」或是「上令下效」的特
質 8。
7

8

大陸行政區劃可分為省、市、縣、鄉，非屬標準區劃方法。因本文環境
行政公益訴訟主體檢察機關提起訴訟之案件多為省、市、縣級檢察機關，
故後文論述檢察機關取三級區劃，以對應於省檢察院、市檢察院、縣檢
察院。
楚 雄 市 人 民 法 院 （ 2017 ） 雲 2301 行 初 18 號 。 中 國 裁 判 文 書 網 ，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fa38caa5-fbfc-4f19-a716a84d00b0eed0&from=singlemessage （ 最 後 瀏 覽 日 ： 03/19/2019 ）。 被 告 辯
稱 ，「 且 根 據 政 府相 關 通 知 要 求 ， 對 掛 牌 保 護 企業開 展專 項檢查， 必須事
先向縣人民政府報告，經批准後方可進行，對企業開展工作檢查原則上
一年不得超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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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陸檢察機關作為原告主體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9 與陸行訴法的修改中，明確
了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的法律依據。環境
行政公益訴訟原告主體僅限檢察機關，因採取利害關係人原則，
公益組織或者非利害關係之個人不能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 10。
在檢察機關具備公益訴訟原告資格上，還涉及到大陸民事訴訟與
行政訴訟之銜接問題。當檢察機關符合能夠針對環境侵權事項提
起民事訴訟之構成要件時 11，參考美國清潔空氣法公民訴訟排除
條款（preclusion）之規定，美國公民訴訟前公民須給予國家第
一個起訴違反法令者之機會 12，大陸檢察機關則需在等待期間內
給予法律規定之機關或者組織起訴之機會，滿足期限內機關或組
織未起訴之構成要件時，才可選擇提起民事訴訟，且一定條件下
檢察機關可在行政或者民事訴訟間選擇。且民事亦或是行政訴
訟，本質具有同一性即公益性。在公益救濟上，環境公益訴訟對

9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55 條 ，「 人 民 檢察院在履行職責 中發現破
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
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在沒有前款規定的機關和組織或者前款規定
的機關和組織不提起訴訟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前款規
定的機關或者組織提起訴訟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支持起訴」。
10
陸行訴法第 25 條，同前註 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
訟法>的解釋第 12 條，「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與行政行
為有利害關係」：（一）被訴的行政行為涉及其相鄰權或者公平競爭權的；（二）
在行政復議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機關依法追究加
害人法律責任的；（四）撤銷或者變更行政行為涉及其合法權益的；（五）為維
護自身合法權益向行政機關投訴，具有處理投訴職責的行政機關作出或者未作
出處理的；（六）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係的情形」。其中「利害關係人原則」
可理解為臺灣「訴訟利益」之理論。
11
同前註 9。
12
Jeffrey G. Miller, Overlooked Issues in the "Diligent Prosecution" Citizen Suit
Preclusion, Widener Law Review 69 (2003).

242

兩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之比較 11

於環境行政執法而言是後位和補充，環境監管部門在環境保護方
面具有專業性，而且由法院督促主管機關積極履行法定職務亦優
於法院直接處理污染環境這種具有相當專業性之事務。因而大陸
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上以行政公益訴訟為主要途徑，當單一途徑
不足以保護環境公共利益時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使得「兩訴」
合理分工、積極配合，在大陸已有成功實踐之案例 13。
中國大陸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是其所具備之法律監督
權能的新發展 14。社會組織易受困於經濟能力、專業能力以及地
方保護等因素之影響，其主觀參與維護環境公益的意願偏低 15，
在公共財政支持下由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檢察機關支持公益之維
護，在調查取證、辨明因果關係、貫徹執行相關制度等方面更具
專業性。檢察機關在提出檢察建議以及後續訴訟中，若發現瀆職
犯罪，在當前大陸監察體制改革後應將收集發現到的有關於犯罪
的線索材料移交給公安機關或者監察委員會。在大陸設立監察委
員會後，職務犯罪案件交由監察機關辦理，一方面減少了檢察機
關辦案壓力 16 ，可以促進檢察機關在對環境問題監督上全力以
赴，但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反貪反瀆職能之剝離給發展尚起步的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帶來挑戰，弱化檢察建議威懾力，易使檢察機

13

14

15

16

大陸最高檢察院 2016 年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指導案例「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檢察
院訴白山市江源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及江源區中醫院行政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案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最 高 人 民 檢 察 院 ， http://www.spp.gov.cn/
dfjcdt/201711/t20171116_204855.shtml（最後瀏覽日：11/20/2018）。
郭宗才（2018），〈民事公益訴訟與行政公益訴訟的比較研究〉，《中國檢察官》，
291 期，頁 3。
黃娜、杜家明（2018），〈社會組織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的優化路徑〉，《河北法
學》，9 期，頁 198。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127 條，「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
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中國人大，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node_505.htm（最後瀏覽日：04/20/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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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環境主管機關違法失職行為監督更為困難 17。
（二）臺灣
1.鄰避效應與社會資源動員理論
提到公益團體作為臺灣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原告主體時，不得
不讓人想到兩個關於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的理論，如
下簡述理論概念以期對公益團體作為原告之利弊進行思考。第一
個 理 論 即 鄰 避 症 候 群 ， 或 稱 鄰 避 效 應 （ Not in My backyard
Phenomenon），描繪了人們會反對一些不理想的公共設施建造在
自己生活區域附近、擔憂會對自己生活品質與財產價值造成影響
的一種現象。該詞早期出現在 1970 年代中期，在當時環境運動
者和一些社會學家的倡議下，使用該詞時通常採取的是對該詞的
一種消極意義上的解釋 18。比如在風力發電設施選址建立時遭到
人們反對，並不是出於不清楚風力發電功能，而是因為他們通過
利益衡量，會認為對於他們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可能會大於給他們
帶來的潛在利益。
第二個理論即麥克卡塞（John D. McCarthy）與傑德（Mayer
N. Zald ） 的 「 社 會 資 源 動 員 理 論 」（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將「資源動員」作為社會運動的研究視角。其中指出了
相似的組織因為各自將資源有效轉化為行動的能力不同而使得效
率相差很大，一個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得以有效利用將有助於該組

