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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風險預防原則，將風險預防當作是法律原則，其
步驟包含風險分析、風險評估、風險處理與管控。在實定法上採
「預防優先、管制其次」的管制模式，從規劃、預防到治理的管
制措施。目的取向的立法管制模式，法律要件中有不確定法律概
念，同時賦予行政機關較廣泛的裁量空間，依據個案特性作出適
切決定。另在立法上依據危害發生機率的高低、損害程度是否嚴
重，劃分成不同的風險程度，採取分級分區管理方式。
水土保持法是一部工程科技防災法律，其任務分為治理與管
理兩部分。為落實國家保護義務的功能，長期水土保持計畫的擬
定須事先進行風險分析、評估，考量防災的成本效益與管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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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益為准否實施的審查要件。政府部門負有治理特定水土保
持區的職責，最大的挑戰是人民對於劃設的反對聲浪。因此，特
定水土保持區的劃定，採取「治理為主、管制為輔」之管理機
制。未來應修法納入風險分級管理方式，限縮特定水土保持區的
劃設範圍，將特定水土保持區域內的限制開發行為、准許小規模
的開發行為或承認從來合法之使用等情形納入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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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egal issues of specific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as from the viewpoint
of hazard prevention to risk management
Chieh-Min Lee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inciple of risk prevention and regards risk
prevention as a legal principle. Its steps include risk analysis, risk
assessment, risk treatment and control. In the positive law, adopting the
control mode of "prevention first, control second", from planning,
prevention to governance control measures. In the purpose-oriented
legislative control model, there are uncertain legal concepts in the legal
elem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a
wider range of discretion to make appropriate decision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case. In addition, in legi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harm and whether the
degree of damage is serious, it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risk levels, and a
hierarchical and zoning management method is adopted.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Law is a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aster prevention law, and its tasks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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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obligation, the formulation of a longterm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n requires the prior risk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the unprofitability of controlled land as the review
requirements for implementatio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nage specific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as.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he people's opposition to the designation.
Therefore, the delineation of specific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as
adopts a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as the mainstay and
control as the supplement". In the future, the law should be revised into
the risk-level management method, to limit the scope of the delineation
of specific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as, and to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development activities, permitting small-scal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r recognition of ever-lawful use in specific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as into lega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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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地處亞熱帶且是多高山地區，在豪、大雨期間山坡地或
山谷之中的土壤夾雜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因沖蝕而伴隨土
地崩塌或地滑等型態造成所謂的土石流 1。土石流造成之原因，
係因上述地區周邊斜面坡度過大 2與地質處於不穩定狀態，一旦
有持續性降雨、豪雨或瞬間強降雨等情形，就有可能因重力順坡
下滑，而形成破壞力無遠弗屆的土石流。由於土石流發生具不確
定性，為避免其發生危及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政府該做
的是針對已發生災害地區，採取工程修復，以防止日後再發生土
石流，或警告人民離開易發生土石流的警戒區域。另一方面則要
避免人民有濫挖、濫墾行為破壞山坡地的正常結構，以免造成山
坡地崩塌、地滑或土石流等不可挽回的地步。
為了避免人民對於山坡地的開發行為造成前述的破壞，我國
早已於民國（下同）65 年制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 83 年制定
水土保持法，針對山坡地的利用行為以事先許可方式，來決定是
否容許人民利用山坡地從事各種土地開發或利用行為。如有未依
規定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核定，或是依規定申請水土保持計畫經核
定後卻未按計畫內容施作，則由主管機關處以行政制裁與限期改
正，情節嚴重或危及人民生命安全情形，尚科以刑事罰，以遏止
人民的不法行為。

1

2

台鐵瑞芳至猴硐間於 2020 年 12 月 04 日因連日大雨造成大規模邊坡滑
動、邊坡土石、岩塊、草木崩落，造成交通中斷災情，即屬適例。
土石流發生地點之坡度大約在 15 度至 30 度間為多，而堆積地點之坡度
以 3 度至 6 度間為多。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
資 訊 網 ， https://246.swcb.gov.tw/debrisclassinfo/toknew/toknew3.aspx （ 最
後瀏覽日：06/1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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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法是一部工程科技防災的法律，其任務可分為治理
與管理兩部分，治理是針對特定水土保持區課以管理機關工程治
理的職責，由管理機關擬具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實施。管理則是人民要開發或利用山坡地前，必須先擬具水土保
持計畫，送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以進行施工。對於依水土
保持法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可能涉及水庫、河川集水區內人
民財產權行使為一般限制項目，對於劃設的面積大小、區內規制
並未細緻（是否區內再分區），使位於劃設範圍內的土地所有人
或利用人對於政府的劃設作為，產生反彈作用而不願意配合。另
一方面，如放寬上述地區內的管 制，方便旅館、豪華別墅的興
建，恐有造成敏感地區過度開發的疑慮。但特定水土保持區在長
期治理期間限制或禁止人民利用土地，且在劃設與廢止特定水土
保持區過程，該如何降低人民與政府間的對立，亦是重要課題。
至於，因土地使用受限制是否應該給予補償，必須花費更多篇幅
討論，此部分不在本文中探討，併此說明。