17

18

賈永健（2018），〈中國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模式重構論〉，《武漢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 期，頁 1。文章在大陸監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探
索如何重構行政公益訴訟的制度模式，提出了「將來可以探索建立由監察機關
作為專門調查機關，檢察機關作為專門起訴機關，法院作為專門審理機關，三
者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調查—起訴—審理』分立的科學模式」。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t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Not-in-MyBackyard-Phenomenon (last visited 04/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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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目標之實現 19。公益團體將會面臨各式各樣的關於其組織存續
之問題，並且隨著資源的增多，面臨的問題將會更加複雜。公益
團體所面臨之任務複雜性則更使之注重資源動員以及發揮影響力
的專業化要求，包括了關於遊說、財務以及獲得資金支持的技能20。
2.美國公民訴訟與德國環境團體訴訟提起之主體
針對原告之適格性問題上，美國德國為不同立法例。美國對
團體資格的要求需要有相當程度的利益關係，需要滿足成員權利
或利益受到影響之條件。美國聯邦環境法律規範中包含公民訴訟
條款的有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CAA）、清潔水法（Clean
Water Act；CWA）等 21。美國法典在公民訴訟部分（Section1365.
Citizen suits）中對「公民」定義為，「一個或一些其利益受到或
將受到不利影響的人」 22。在「Sierra Club v. Morton」案件中，
因為上訴人未提出所指控之行為會影響到該組織或其成員，法院
以該案件中上訴人該組織以及其成員之利益未受到損害為由而未
支持其訴之聲明 23。在之後美國一些經典判例中可以發現，法院

19

20

21
22

23

“Although similar organizations vary tremendously in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they translate resources into action , the amount of activity directed toward goal
accomplishment is crudely a function of the resources controlled by an organization.
” John D. McCarthy & Ma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1 (1977).
Id. at 1234.“The need for skills in lobbying, accounting, and fund raising leads to
professionalization.”
Clean Water Act, 33 U.S.C.§1365 (2012); Resource and Conservation Recovery Act,
42 U.S.C.§ 6972 (2012); Clean Air Act, 42 U.S.C.§7604 (2012).
33 U.S. Code § 1365. Citizen suit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he term
“citizen” means a person or persons having an interest which is or may be adversely
affected. ”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ion, at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
text/33/1365（last visited 04/19/2019）.
Sierra Club v. Morton, 405 U.S. 727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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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告適格的審查判斷標準又經歷了從放寬到收緊的變化 24。此
外美國 1943 年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案件中經由弗蘭克法官提出的
「私人檢察總長」（private attorney general）理論確立並發展25，後
續發展成一些人主要因受利潤動機的誘導，接手那些政府執法者
錯過或是沒有資源（或意願）去起訴的案件 26，故而這些人又被
稱為「賞金獵人」（bounty hunter）。而德國的環境團體訴訟主要
是純粹利他型訴訟，非代理會員或基於訴訟擔當獲得權利，而是
旨在維護公益27 ，易言之，若符合條件的環境團體提起訴訟無需主
張團體或個人權利受到損害或存在利害關係，即符合起訴條件28。
3.臺灣公益團體作為原告主體
臺灣與中國大陸實際情況有所不同，臺灣擁有較為成熟的基
金會、志願服務等制度，因而以公益團體作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
原告主體有實踐效用與合理發展之可能性。在面對環境破壞行為
時，公益團體可以主動亦或是由環境污染受害者向公益團體申請
而發動相關程序。臺灣環境作用法中公民訴訟條款，借鑒了美國
公民訴訟制度，為防環境訴訟「爆炸」，原告主體資格僅限於受
害人民與公益團體。公益團體不論與系爭破壞環境行為有無直接
利害關係，即是由公益團體主動針對破壞環境行為發動相關程

24

25

26

27

28

鞏固（2017），〈美國原告資格演變及公民訴訟的影響解析〉，《法制與社會發
展》，4 期，頁 121。
張輝（2014），〈美國公民訴訟之“私人檢察總長理論”解析〉，《環球法律評
論》，1 期，頁 165。
Carl W. Hittinger/ Jarod M. Bona, The Diminishing Role of the Private Attorney
General in Antitrust and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Cases Aided by the Supreme Court,
Journal Of Business & Technology Law 170 (2009).
吳宇（2017），〈德國環境團體訴訟的嬗變及對我國的啟示〉，《現代法學》，2 期，
頁 155。
陶建國（2013），〈德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德國研
究》，2 期，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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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亦或是其組織成員為系爭破壞環境行為之利害關係人，公益
團體都代表了大多數人之利益。公益團體之存續與組織目標之實
現，在面對複雜多樣的環境污染破壞問題時有較高的專業性要
求。然則雖然對目前公益團體之專業化無過多之擔憂，但對公益
團體發動監督程序之及時性、發揮預防環境破壞功能之有效性、
制止非重大環境破壞行為之可能性，不無思慮之空間。
臺灣參考美國公民訴訟制度，多以受害者提起訴訟，少依據
行政訴訟法以公益團體為原告提起公民訴訟並獲得勝訴。美麗灣
案件乃由環保公益團體提起公益訴訟，為一大指標性案件。臺灣
環境作用法規定公益團體經過前置程序後對怠於執行職務之主管
機關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並且該團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應不需要
符合訴訟利益理論。雖根據前揭之環境作用法以及行訴法第 9 條
之規定，環保團體享有行政訴訟之訴權，然若根據行訴法第 35
條社團法人「得為公益提起訴訟」，又要求社員「就一定之法律
關係」，授與訴訟實施權。職是之故，社團法人提起訴訟時必須
先表明社員之權益遭受行政機關違法之行政處分或拒為或怠為行
政處分侵害，始能合法進行訴訟 29。就此而言與美國團體訴訟立
法例近似，理論上非完全為公益而係為授權之社員進行訴訟，因
而由於第 35 條之內容，尚未等同於純粹公益傾向的團體訴訟。
此法理不能一貫之處，究其起草過程應係因立法院不當修改司法
院提出之修正草案所致 30。以一種本質為事實損害的條件作為原

29
30

吳庚（2018），《行政爭訟法論》，頁 207，臺北：元照。
司法院草案原文為「得為各該社員之利益提起訴訟」，立法院三讀時改為「得
為公共利益提起訴訟」。蓋社團法人既為公益，又仍須由社員授與訴訟實施權，
不免邏輯上有矛盾。然則一定層面上又可以使得行政法院可以堅守第 35 條之
規定，以「一定之法律關係」、「授與訴訟實施權」等要件加以審查，避免濫訴
現象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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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適格性審查的核心條件，甚至將動搖不以個人受害為必要條件
的公益訴訟的正當性基礎。此外，根據臺灣實務案件之判決來
看，公益團體之適格不只須為內政部核准立案之合法人民團體，
且其章程亦須秉承公益性質之宗旨，如開展環保運動、維護生態
環境等要件 31。且公益團體資格要求以「環保團體」為限，為了
案件的起訴而成立的團體組織則不具備「公益團體」之要件 32。

二、制度規範
（一）大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法制
中國大陸經過兩年的實踐探索，在 13 個省市區設點，嘗試
進行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在公益訴訟試點期間，根據規定
檢察機關提出檢察建議後，相關行政機關收到檢察建議後的履職
期限為一個月，在試點期間結束之後該期限修改為兩個月 33。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判決類型放在行政訴訟判決類型中審查，
雖陸行訴法中判決類型根據該法第 69、70、72、73、74、77 條
31