貳、風險預防與管制方式的建構
一、風險預防
國家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和財產等法益，防止因天然事件
和人為產生危害，對於損害之發生加以事前的預測，同時應採取
相應的防範措施，以免當代人民自然生活基礎與將來的世代受到
生存的威脅。環境風險管理是國家當今所面臨嚴峻的挑戰，特定
水土保持區的劃定亦屬風險預防其中一環，係以全民作為風險分
擔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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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險與危害
風險在法律的概念上並不是克服已知的危害事件，而是對於
安 全 產 生 損 害 的 預 測 存 在 著 不 明 確 性 （ Ungewißheit ） 。 而 安
全、不明確和風險這三個名詞的意義為何，所謂安全，是對於甚
麼情況會發生損害，以及何時發生、在哪裡發生損害，都能事先
掌握的。所謂不明確，是否發生損害的效果是有可能，一旦發生
就是最新發生的事情。就風險而言，則是在主、客觀上未必知
3

悉，卻有發生損害的可能性 。風險並不是負數概念，而是對安
全產生危害的中性表達。風險概念是在預測危害程度的多面向數
值，其在危害估算的理解程度上依存著不安全要素，可能導致預
估 錯 誤 的 結 果 4 。 因 此 ， 在行 政 管 理上 如 何 針 對各 種 風 險 的認
識，並以理性的策略與適當的管制措施，將可能發生損害的風險
加以降低。
1.概念的釐清
風險的概念與傳統秩序法下的危害概念是前後階段，雖然二
者都是在不明確情況中作出決定，危害是於不受干擾的發展下，
可預期將對權利或法益造成損害或減損的事實狀態，具有充分的
蓋然性（Wahrscheinlichkeit），其預估則來自於線性因果關係下
既有的經驗，法律對此加以規制是對有可能發生危害預先擔憂
5
。相對地風險的概念，是權益將受到負面影響並未達到充分可

3
4

5

Carl Böhret, Neuartige Folgen– eine andere Verwaltung?, VerwArch 1989, S. 28.
Arno Scherzberg, Risiko als Rechtsproblem-Ein Paradigma für das technische
Sicherheitsrecht, VerwArch 1993, S. 498.
Fritz Ossenbühl, Vorsorge als Rechtsprinzip im Gesundheit, Arbeit - und
Umweltschutz, NVwZ 1986, S. 162-163; Udo Di Fabio, Gefahr, Vorsorge,
Risiko: Die Gefahrenabwehr unter dem Einfluß des Vorsorgeprinzips, Jura
1996, S.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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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Wirklichkeit）的程度，只是有較低的可能性，但實際上無
法排除發生的可能性，是對於日後可能發生危害的潛在擔憂。亦
即，風險是無法從已知去預估其或然率（廣義的不明確性），或
其結果無法預估（狹義的不明確性）之情形 6。行政機關對於風
險與危害概念之理解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種期待狀況，後者則是
當然狀況。風險可理解為在特定的行為或事件下，產生實質或非
實質損害的可能性 7。而危害則是當發生或面臨某一情況，受到
一時的或持續的侵害法益時，行政機關應本於職權發動公權力，
以避免損害發生或繼續擴大 8。
前已述及，風險概念與危害防止概念都是在不明確狀況下作
成決定，同時此等危害預測是以具有因果關係之可靠經驗為支
撐，不論行為過程或是結果判斷的評估與推測，仍存在不明確性
而僅具有蓋然性而已。在作用關聯性中，風險是各種面向意義的
概念，其受到危害範圍、危害計算時與高度專業知識相關之不確
定性要素，以及錯誤的預測可能產生後果成本代價等影響 9。因