32

33

陳仲嶙（2018），〈美國與臺灣環境公民訴訟下的當事人適格——立法與司法協
力形塑的面貌〉，《中正大學法學集刊》，60 期，頁 2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997 號判決。本件已因原告當事人不適格判
決駁回。法院在理由部分認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如以主觀訴訟關係依行
政訴訟法第 4 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乃當事人不適格，為無理由；如依客觀訴
訟關係依行政訴訟法第 9 條、第 35 條規定提起團體公益訴訟，因其不具備第
35 條規定之公益團體要件，亦係當事人不適格，為無理由，從而，本院應以判
決駁回原告之訴，至於本件不具備第 9 條但書所設特別要件，為起訴要件不備，
本應以裁定駁回」。
人民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試點工作實施辦法第 40 條規定，「在提起行政公益訴
訟之前，人民檢察院應當先行向相關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糾正違法
行為或者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應當在收到檢察建議書後一個月內依法辦理，
並將辦理情況及時書面回復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
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21 條，「行政機關應當在收到檢
察建議書之日起兩個月內依法履行職責，並書面回復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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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駁回訴訟請求判決、撤銷判決、履行職責判決、履行給付
義務判決、確認判決與變更判決六種類型 34，但綜合實踐案例來
看，主要有確認違法判決以及履行職責判決兩大類。行政機關在
收到檢察機關的檢察建議後，應保持與檢察機關必要之溝通交
流，避免因為未及時回復而導致被起訴。在前置程序的設置下，
履職期限超過兩個月，亦或是行政機關在收到檢察建議後未履行
法定職責，確實存在怠於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亦或是訴訟期間
被訴行政機關履行了相應職責、檢察機關訴訟目的已達成故而變
更訴訟請求 35，即改為請求確認相應行政行為違法，因而在前述
情形下法院會給出確認違法的判決結果；另外為保持謙抑性、避
免過於干涉專業性較強的行政行為，法院或是會避免給出判決變
更，出現最為常見的履行職責判決。法院對於履職的判決內容在
期限、履行形式等方面通常也不做過於嚴格的限制，以期保持行
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合理分工與權力平衡。
以破壞植被的行為為例，若判決行政機關於一定期限內督促
違法行為人恢復土地植被原狀，而在該段期限內是無法達到預期
目的的，則判決履職的期限就流於形式；以違法堆放生活垃圾為
例，避免直接判決行政機關督促違法堆放垃圾行為人清理垃圾或
是判決行政機關代履行而限制過多、干涉行政機關選擇較佳方式
進行行政執法，亦或是在執行階段行為人將該處垃圾移動到另一
處而涉及到「一事不再理」和判決內容是否執行完畢之爭論，容
待解釋。
（二）臺灣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法制
臺灣極其重視環保事業，從垃圾分類到塑膠製品之慎用，無
不體現臺灣公民環保意識。早期進入工業化後，難以避免剝削環

34
35

參見陸行訴法第 69、70、72、73、74、77 條。
其中「訴訟請求」可理解為臺灣「訴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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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利工業發展之不當手段的運用，對環境問題認識受限、受害
民眾通過親身經歷病痛才發現環境問題，以至於產生多次自立性
救濟集體行動並帶有強硬暴力抗爭形式的環境運動，如有鹿港反
杜邦運動、新竹李長榮化工廠污染事件、林園事件等；而隨著空
氣污染防制法、行政訴訟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水
污染防治法等陸續公佈施行，環境運動由無序化向法制化轉變36。
具體到環境法制中而言，環境基本法中確立了環境保護優先、永
續發展的理念，以及環境公民訴訟的基本規定 37，其他各種污染
防制法中規定了通過受害者或公益團體的參與提起行政訴訟，促
進解決破壞環境的問題，確保環保相關法律有效實施，保護人民
基本權利 38。此種立法歷程與美國立法歷程相似，美國自清潔空
氣法（CAA）施行後，美國國會公佈的至少十五個各種具體的環境
保護法令中包含了以 CAA 第 304 條為模型的公民訴訟條款39。
本文限縮討論公益訴訟之問題，故集中於公益團體提起環境
行政訴訟之情形，公益團體提起之訴符合客觀訴訟構成要件。各
環保法律規範中定訂之公民訴訟條款，用語為「請求判令其執
行」，係請求主管機關為一定內容之行為，根據法律規定中主管
機關對污染環境行為可採取之因應對策之態樣來看，有行政處

36

37

38

39

齊樹潔、李葉丹（2010），〈臺灣環境公民訴訟制度述評〉，《臺灣研究集刊》，1
期，頁 85。
環境基本法第 34 條，「各級政府疏於執行時，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依法律規定以
主管機關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並且還規定行政法院判令被告機關
對維護環境品質有具體貢獻之原告在訴訟中所支付的必要費用予以支付，能促
使人民或公益團體積極擔負起環境保護之義務與責任。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93 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59 條、水污染防治法第 72 條等
環境保護法律對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訴訟作了規定。
Katherine A. Rouse, Holding the EPA Accountable: Judicia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 Suit Provis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27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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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行政處分以外之事實行為，故而訴訟類型限於課與義務訴
訟與一般給付訴訟，無提起確認訴訟之可能 40。

三、比較
兩岸在土地面積與人口數量上存有巨大差異，兩岸之制度不
可一概而論。經過前文兩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之比較來看，
為便於對比、不完全歸納兩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之同與不
同，如下文所示。
兩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相同之處：第一，訴訟前均需踐行書
面告知主管機關之程序；第二，提起行政訴訟之前不必經過訴願
（大陸法律用語為復議）程序；第三，提起行政訴訟前給予行政
機關一定期限履職；第四，被告主體相同，皆為怠於執行職務之
主管機關；第五，實務操作來看主要有一般給付訴訟與課予義務
訴訟（前揭之大陸判決類型中履行職責判決）等。
不同之處主要有：第一，大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立法在時間
上晚於臺灣；第二，立法模式不同，中國大陸為「先實踐後立
法 」之模式，從地方性實踐經驗提供給全國性立法之參考，臺
灣為「先立法後實踐」之模式，於已有制度上逐步修補；第三，
原告主體不同，中國大陸為檢察機關，臺灣為環保團體；第四，
中國大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功能發揮較大 41；第五，中國大

40

41

林惠瑜（2013），〈環境公民訴訟與訴訟類型之適用〉，《中華法學》，15 期，頁
141-142。
兩岸實際情況有所不同，需肯認在大陸目前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功能實效得
以較大的發揮，參見 2018 年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與環保部、公安
部共同推動環保領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掛牌督辦垃圾跨省傾倒太湖西
山案、靜海坑塘污染案等 64 起重大案件。辦理生態環境領域公益訴訟 1.3 萬件，
督促 5972 家企業整改，督促恢復被污染、破壞的耕地、林地、濕地、草原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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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被訴行政主管機關在被訴行政行為中受到政府影響較大；第
六，中國大陸實務中在訴訟期間因行政機關積極履行職責已實現
保護環境之目的，原告撤訴或改為請求確認違法之案件較多；第
七，可訴範圍或是立法形式不同，大陸在陸行訴法中作了一般性
的概括規定，可訴之環境領域較為廣泛，而臺灣在各環境作用法
中，分別訂定公民訴訟條款，僅法律明文規定才可提起環境行政
公益訴訟。