6

7

8

9

Christian Calliess, Vorsorgeprinzip und Beweislastverteilung im Verwaltungsrecht,
DVBl 2001, S. 1727;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493; Eberhard SchmidtAβmann 著，孫迺翊譯（2009），
〈行政任務及行政法各論應扮演的角色〉
，
《行
政法總論作為秩序理念－行政法體系建構的基礎與任務》，頁 178，台北：元
照； 傅 玲 靜 （ 2011），〈 台 北的 天 空 ， 誰 的天 際 線 ？ － 都市 更 新 計 畫 容 積
獎勵與保護規範〉，《台灣法學雜誌》， 185 期，頁 196；許宏達（2014），
〈 環 境 風 險 管 制 之 法 律 建 制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法 學 期 刊 》， 44 期 ， 頁
146-147。
另 有 學 者認 為 風險 的 概念 ， 知道 會 發生 損 害的 種 類， 但不 知 道 發生 損 害
的 可 能 性。 Stephen Meyer, Risikovorsorge als Eingriff in das Re cht auf
körperliche Unversehrheit, AöR 2011, S. 430.
Tilmann Schweisfurth/ André Bandlow, Risikomanagement: ein Thema auch
für die Rechnungshöfe, DÖ V 2013, S. 24.
Eberhard Schmidt-Aβmann 著，孫迺翊譯，同前註 6，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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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風險預防之目標在於行政機關作成決定時，具可靠性與結果
的可計算性，因此行政上手段通常會利用全盤考量後的平均數值
或實際要素的百分比為依據，以使行政機關作成決定時具有合理
性。惟行政機關對外作成決定必須具備明確性與存續力，因此決
定內容不能具有不安定性，而且審查標準應合乎比例原則，其結
果必然不夠精細，也就是說程度上不明確、可接受度不明確與期
待可能性不明確。因此，風險的調查應該在公開程序下進行，而
且風險管理上，在行政機關、產業界與專家間應有新的溝通平
台，且其過程應加以公開 10。
2.風險預防與危害預防
風險所關注的安全議題，不單是發生危害事件的可能性與對
人民生命（生存）、健康、環境、文化和經濟活動產生不利結果
的潛在危害條件，甚至是各種社會風險和對自由權行使的結構性
危害 11。而人類生存的外部環境不斷地變遷，何時會發生危害的
不確定性和危害範圍的不確定性，不但是國家安全任務的新挑
戰，也是人類社會世代永續發展的基本課題。
德國於 1994 年修憲，增訂基本法第 20a 條規定：「國家基
於對未來世代所負之責任，應透過立法，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則
應依據法及法律，保護自然生存基礎，並在合憲秩序下保護動
物。」此一國家方針規定具有重要的特徵，該國家目標條款已達
法律的傳統任務界限，包含預防原則的形成與具體化。同時在環
境專法領域，產生新的法律管制形式 12。相較於我國在 2000 年

10

11
12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Das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2.
Aufl., 2004, § 3 Rn. 94.
Hans- Jürgen Papier, Rechtsstaat im Risiko, DVBl 2010, S. 802.
Christian Calliess, a.a.O. (Fn. 6.), S.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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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與生態保護兼籌並顧。」同樣是表彰環境保護的基本國
策，闡示人類的經濟活動或工業科技發展都應該對於人類生存環
境抱持友善態度。環境政策之建置在危害防止的領域，人為的經
濟活動或工業科技發展如導致環境污染問題過於嚴重，損害生態
環境，國家不僅要對於個人權益加以保護，也要對於整體性自然
生態環境予以維護。此時，國家對於環境保護任務有積極行動與
處理作為的行動責任，始合乎國家存立的本旨 13。於當前的風險
社會下，國家的環境任務從以往對於環境損害的防範於未然走向
風險預防。對於環境有危害之虞的活動，其與導致環境危害間之
因果關係，縱在科學實證上尚無法有確切的證明，如果只是從防
範於未然的角度來看，固可不必採取任何危害預防措施。但是，
如基於風險預防原則，即使對環境有危害之虞的活動，在科學實
證上仍無法明確證明，不得以科學上之不確定性為由，而延遲採
取預防之措施 14。因此，當我們面對自然生存基礎的需求，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人為因素破壞自然資源的再生能力，產生令人無
法預測的困難，長期下來其效應可能危及未來世代的生存。使我
們不得不思索如何去將法益、損害過程以及國家如何採取因應措
施作整體的體系化觀察，並加以建構。
（二）風險預防原則
人類所生存的社會與生態環境，不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