參、起訴前置程序、審理與判決執行
一、起訴前置程序
（一）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設置了檢察機關先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的程序
設置。大陸訴前程序設置與臺灣訴訟前置程序相類似，由於大陸
法律規定晚於臺灣，可認為受到臺灣立法影響，且毫無疑問亦受
到美國立法影響 42 。「建議」二字體現了檢察機關提出之書面材
料對行政機關不具有強制拘束力，在於擺正檢察機關的態度，即
作為中國大陸法律監督機關，不取代行政機關監管環境之職責，
以使行政機關管理環境事務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得以充分發揮 43。
陸行訴法為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設置的前置程序，可以稱

42

43

面積 14.3 萬公頃，索賠治理環境、修復生態等費用 4.7 億元」。中華人民共和
國司法部，http://www.moj.gov.cn/subject/content/2018-03/26/316_17594.html（最
後瀏覽日：11/3/2019）。
湯維建、張明哲（2019），〈海峽兩岸公益訴訟比較研究及對策建議〉，《貴州民
族大學學報》，1 期，頁 162。
崔瑜（2018），〈公益保護行政執法與公民訴訟的平衡〉，《國家檢察官學院學
報》，6 期，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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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督促履職」。在檢察機關實施督促履職後，鑒於檢察機關
監督機關的地位以及對瀆職、污染環境刑事案件可以收集資料、
轉交給偵查機關等影響，絕大多數情況下行政機關會主動糾正，
可以制止環境公共利益持續受到侵害，無須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
訟，側面反映了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為一種輔助性方式。
大陸學者對為期兩年的試點工作開展情況進行了調查，多數
案件通過設置的訴前程序予以解決，約有 75.4%的比例行政機關
在收到檢察建議後主動糾正了違法行使職權或不作為之行為 44。
大陸行政爭訟中未體現訴願前置主義，但是其與臺灣訴願前置主
義理論上是相通的，從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訴前程序制度設計上來
看，是由檢察機關的外部監督與行政機關的自我糾錯相結合，給
予行政機關自我糾錯之機會。另外，大陸法律規範中亦規定了緊
急情形時，縮短訴前程序應等待期限為 15 日 45。
（二）臺灣
1.關於環境影響評估之問題
在前述臺灣案例中迭經爭訟，經歷了未通過環評、停工、通
過環評、復工這樣迴圈現象。從案例實務情況以及環評法第 14
條、第 22 條條文基礎上來看，未通過環評是行政機關作出停工
決定的要件、通過環評是作出復工決定的要件。環評程序與環境
行政公益訴訟合體之後，融合程序正義理念與訴訟工具理性，儼
然已為環境法治之重要支柱，運用範圍之廣包括重大影響的經濟開

44

45

沈開舉、邢昕（2017），〈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訴前程序實證研究〉，《行
政法學研究》，5 期，頁 47。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檢察公益訴訟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
定〉第 21 條規定了，「出現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損害繼續擴大等緊急情
形的，行政機關應當在十五日內書面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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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為、都市計畫法制與文化資產保存等領域46。因而環評結果與
行政處分息息相關，故而在行政公益訴訟中亦會牽涉到環評結果。
環境影響評估旨在建立一套正當的程序，測評人類行為對環
境造成了或將要造成何種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然則需要注意以
及受到警醒的一個問題即是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法院為保持
謙抑性、尊重行政機關具有專業性的行政決定時，司法審查以及
判決中體現的是僅指摘程序上瑕疵問題，不具體審查實體問題。
那麼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針對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爭議，最終
可能會產生一種現象，即是經由司法審查後環評程序因程序不合
法而被撤銷，行政機關在此後繼續補正作出環評結果，行政相對
人又可以得到通過環評程序的結果，未能適時發揮環評制度預防
風險目的之實效。因而，法院在確定環境影響評估結果之有效性
後，才是在一些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涉案系爭行政決定的合法性
依據 47。環評制度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聯繫甚為緊密，在制度建
構中以程序控制為基礎的同時，也需要嘗試酌情兼備適度實體審
查環境影響評估結果，以減少因環境影響評估引起的環境行政公
益訴訟，此外還需要防止如同中科三期案中環評制度預防功能無
法發揮作用現象的產生。
2.訴訟前置程序
行政機關的職能主要在行政執法上，為避免環境行政公益訴

46

47

李建良（2013），〈土地法實務導讀 NO.136 環評公民訴訟與行政裁量：《長庚複
健分院廢棄土方外運案》——簡析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1214 號
判決〉，《臺灣法學雜誌》，226 期，頁 62-63。
美麗灣度假村環評案中，經過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47 號判決撤銷
主管機關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結論，並業經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55 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經由判決撤銷確定後，屬於未通過環
境影響評估，因此該公司不得在相應路段實施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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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的膨脹使行政機關在應訴上花費過多精力從而影響日常執法實
效，避免行政法院負擔過度增加，臺灣環境保護法律中對受害人
民或公益團體的訴訟設定了必要的前置程序，即得以書面方式告
知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
執行者，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提起訴訟，可見訴訟前置程序
對進入訴訟與否起到了分流作用。臺灣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
構，賦予公益團體對環境主管機關提起行政訴訟之訴權，監督行
政執法，推動環境保護法律的實施與執行。