13

14

學者李建良認為國家擔負有制定、執行法律的職責與所應履行的任務
（Verantwortung），包含行動責任、資訊責任、財政責任和衡平責任等四面
向。參閱李建良（2000）
，〈永續發展與國家責任〉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46
期，頁 92 以下。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2 號解釋陳春生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肆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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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滿著許多未知事項或不確定性的風險。風險預防的提出，是
用以管理在風險分析、評估和處理中，面臨科學證據無法提供確
切答案時，在因果關係上或統計及經驗上的關聯性尚未認知或證
明，或尚未充分認知與證明的情形下，而採行的管控策略和手
15
段，提前到風險發生前之避免、降低或控制破壞的預防措施 。
德國學者 Michael Kloepfer 認為，預防原則在個案上意謂著，1.
在時間上與空間上仍有廣泛的風險，2.在發生損害的可能性極為
微小時，還是要有風險預防，3.目前在個案上沒有危害，可能會因
其他事件的共同作用造成損害，4.保護顯著的群體大眾利益16。上述
的看法正說明預防原則的適用時機，在常理的推斷下，人的行為或
活動可能肇致社會或生態環境的風險甚至是危害，只是欠缺科學證
據證明該風險確實存在，或是說由於因果關係的不明確，將來發生
損害的風險業已存在，但無法證明肇致該風險的確切原因17。換言
之，風險所預防者並非直接造成損害的行為，而是在特定法益受
到不利影響之虞時，即採取相對應的措施，以預先防範風險的發
生。此種為避免發生危害而採取預防措施的政策性準則
（Maxime），是將保護政策和風險政策等政策性目標和內容透
過法律成為一政策性集合體。預防原則既是政策性準則，亦是法
律原則。該政策性目標必須在滿足特定的要求後，從政策性準則
轉變成法律原則，該政策性目標構成法律的集合體內容 18。

15

16
17
18

Eberhard Schmidt-Aβmann 著，孫迺翊譯，同前註 6，頁 129；牛惠之（2005）
，
〈預防原則之研究—國際環境法處理欠缺科學證據之環境風險議題之努力與爭
議〉
，
《臺大法學論叢》
，34 卷 3 期，頁 42；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74。
Michael Kloepfer, Umweltschutzrecht, 1. Aufl., 2008, §3 Rn. 7.
牛惠之，同前註 15，頁 46；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75。
Fritz Ossenbühl, a.a.O. (Fn. 5.), S. 164. 另德國學者 Udo Di Fabio 認為預防原則被
歸類為屬性是規範性標準，因為法律原則並非被定性為特定政策性保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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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原則當作是法律原則時，應有其內在的要件與外在的界
限。由於法律原則含有理性的和法治國家的構造，任何法律原則
其內在的要件和外在的界限，在法學論證上其界限應該是固定且
明確的，不能出現在法律與政策綱領間有游離現象。該界限本身
有內在的基本思想，本身是源自理性的原則，在外部方面是具有
優先性的法原則。因此，凡預防性措施有其內在的各種要件，這
表示說，這些要件同時是公權力措施的行為界限與該原則正當化
效力的界限 19。該內在的要件是對於潛在危害的預防，藉由對預
防事由為事前的調查和評估，並基於「實際的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採取符合社會相當性的相關標準值，建構風險預防
的審 查基準和 干預性預防 措施 20 。但是 科學技術上「 實際的 理
性」能否作為風險管理的界限值，則有令人質疑之處。畢竟潛在
危害是根據已實現的經驗來判斷，而風險預防是面對動態化且複雜
的系統，甚至是缺乏實際上經驗而有知識上漏洞，如何對風險進行
查核與檢視，是有困難的。另外「實際的理性」往往是以實驗室條
件下的實驗結果，在衡量風險公開和採取標準化作業和經驗管控來
降低錯誤的成本，當作是風險概念的秩序模式加以規制21。
風險預防在時間的面向上，是事前的評估，取向於未來。將
風險預防當作是法律原則，旨在強調自然事件或人為行為可能對
於當地人民、環境或生活週遭的事物產生不利的影響，其負面影
響的程度及範圍往往具有持續性、累積性或隱晦性，事先由行政
機關基於專業建立風險決定基準，進行風險分析及評估的機制，

19
20
21

只是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適用時納入保護目標之目錄中。Siehe, Udo Di Fabio,
a.a.O. (Fn. 5.), S. 571.
Udo Di Fabio, a.a.O. (Fn. 5.), S. 572.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491-492; Christian Calliess, a.a.O. (Fn. 6.), S. 1727.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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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風險時採取預防性管制措施，其目的在於預防實體權利受到
自然事件或人為行為的不法侵害。
（三）落實國家保護義務的功能
所有的國家行為要受到法律的拘束，從基本權利導出客觀的
價值秩序以及主觀的權利。此種嚴格的國家公權力之價值拘束
性，側重在對人性尊嚴的尊重與維護。而基本權利的保障不僅是
對國家的自由防衛權，而且國家負有保護義務 22的功能。保障人
民基本權利的實現是國家的義務，自由基本權利的實現有賴國家
建立保障制度。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422 號、第 455 號、第 469
號、第 472 號解釋肯認國家保護義務的存在，且皆認為國家對基
本權利之實現，應設立相關制度予以保障 23。只是具體制度如何