二、訴訟審理
中國大陸以及臺灣在目前各自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下，收
到檢察建議或是收到受害者或公益團體提出的書面檔後，主管機
關是否及時按期執行職務，則是之後若進入行政訴訟的爭議焦
點。在舉證規則上，以中國大陸法制為例，被告行政機關應舉證
證明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原告檢察機關應初步證明被告行政機關
的作為或者不作為的行為造成環境公共利益受到損害。訴訟審理
中對於怠於執行職務之判斷可以概括為如下依據行政過程而判
斷、依據結果而判斷兩種標準。
第一，依行政過程而判斷的標準，即行政機關在一系列監管
行為中是否存在某個行為未履行法定職責。如後文將通過大陸實
務案件舉例，行政機關對於污染環境行為的處罰決定作出後，行
政機關具備處罰污染環境行為職責的基礎上，自當包含後續收繳
罰款的職責。因而當行政機關並未督促行政相對人繳納罰款時，
即是在這一系列監管中未履行應盡職責。亦有持類似該判斷標準
之觀點，認為對行政機關是否履職之司法審查應秉持行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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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行政機關是否糾正違法行為、履行法定職責，而非秉持結果標
準 48。換言之，亦可通過主管機關是否依相關法律規定採取必要
之管制措施 49，判斷主管機關是否怠於執行職務。
第二，依結果而判斷的標準，即在於從侵害環境的行為是否
停止、公共利益是否仍處於被侵害的狀態來審查。若行政機關採
取之措施在客觀上無效、不適當或有所拖延，顯然已無法有效達
成其任務時，應認為屬於「疏於執行職務」 50，此種觀點亦可認
為為依結果而判斷之標準。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之目的在於維護環
境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一直處於被侵害狀態時，訴訟前置程序
以及訴訟等過程也就無意義可言。而對於訴前行政機關是否履行
法定職責，倘若依據公共利益是否仍處於被侵害狀態來判斷，也
需要依據實際情況進行審查。對於恢復原狀、排除公共利益持續
被侵害狀態需要一定期限，針對公共利益是否仍處於被侵害狀態
此一標準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判斷。如前述生活垃圾堆放的
舉例，假設行政機關在收到檢察建議或者收到公益團體提出的書
面告知後，採取了措施將該處的生活垃圾清理後，卻又移到了另
一個地方並對周邊環境造成污染，此時應當視為環境持續遭到破
壞，依據公共利益是否仍遭到侵害之結果來判斷行政機關是否全
面執行職務，且此處公共利益的釋義不能局限於某一特定地方的
公共利益。
總而言之，依過程判斷的標準和依結果判斷的標準二者並非
48
49

50

劉超（2018），〈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訴前程序省思〉，《法學》，5 期，頁 121。
李建良（2000），〈論環境法上之公民訴訟〉，《法令月刊》，1 期，頁 19。環境
法上公民訴訟之實施要件之一為「須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所謂「主管機關疏
於執行」者，係指主管機關未依空汙法或廢清法之規定，對於違法之公私場所
採取必要之管制措施。該觀點似乎採取依行為判斷之標準。
張文郁（2014），〈淺論行政訴訟之公民訴訟——兼評最高行政法院一〇一年度
判字第九八〇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25 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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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獨立，僅是從不同的側重角度來論述，並且其中依過程而判
斷的審查標準亦略帶有幾分審查結果之意。但是本文認為，為保
護環境權、實現環境正義、符合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目的，對怠於
執行職務之判斷首先應以依結果判斷的標準進行審查，再通過依
行政過程而判斷的標準加以輔助，來衡量主管機關之行為。以美
國 Smithfield Foods 案為例，法院拒絕承認被告之誠信努力遵守
法律（good-faith efforts at compliance），因為被告未採取所有必
需之措施來調查未能遵守法律之原因或者如何防止未來再次發生
此類錯誤 51。亦即非能僅根據主管機關之行為計畫來判斷主管機
關「怠於執行職務」之要件，亦需要從整體之結果層面來省視主
管機關之行為。
此外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其權源來自何處？在司法判斷標準
中又是如何？本文認為，應更傾向於對法定職責進行形式合法與
實質合法的雙重考量，並且對行政機關的監管職責進行一定程度
的延展 52，對行政機關之責任要求採取較為嚴格的標準，以達到
行政訴訟根本目的保護公民權利之要求。對怠於執行職務之判斷
非僅局限於案件涉及之法律（如環評法）所定之職務，仍應依其
他專業法律規定，採取需採取之措施如排除危險或回復合法狀態
等 53，以促使行政機關充分履行其職責。

51

52

53

Erin Belka/ Sarah Kern, Assessing Civil Penalties in Clean Water Act Citizen Suit
Cases, Hastings West-Northwes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82
(2003).
大陸甘肅省金塔縣人民法院（2017）甘 0921 行初 3 號行政判決。判決書中認
為，林業局為負有保護、利用、監督管理森林資源的行政機關，其當然應「承
擔被毀林地後續生態修復工作的監督、管理法定職責」。
李建良（2012），〈環境公民訴訟的訴訟類型與程序要件——美麗灣度假村環評
公民訴訟裁判綜合評析〉，《臺灣法學雜誌》，211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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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執行
臺灣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1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提
出，針對課予義務訴訟之判決確定後，行政機關未另做處分前，
人民依判決主文「被告對於原告之申請，應依本院之法律見解另
為適法之處分」，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行政法院該種情況下應
否准許 54？陸行訴法第 65 條對此類情形，即針對行政機關拒絕
履行法院判決與裁定時，法院應採取的措施作出了明確、具體的
規定 55，以解決行政訴訟後申請強制執行時的問題。
中國大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之原告檢察機關提起的訴訟請求
內容亦影響到法院所為之判決內容。通常中國大陸針對主管機關
的責任判決內容較為不明確，且判決主文亦較為簡單，以「繼續
履行法定監管職責」等類似文句表述，但是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
有趨於明確的表像。在大陸「雙柏縣人民檢察院訴雙柏縣環境保
護局不履行法定職責案」中，檢察機關起訴的訴訟請求表述為
「判令被告雙柏縣環境保護局在一定期限內履行法定職責」，在

54

55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1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其中決議文指出，行政
機關怠於履行時，無法直接採取強制或代履行之執行手段，然執行法院得依行
政訴訟法第 306 條第 2 項准用強制執行法第 128 條第 1 項規定，對行政機關課
處怠金及再處怠金，以促使其履行作成處分之給付義務。
陸行訴法第 96 條，「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第一審人民法
院可以採取下列措施:（一）對應當歸還的罰款或者應當給付的款額，通知銀行
從該行政機關的帳戶內劃撥；（二）在規定期限內不履行的，從期滿之日起，
對該行政機關負責人按日處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罰款；（三）將行政機關拒絕履
行的情況予以公告；（四）向監察機關或者該行政機關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
司法建議。接受司法建議的機關，根據有關規定進行處理，並將處理情況告知
人民法院；（五）拒不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
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情節嚴重，構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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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審中公益訴訟起訴人 56將該項訴訟請求予以明確，使可令主管
機關知悉應為之行為，表述為「判令被告雙柏縣環境保護局在一
定期限內對迪伽索公司的違法行為進行查處，並對迪伽索公司產
生的工業固體廢棄物按照國家標準進行處理，徹底消除環境安全
隱患」 57。法院可據此作成較為明晰之判決，為訴後被告之執行
抑或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做好鋪墊。總結而言，在環境行政公益
訴訟中完足訴之聲明將有助於實現訴之目的。

四、比較
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開展前，通過不同的訴前程序可提供給
行政機關主動糾正違法行政行為的機會，促進侵害環境問題的解
決，從而可以節約司法資源；只有當行政機關應當糾正而仍不糾
正，怠於履行法定職責，致使環境仍遭受破壞、公共利益仍遭受
侵害時，原告主體得提起行政訴訟。因而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
度建構時，應充分重視訴前程序的獨立價值，對進入訴訟與否起
到 一 種 過 濾 作 用 ， 亦 是 發 揮 替 代 糾 紛 解 決 程 序 （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解決環境糾紛中所起到的功效，不走司法解
決的途徑以減輕司法負擔 58 。亦如 Menkel-Meadow 教授所提到
的，正當或者公正的程序並不必然要求展開訴訟 59。