22
23

Hans- Jürgen Papier, a.a.O. (Fn. 11.), S. 802.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 422 號解釋謂，「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
障；第 153 條明定，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
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農民生存及提昇其生
活水準之義務。」此號解釋肯認國家對於人民生存權的保護義務，並以基本國
策作為違憲審查的基準。大法官釋字第 455 號解釋謂，國家「應保護集會、遊
行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揭示國家保護義務的本旨在於，確保人民行使基
本權利的客觀條件，並排除來自他人的干擾。大法官釋字第 469 號解釋理由書
謂，「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人民得依法律
向國家請求賠償，係對國家損害賠償義務所作原則性之揭示，立法機關應本此
意旨對國家責任制定適當之法律，且在法律規範之前提下，行政機關並得因職
能擴大，為因應伴隨高度工業化或過度開發而產生對環境或衛生等之危害，以
及科技設施所引發之危險，而採取危險防止或危險管理之措施，以增進國民生
活之安全保障。」該段敘述旨在要求國家於科技快速發展的今日，負有保護人
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的義務，防止人民遭受各種可能的危害，擴大國家保護義
務的層面。大法官釋字第 472 號解釋謂，「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現社會保
險制度」、「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及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分別為憲法第 155 條、第 157 條及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第 5 項所明定。但未明確提及相關基本權利的規定。李建良（2000）
，
〈基本權利與國家保護義務〉
，
《憲法理論與實踐（二）
》
，頁 106 以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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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保護功能，屬立法裁量的問題。
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設與維護，不但是環境風險的管理問
題，也是國家該如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落實保護義務的功能。因
為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設關乎區內人民生命、身體和財產權的保
障，以及因劃設所欲維護的公共利益。國家必須形成一定的法律
規範，透過風險評估來預防侵害基本權利的危險，以維護或提昇
安全的保護義務和照顧義務 24，為落實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護
義務，對於設置建築物或興建水庫集水區的水壩、攔河堰等工程
設施時，須事先經行政機關許可，或因自然災害、傳染病所帶來
的危險加以干預式措施 25，以確保人民基本權利之客觀價值秩序
的安全不受到危害。國家保護義務的要求不在於排除所有的風
險，人民並不具有零風險的請求權，亦即存在可容許的風險（剩
餘風險）。即便如此，國家仍有義務去處理環境風險以避免對於
法益造成侵害，只不過是應該處理到何種程度的問題 26。此時，
國家保護義務落實在相關的法規範內容上，僅要求須對基本權利
有禁止保護不足（Untermaßverbot）的特性，也就是不得違反低
於最低標準的禁止規定 27。因此，在相關的法規範中授權行政機

24

25

26
27

新學林；李惠宗（2019）
，
《憲法要義》
，八版，頁 106，台北：元照。
李建良，同前註 23，頁 65；Jürgen Haller/ Andrea Veh, Risikoregulierung im Bio-,
Gesungheits- und Medizinrecht, DVBl 2009, S. 103.
傳統上國家保護義務的層面，係針對危險的來源來自非國家的干預，特別是經
由本國私人的侵害。至於來自外國的侵害，或非人類的行為例如自然災害，是
否仍屬保護義務的範圍則有存疑。此等見解認為國家保護義務的履行，呈現
「國家—受害人—加害人」的三角關係。但有不同見解認為人民基本權利可能
遭受侵害，並非僅來自於他人的行為，自然的現象亦可能引起對基本權利的侵
害與危險。請參閱李建良，同前註 23，頁 87。
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56。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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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於特定事項存在的風險，以當代的 科 學 技術 知 識 對 人 民 提
出警告，以落實禁止保護不足的義務 28。
國家保護義務之重點，不在於危害防止、風險預防和剩餘風
險三階段模式，而是各種風險預防措施的實施，對於人民之生
命、身體或財產等基本權利如何避免或減少受到侵害，其重要性
在於這種值得保護的法益以及將來可能受急迫性危害的程度，是
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及進行干預的期待可能性門檻 29。畢竟風險預
防的目標會對人民產生有拘束力之負擔，國家對風險預防的任務
同時發生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以及禁止對自由權有不符合比例
的限制，譬如不能為了降低經營者的風險情況以維護其權利，而
去增加第三人的風險負擔 30。
國家保護之付託藉由國家以法的手段維護環境安全的義務，
擴大及於自然界的生活基礎和動物保護。而自然界的生活基礎之
對象 ，則包含 人類本身 31 。 國家雖負有 保護人民基本 權利的 義
務，但對於下一世代的子孫而言，其並未享有主觀的防禦權。然
而國家的保護義務是源自於憲法的客觀價值決定，對生活環境有
所影響的行為如具有可預測性，同時可能對下一世代產生無法承
受的風險時，雖然國家無法確知其發生的時點，但可預知該風險
對不特定人造成危害者，國家仍負有預防風險發生的義務 32。此
時，立法者所要考量的對於基本權利主體保護義務，並不是負有
完全的排除受到危害的義務，而是以當今人類社會所理解的專業
知識賦予國家採取預防危害的機制。

28
29
30
31
32

Jürgen Haller/ Andrea Veh, a.a.O. (Fn. 24.), S. 104.
Hans- Jürgen Papier, a.a.O. (Fn. 11.), S. 806.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511.
Hans- Jürgen Papier, a.a.O. (Fn. 11.), S. 802; 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43。
李建良，同前註 13，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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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管理過程
關於人類科技帶來的安全議題，對於未知的事情不單單只是
危 害 處 理 ， 也 不 只 是 危 害 預 防 ， 而 是 風 險 管 理
（Risikomanagement、Risikoregulierung）的問題。風險管理所要
處理的是，在沒有充分的預測基礎上如何作成決定的合理性。法
律上如何將事件的未知性藉由統計上各種預防準則
（Vorsorgemaximen），連結所欲規範事實的動態與複雜性和調
查程 序 33 。當風 險愈高，則 發生的 可能 性和帶來負面 效果的 範
圍，其影響愈大。關於風險該如何調查，可藉由發生可能性和損
害範圍加乘作用加以估算。如何減少發生風險的可能性，亦即風
險防止或風險降低，可理解為降低發生損害或潛在擔憂的可能
性， 或降低負 面效果的程 度 34 。因此， 行政機關面對 不同的 風
險，經由有系統的經驗、評估和控制所採取的各種活動，稱之為
風險管理。
法律須賦予行政機關相當的職權，對於所欲保護的法益及公
共利益從事風險管理，而風險管理過程 35有三，（一）風險分析
（二）風險評估（Risikobeurteilung bzw. -bewertung）（三）風
險處理（Risikobehandlung bzw. -bewältigung）茲說明如下：
（一）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的前提是對於風險資料的蒐集夠不夠詳盡，因為風
險分析要考量到增加的影響因素以及當代風險知識的動態化。所

33
34

35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499.
Ernst-Hasso Ritter, Von den Schwierigkeiten des Rechts mit der Ö kologie, DÖ V 1992,
S. 648; Tilmann Schweisfurth/ André Bandlow, a.a.O. (Fn. 8.), S. 24-25.
Tilmann Schweisfurth/ André Bandlow, a.a.O. (Fn. 8.), 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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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建立適當的確認程序、行政機關要隨時更新風險知識，以及
個案上潛在風險的評估是必要的 36。而風險分析是行政機關透過
辨識風險的行為，對於各種活動或行為進行內部的審查。進行風
險分析之前須對於所有潛在風險因子進行有計畫的調查與確認，
此一階段是整合相關的資訊，確認所做的推論以及存在的不確定
性。由於風險管理是將過去發生的問題或缺失累積起來，建立清
楚的、有組織架構的風險清單。有效率的風險管理，應該是具有
連貫性效力，對於各種風險因子以充分且明確的知識加以掌握。
反之，若以不完整或錯誤的知識來理解風險因子，將導致錯誤的
風險管理37。
風險分析是動態的，諸如組織分析、環境分析（強度分析、
缺失分析、潛在分析）或預測科技（科技方法空窗期、背景分
析）。立法者往往以當代的科學技術來做危害預測的基礎，並加
以公式化為法律。相應的經驗本身並非法律的要件，而是法律要
管制的對象。科學上根據往往是以實驗室中的模擬試驗為主，可
是納入風險管理框架的事物實際上存在著許多的變異因素。因
此，風險不是僅以現有的科學知識為對象，而是對未知情況有令
人期待或可想像的影響，並以理解的範圍為背景 38。
（二）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是風險控制的基礎，扮演著關鍵角色。風險評估是
以科學證據、科學諮詢及資訊分析的方式進行風險分析，並據此
作出風險處理的判斷與決策。而確認風險的步驟，應依發生的可