56

57
58

59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 4 條，規定了「人民檢察院以公益訴訟起訴人身份提起公益訴訟」。
大陸地區雲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7）雲 2301 行初 18 號行政判決。
陳冬（2009），〈環境公益訴訟的限制性因素考察——以美國聯邦環境法的公民
訴訟為主線〉，《河北法學》，8 期，頁 161。
Carrie Menkel-Meadow, When Litigation Is Not the Only Way: Consensus Building
and Mediation As Public Interest Lawyering, Journal of Law & Policy 39 (2002).
“Furthermore, despite what law professors teach in civil procedure or constitutional
law, "due" or 'Just" proc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litigation, a "day in cour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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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置程序而言，大陸檢察機關發出檢察建議與臺灣公益團
體發出書面告知，兩者之剛性程度有所不同。這種區別乃兩岸環
境行政公益訴訟發動主體之不同使然。大陸檢察機關檢察建議雖
以建議二字舒緩壓力，但發出建議乃大陸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
職責之體現，具有一定內化的剛性拘束力，仍蘊含著公權力對公
權力之制約。而臺灣公益團體發出之書面告知，可定性為一種觀
念通知，僅具備一定形式意義，為民眾對公權力之民主監督 60。
在訴訟審理中，法院可以組織原告公益團體與被告主管機關
之溝通協調，後文將以大陸一則實務案件中被告提出管護方案之
措施來舉例，據此再參考美國公民訴訟中的協議（settlement）
作用，法院在組織協商中可在個案中嘗試由被告主管機關提出具
體切實可行的履行職務方案，應確保原告在訴訟後能夠及時獲知
被告履行職務之進程與有關資訊；非能妥善協調時，法院通常基
於避免司法權不當干預行政權之基礎上，於法院法律見解或是判
決論斷中，事涉主管機關專業與裁量權行使時，判命被告依照法
院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具體行政處分。此種方式無可指摘之
處，拙見認為，於法院見解與論斷中宜總結與盡可能明晰針對系
爭破壞環境行為可採取若干之行政處分或是行政處分以外其他行
為（如事實行為）之可能，符合權力分立精神之時，兼重對人民
權益與法院判決權威性之維護。
討論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之時，亦需要回歸到行政訴訟當中。
行政訴訟某一項制度之設計與相關配套規則之建立，取決於行政
訴訟之目的。在行政訴訟法發展過程中，其根本目的隨時期變化
以及不同學理觀點而有所不同，主要有兩種，其一是監督控制行

60

a lawsuit.”
湯維建、張明哲，同前註 42，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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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其二是保護公民權利避免受到行政權之侵害。對於行政公
益訴訟這項具體制度之討論因而也應納入行政訴訟目的視野中為
基礎進行分析。在當代社會，行政訴訟之根本目的應為對公民權
利之保護，才有限制國家權力之目的產生，亦如成文憲法之所以
落實權力分立原則，其目的就是要合理地規劃國家權力之組織模
式，以確保人民權利與自由 61。
無論以基本人權角度出發，還是從環境正義之概念尋求公平
正義，在肯定人們平等享有擁有健康安全的環境的權利之基礎
上，應確保人們有權在面對不平等待遇時尋求司法幫助、有權在
環境立法與行政執法過程中積極參與其中，乃符合環境權與環境
正義之實證效用。現代國家的發展毋庸置疑以權利本位為基礎思
想，追求成為惠及民眾的福利國家。正如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之目
的在於，借由民眾與司法的介入以督促環保法令之切實執行 62，
以期保護環境、維護人民權利。從此民眾積極介入法令之執行，
非局限於參與環境決策之聽證一途 63。美國法院判決中言明，公
民訴訟目的在於補充而非取代政府執法 64。政府在日常行政過程
中造就其是公共利益最佳的保護者，在行政內部的層級監督下，
私益受到侵害的公民可以通過訴願方式讓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未
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進行監督，亦或是專門監督例如環保部門監
督其他部門未履責的行為導致環境受到侵害的問題。法制意識的
發展將使得私益救濟更為普遍，以及行政機關的自我監督管理，

61
62

63
64

吳庚、陳淳文（2015），《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頁 321，三民。
傅玲靜（2013），〈環境法中公民訴訟制度的再認識——由最高行政法院一〇一
年度裁字第一八八八號裁定及相關裁判談起〉，《月旦裁判時報》，19 期，頁 79。
林惠瑜，同前註 40，頁 132。
Gwaltney of Smithfield, Ltd. v. Chesapeake Bay Found., Inc., 484 U.S. 49, 60
(1987) .“The citizen suit is meant to supplement rather than to supplant governmental
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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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在一定條件下作為一種輔助手段，讓位
於行政手段，在行政手段不足與私益救濟缺失時發揮司法一種補
位功能。
中國大陸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需要先舉證證明
公共利益受到損害；臺灣參考美國公民訴訟制度，故對於污染物
質或污染環境之行為先假設是安全的再舉證證明其是具有污染性
的。兩岸對於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舉證模式是相近的，相較於歐
盟法下更對被告方有利。歐盟法下先假設一個物質是具有危險性
的，再去證明該物質是安全的 65。
另外，在大陸國情以及分職能部門管理的環境監管體制下形
成了一種分割局面的表像，戲稱「環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林
業不下山」。簡單的職能劃分亦或是行政區域劃分總免不了保護
漏洞與缺位。此時檢察機關作為監督機關，不僅可第一時間高效
率行動、督促行政機關積極履行職責，還可避免團體組織行動的
滯後性與「搭便車」效應（free-rider effect）。需要提醒的是，在
公民私益欠缺有力的保護時，人們法制意識薄弱、法律信仰缺
失，仍陷於「不敢高、不願告」之泥潭時，更無動力維護公共利
益。因而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在主觀訴訟未發展成熟時即刻發展公
益訴訟有因噎廢食之嫌。客觀化之行政訴訟建構應循序漸進，在
主觀訴訟制度較為成熟時開放發展融合主客觀訴訟為一體之行政
訴訟，再在前期經驗積累上試行構建純粹的客觀行政訴訟，宜較
為妥善。而於臺灣，如何切實可行地發揮公益團體作為環境行政
公益訴訟原告之積極性，以及如何擴展知悉污染環境行為資訊來
源通道，為當前臺灣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待研究的問題之一。