36
37
38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499.
Tilmann Schweisfurth/ André Bandlow, a.a.O. (Fn. 8.), S. 25.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502,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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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與發生損害的強度精確地建立各種標準化的界限值 39 。當評
估是否會發生損害情形愈特殊，是否造成損害及其程度愈不容易
評估。換言之，風險評估是以科學知識來計算發生特定危害之可
能性及其程度（潛在擔憂）的程序與標準40。
風險評估之目的在於蒐集、分析、組織以及呈現相關資訊，
評估之結果並非要求有一特定的結論，而是一風險模式，透過發
生的可能性和發生損害的強度所形成的風險矩陣。由於每一行政
機關的任務不同，經由風險評估所建立的風險矩陣，係為使行政
機關（評估者）在法規範所賦予風險處理上，依其專業作成確
認、判斷並為適當的回應，再經由利益衡量選擇何者優先處理，
何者是後續處理的順序問題 41。同時，風險評估的程序和正當性需
以法律為基礎，方能確保在執行面上考慮到各種不同的利益 42。
（三）風險處理
傳統的風險處理是以「風險、利用、衡量」為模式，作為行
政機關履行法定任務的機制。但是風險存在的與否和高低如何，
並不能以利用為試驗，事後再經由衡量而去調整，而是在作成決
定之前有必要建立風險處理的程序化規定 43。如何建立有效的風
險處理程序，對此行政機關對於風險處理的方式，應以發生的可
能性（低度、中度、高度）和發生損害的強度（輕微、適中、顯

39
40

41

42
43

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35。
Ralph A. Kroh, Roisikobeurteilung im Gentechnikrecht – Einschätzungsspielraum
der Beörde und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Kontrolle, DVBL 2000, S. 103; 宮文祥
（2008）
，
〈當行政遇上科學：從風險評估談起—以美國法為例〉，
《月旦法學雜
誌》
，153 期，頁 91。
Christian Calliess, a.a.O. (Fn. 6.), S. 1727. Tilmann Schweisfurth/ André Bandlow,
a.a.O. (Fn. 8.), S. 26; 宮文祥，同前註 40，頁 104。
Ernst-Hasso Ritter, a.a.O. (Fn. 34.), S. 648.
Jürgen Haller/Andrea Veh, a.a.O. (Fn. 24.), S.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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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交錯形成的矩陣為基礎，來建立風險處理的優先順序。也就
是說，依高度風險、中度風險和低度風險等不同類型，來進行風
險處理順序的建議 44。依照個別的風險加以確認，例如是否要進
行風險監控（從持續性到偶發性），或是否採行預防性措施（從
直接執行到不作為）、緊急性措施（從準備到放棄）。尤其是在
面臨人類生存、身體健康的風險時，應採高度保護標準，依科學
評估之結果 ， 對 不 可 接 受 之 風 險 ， 經 過 透 明 之 決 策 程 序 ， 進
行風險處理 45。
風險處理的程序步驟，依據風險分析與風險評估有三種不同
的處理方式，其一、在低度風險情況，利用組織運作將瑕疵加以
排除，或依情形採取特定的措施或方案排除風險而有效解決。其
二、在多數情況是藉由預防措施減少發生風險的可能性，或降低
損害程度使風險減低。如使用具權威性的評估風險措施，來處理
與（剩餘）風險有關的複雜問題。其三、對於已存在風險的可接
受性，降低風險雖會支出成本，但行政機關利用專業知識有能力
處理可能發生的損害 46。
行政機關對於風險處理，應該衡量科學技術上可行性以及合於
成本效益分析（Nutzen-Kosten-Analyse），使個別的風險降至最低。

44

45

46

當發生事故的可能性高度且發生損害的強度顯著者，或發生事故的可能性高度且
發生損害的強度適中者，或發生事故的可能性中度且發生損害的強度適中者，以
上三者屬高度風險；當發生事故的可能性高度且發生損害的強度輕微者，或發生
事故的可能性中度且發生損害的強度適中者或發生事故的可能性低度且發生損害
的強度顯著者，以上三者屬中度風險；至於發生事故的可能性中度且發生損害的
強度輕微者，或發生事故的可能性低度且發生損害的強度適中者，或發生事故的
可能性低度且發生損害的強度輕微者，以上三者屬低度風險。
林昱梅（2015），〈論食品安全管理法制中之預防原則：以歐盟與臺灣為中
心〉
，
《臺大法學論叢》
，44 卷特刊，頁 1091。
Tilmann Schweisfurth/ André Bandlow, a.a.O. (Fn. 8.), S.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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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的預防措施應該是與發生損害原因有關，例如根據報告所
知的風險情況，特別是各種關鍵風險（Schlüsselrisiken），如可能發
生危害之嚴重性，涉及的保護法益、暴露風險之人口、結果之不可
47
回復性、科學上不確定性程度而定 。對此，風險管理是在所有規範
選擇中加以評價並作出最後的選擇，該選擇是足以確保有實效作
用，且所有行政機關可持續且靈敏地採行確定風險的行為方式48。