65

Hallie L. Shipley, The WTI Incinerator: The RCRA Citizen Suit and the Emergence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Global Business Law Review 19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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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務概覽
一、兩岸指標性案例概覽
（一）臺灣中科三期開發案與美麗灣度假村環評案
1.中科三期開發案
中科三期一階環評審查通過結論被行政法院判決予以撤銷，
而出現環保署公然反對法院見解，並且在隨後依舊準備二階段的
環評審查，出現了通過環評、法院判決撤銷環評結論、通過環
評、撤銷結論這樣的循環往復。這樣不僅浪費司法資源，還未能
實際解決建造引起的環境改變問題，更使得由該案產生的負面效
應開始發酵。
此案在爭訟過程中的「拉鋸戰」在此不做贅述，並且需聲明
的是該案是利害關係人為原告提起的撤銷訴訟，屬於主觀私益訴
訟，並非本文著眼點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以本案為討論對象僅
擇取該案中法院判決撤銷環評審查結論的歷史性意義作簡要評
析。自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以來，該案是第一例法院撤銷環評審
查結論。通常行政機關允許對擬議的決定表示興趣的任何一方就
此提出意見，或以其他方式參與行政機關所做的最終決定，而因
為有關各方可參與決策過程，加上法院審查行政決定所受到的限
制，在許多情況下法院會將對行政機關所作之行政處分的正式干
預必要性降到最低。 66在本案中法院認為，開發單位自行預測開
發行為可能引起環境之影響所作出的第一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
未加入必要的當地居民風險監控評估內容，而環評審查竟作出有

66

Peter A. Appel, Intervention in Public Law Litig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aradigm,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3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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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結論，係屬「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
完全之資料」之裁量濫用。行政訴訟中法院尊重行政機關專業行
政問題上所具有的判斷餘地，對於例如「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
餘」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判斷並非一定放棄認定，會根據訴訟的
進行對實體問題採取必要之司法審查。
2.美麗灣環評案
美麗灣案件提起訴訟之原告為公益團體「社團法人臺灣環境
保護聯盟」（以下簡稱 TEPU） 67，是第一個原告勝訴的公民訴訟
案件。該案的審理及裁判在臺灣影響甚大。臺東縣政府與美麗灣
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麗灣公司）以 BOT 方式對當
地一處土地進行開發。美麗灣公司先是規避山坡地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的 1 公頃開發面積門檻 68，使該建築基地得以不必進行環
評便直接予以開發。而後該公司取得在該處土地興建旅館的建造
執照後，隨即又以擴建規劃為由，申請全區開發，並檢具環境影
響說明書送審。當看著該處土地建築興建，TEPU 向臺東縣政府
發出告知書，遭到政府回函拒絕，依據行政訴訟法和環境影響評
估法相關規定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了訴訟。臺東縣政府四度
敗訴，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作出訴願決定以及原處分均撤銷的判決
結果 69。該法院對此案的判決中，釐清了前述中科三期開發案未

67

68

69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保護聯盟，一般簡稱為臺灣環保聯盟（Taiw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ion,TEPU）或聯盟，以結合關心臺灣環境人士、推展環境保護運
動、維護臺灣生態為宗旨，1987 年 11 月 1 日成立，在臺灣地區有一千多位會
員、十一個分會以及學術委員會。臺灣環境保護聯盟，www.tepu.org.tw（最後
瀏覽日：04/20/2019）。
參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6247（最後瀏覽日：
04/20/2019）。
美麗灣案件相關訴訟參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647 號、98 年度訴
字第 47 號，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55 號、101 年度裁字第 1888 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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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論述的問題 70，該案判決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具有重要作
用，皆足堪稱為環境訴訟上具有指標意義之判決 71。
在一連串訴訟中可以發現判決論證過程中，法院嘗試充實環
境法規解釋內涵，例如開發行為與開發範圍。環境法尤其是其中
環評制度的理論核心為實現風險預防 72。在該案中美麗灣公司欲
通過分地開發或是分期開發的方式，規避環評制度之適用。法院
在判決論證中雖未明確提到風險預防的詞語，但是解釋上也是從
避免環評制度被虛設的角度出發，有幾分風險預防之意味。對於
開發範圍的問題，法院也指出了若只將海邊旅館建築作為開發範
圍、缺少海灘及海灘上設施的配套，則難以發揮休閒度假的功
能，在計算範圍時應該包括必要外延面積。
（二）大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指標性案例
1.貴州省金沙縣人民檢察院訴畢節市七星關區大銀鎮人民政
府不當履職案
2010 年時大銀鎮人民政府收集生活垃圾後傾倒在公路旁，
垃圾露天堆放、散發惡臭，給周邊居民生活造成嚴重影響、對環
境造成嚴重危害。七星關區人民檢察院發出檢察建議後，該鎮人
民政府雖書面作出回復，但是並未積極執行職務並採取補救措
施。七星關區所屬之畢節市的市人民檢察院指定金沙縣人民檢察
院管轄，遂金沙縣人民檢察院在仁懷市人民法院以大銀鎮人民政

70

71
72

雄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88 號、102 年度訴字第 481 號，最高行政法
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23 號、105 年度訴字第 179 號。
中科三期開發案中，原告僅訴請法院撤銷環評結論，法院僅需要對環評進行審
查，無需涉及到許可效力的問題。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30 號。在
美麗灣案件的相關判決中，認為在環境影響評估被撤銷後，建築執照屬於環評
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稱之許可，未完成環評審查之前，核發建築執照自屬無效。
同前註 53，頁 43。
王毓正（2013），〈美麗灣公民訴訟判決對於環境影響評估法適用爭議之釐清〉，
《月旦法學雜誌》，213 期，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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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履行法定職責為由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73。
該案被告大銀鎮人民政府沒有完全履行處置固體生活垃圾之
職責，使環境遭受了嚴重污染，案件事實爭議並不複雜。該案的
典型意義在於，針對重大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當檢察院一方
面面臨著政府的影響，一方面又必須中立客觀行使監督時可能無
法妥善行使監督權，遂試行上級人民檢察院指定下級人民檢察院
跨區劃管轄，加之跨行政區域法院審理的管轄機制，一定程度上
可以避免地方保護主義，以期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發揮出
行政公益訴訟之實效，避免行政權影響法院司法審查工作，通過
移交給不同行政區域的法院審理案件，減少行政機關行政權干擾
案件審理的顧慮，同時也督促行政機關積極開展農村人居環境之
整治。
2.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人民檢察院訴鄖陽區林業局行政公益
訴訟案
涉案當事人未經主管機關審批同意、辦理手續的情況下，擅
自開採石料、改變林地用途。鄖陽區林業局對涉案當事人作出了
限期恢復山林原狀和罰款的行政決定，但是決定作出後林業局怠
於履行職責，林地未得到恢復、罰款未全額追繳，公共利益仍受
到侵害。林業局在收到檢察院發出的檢察建議後，未在法定期限
內書面回復檢察院，也未履行法定職責。遂鄖陽區檢察院提起行
政公益訴訟，經審理後法院判決確認林業局怠於履行職責的行為
違法，並且責令鄖陽區林業局繼續履行追繳罰款和監管修復林地
的職責 74。

73

74

參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公佈長江流域環境資源審判十大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報，
rmfyb.chinacourt.org（最後瀏覽日：04/20/2019）。貴州省下轄市為仁懷市、畢
節市等，畢節市下轄地區包括七星關區、金沙縣等。
參見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批指導性案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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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審理過程中，除一名當事人申請緩繳罰款，其餘當事人
繳清罰款，當事人均在被破壞的林地上補栽了苗木。經過鑒定
後，在正常管護下該片被破壞林地生態修復期限至少為三年，被
告林業局對此也提交了一套對被毀林地擬定的管護方案 75。該案
的指導意義之一在於，明晰了檢察機關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
必要條件，即行政機關未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與公共利益受到侵
害。該案的立場來看，判斷行政機關有無依法履行職責，在於明
確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是什麼，以及是否依法履職到位；判斷公
共利益是否受到侵害，要看公共利益是否脫離被侵害的狀態。同
時對後者的判斷，要根據個案具體情況。本案中，被破壞林地的
修復經過鑒定後在正常情況下需要至少三年時間，故倘若被告行
政機關收到檢察建議後履行了監督全額追繳罰款的職責，在當時
規定的一個月履職期限內並無可能監督林地恢復原狀，再倘若在
法定期限過後檢察機關以公共利益仍受到侵害為由提起行政公益
訴訟，會顯得有欠妥當。
（三）實務案件樣本選取之理由
本文非為對兩地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實務案件作定量之分
析，擇取兩地具有指標性實務爭訟案件各兩件，各件案件非能全
部覆蓋前揭之爭議問題，僅在若干問題上都具有可供參考借鏡之
處。前述臺灣案例已有文章做豐富之評論，故僅對擇取的大陸案
件簡述後略加以對案件之評析。在下文再次對選取實務案件樣本
之理由做簡要闡述。
前揭之中科三期開發案與美麗灣環評案做研究樣本的主要討

75

http://www.spp.gov.cn（最後瀏覽日：04/20/2019）。
龍馬潭區人民檢察院，http://lmt.lzjcy.gov.cn/jsp/detail_content/16469（最後瀏覽
日：04/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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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議題在於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以及行政法院對法律不確定概念之
解釋與處理；選擇的大陸貴州省案件中關鍵點可認為在於指定管
轄的運用上，可對於環境公益案件審理上作出必要之思考：是否
涉及到較大經濟利益時會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對案件處理之庇護，
思量在案件背後擁有較大經濟利益時引入或不使用指定管轄制度
是否能最大程度追求案件實體公正，維護最大之公共利益。在大
陸湖北省案件中亦涉及到法院對不確定法律概念之判斷，特別是
對公共利益受侵害之判斷。另該案中法院判決行政機關履行監管
職責，僅從判決內容上來看過於籠統，但實則案件審理中被告主
管機關提出的管護方案具體切實可行，採取了有效措施進行補
救，可助於生態功能的恢復、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目的的實現。
被告提出之管護方案可參考美國環境公民訴訟中雙方協議
（settlements）之作用，一方面可以避免訴訟時間過長、可以促
進儘快完成環境管理，另一方面該協議亦對主管機關有利，因為
可以使得主管機關掌握運用所擁有之資源與選擇首要任務的主動
權，避免司法干預主管機關更傾向選擇的救濟方式，避免法院判
決對主管機關其他行政執法工作可能造成之不利影響 76。此外該
案件中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執行情況是一重要之討論點，與所選擇
臺灣之實務案件樣本判決後執行情況以及公共利益是否得以維護
作出對比，從此中分析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案件判決之執行問題。

二、中國大陸特色實務操作
中國大陸檢察院創新「檢察網格化監督」工作，通過檢察網
格聯絡員的資訊回饋，大大拓寬檢察院監督資訊的來源管道，及

76

Stephen M. Johnson, Sue and Settle: Demonizing the Environmental Citizen Suit,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93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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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採集和上報行政機關怠於履職導致環境公共利益受損的資訊，
切實增強了中國大陸檢察院的監督工作 77。該「檢察網格化」工
作模式，也即「院領導+檢察官小組+檢察網格聯絡員」的組織
框架，打通了案源資訊管道，通過創設的監督平臺讓群眾參與到
法律監督中來。網格員非為專職，主要為村民等基層民眾，以網
路交流、面談等方式建立起檢察官與網格聯絡員之間的溝通交流
與資訊共享，從網格聯絡員的資訊回饋中獲知違法破壞環境之行
為，特別是隱蔽、難以查處之行為。
人民監督與法律監督在發展過程中最為關鍵的在於突破資訊
匱乏與監督力量分散等瓶頸，特別在環境方面，容易在污染結果
較為嚴重時才能發現，如何實現資訊來源之及時性與有效性乃為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發揮良好成效關鍵點之一。中國大陸該地人民
檢察院在實現「檢察網格化」服務全覆蓋後，三個多月內辦理公
益訴訟案 件 14 件 78 。這種檢察 院 創新探索 的 「檢察網 格 化監
督」，將人民的監督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緊密結合，充分體現
了人民監督與檢察監督的協作統一，相比於公益團體的資訊收集
可能較為及時快速。

伍、結語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可以彌補私益救濟之不足，避免環境公共
利益遭受到持續之侵害，對環境保護具有積極作用。通過介紹兩
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相關制度內容，對比分析了制度建構中的爭
議問題並針對性地提出了些許觀點，簡要概述、評析了兩地環境

77

78

麗水市人民政府，http://www.lishui.gov.cn/zfzx/qxdt/201807/t20180704_3262502.html（最
後瀏覽日：04/19/2019）
。
新藍網，http://n.cztv.com/news/13085680.html（最後瀏覽日：06/28/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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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益訴訟指標性案例，以及前文已表現了兩岸環境行政公益
訴訟的共趨性與差異性所在。然而由於兩岸地域大小、機構設置
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下，並非完全能借鑒對方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
度之設計，但是在法院司法審查、判決內容、判決執行等問題上
可以相互參考。
雖然中國大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處於起步階段、取得了初步
的成效，但是在現行制度體系下，不僅存在檢察機關作為環境行
政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的學理爭議外，檢察機關監督、移送審
查等工作壓力下還缺乏必要的人力、精力去支持環境行政公益訴
訟。對於臺灣而言，在私益救濟缺位時由公益團體提起環境行政
公益訴訟、維護環境公共利益，其及時性和實效性也值得另作實
際調查分析。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是保護環境公共利益行之有效的
工具，但也絕非是最佳手段，只是在危害環境行為發生時並且環
境主管機關不作為等情況下才能發揮相應作用。故而仍應努力發
展主觀訴訟，再在此基礎上持續探究行政公益訴訟建構的應然標
準，根據兩岸各自實際情況，在法制層面著手建構、完善環境行
政公益訴訟制度，多加利用該制度及其效益，希冀為維護環境公
共利益與公民環境權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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