三、風險預防的立法管制方式
傳統的行政管制作用採取條件式（konditional）的立法管制
模式，也就是規範法律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對於過去已發生的
事實違反法律規定的情形，或採取行政制裁的方式，或課以命回
復原狀的法定義務，或二者兼採的立法管制模式 。而「預防優
先、管制其次」的管制模式，則是從規劃、預防到整治、救濟的
過程進行直接的管制，並以計劃性措施作為預防性措施。
（一）目的取向的立法管制模式
所謂目的取向的立法模式，乃法律未規定明確的構成要件，
僅規定欲達成之目的，而達成目的之手段則透過個案審議去作成
決定。此種模式的行政決定不單單在於過去事實的調查，更著重
在預測行政決定的未來取向。對此，作決定的行政機關享有廣泛
的形成空間，其在目的取向模式下所面臨之不確定性較條件模式
下為高，甚至須「決策於未知之中」，並得適切反應個案的需

47

48

Tilmann Schweisfurth/ André Bandlow, a.a.O. (Fn. 8.), S. 26; Udo Di Fabio, a.a.O.
(Fn. 5.), S. 574; 林昱梅，同前註 45，頁 1102。
Tilmann Schweisfurth/ André Bandlow, a.a.O. (Fn. 8.), S. 26; 宮文祥，同前註 40，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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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對於問題的解決保持相當彈性 49。另外，關於自然科學或生
態環境事務的法律規範與實施，基於機關結構的功能觀點，立法
者對於涉及風險的因果關係或複雜的交互影響的執行，通常在規
範內容上僅就有關科技的動態指示或標準值加以決定。至於法規
範中不確定法律概念構成要件、法律效果或是何時作成決定，則
賦予行政機關較廣泛的裁量空間 50。執行法律的行政機關針對個
案為許可決定時，在面對如何克服風險的問題上，要審查個案的
計畫內容是否符合規範具體化的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建立之風險
標準，還要考量如何避免對社會大眾或其周遭人民造成損害、不
利的影響或負擔。畢竟，有關風險是否存在的調查與評估，皆須
由行政機關為之 51。換言之，由法律事先規劃就某特定專業事項
採取單一目的之專業性計畫，將該危害防止計畫當作風險分析、
評估與處理的措施 52，作為增強安全和明確性的合理行為，即在
既有的科學基礎上就不明確的領域從事限制風險或設定風險的行
為 53。立法者對於其要件內容的規範係對於事實的預測與評估，

49

50

51

52

53

張桐銳（2002），
〈合作國家〉，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當代
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
，頁 570，台北：元照；許
宏達，同前註 6，頁 24。
此種針對立法權與行政權間，何種事務應以法律規範，何種事物以法規命令或
行政規則為之，不同國家機關間依其不同的組成結構、功能與決定程序，來作
成正確的決定，稱為「適當功能之機關結構」標準。參閱許宗力（1992），
〈論
法律保留原則〉
，
《法與國家權力》
，頁 138 以下，台北：元照。
Michael Brenner/ Anja Nehring, Das Risiko im öffentlichen Recht, DÖ V 2003, S.
1029.
與環境有關的行政計畫有綜合性計畫（或稱整體性計畫）和專業性計畫，兩者
都和空間有關聯性。綜合性計畫是針對一個區域作完整的規劃，包括國土空間
計畫、區域計畫和都市計畫。請參閱陳慈陽（2003），
〈環境法總論〉，二版，
頁 275 以下，台北：元照；Wilfried Erbguth, Neues Hafensicherheit: Erstellung
der Risikobewertung und des Gefahrenabwehrplans, DVBl 2007, S. 1203.
Udo Di Fabio, a.a.O. (Fn. 5.), S.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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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目的取向之立法管制模式，藉由事先建立風險分析、評估和
處理的行為審核標準，基於機關功能觀點保留給許可機關得就風
險評估內容為事先審核 54。
在風險程度的管控下，框架立法有原則性規範的法律效果，
同時採取不同風險程度的分級分區管理概念。對於法規範所要保
護的法益，即所欲追求的目標和將來發展的預測，藉由管制使用
原則以及禁止、限制使用的要求，以便日後行政機關針對計畫目
標在作成決定時加以選擇，來排除可能發生危害的不安全性 55。
在分級分區的管理上，有關分區劃設的成立要件、劃定的行政程
序、劃定的範圍大小或適合性，以及於所劃定的範圍內進行通案
性的管制規定，同時也針對個別情形而為例外准許之使用限制等
內容，宜由法律或其授權的法規命令加以規範。此種透過空間上
和時間上廣泛的延伸，在行政機關作成個案決定之前有所影響，
而且是將長期間所競合的各種利益綑綁在一起，俾以實現生態環
境保育的風險預防原則 56。
（二）特定水土保持區的立法管制模式
風險預防是對於已知的危害和其效力就其價值事先加以分
析，並得藉由適當的各種預防性措施避免危害可能發生。在生態
保育和環境維護上，國家的任務具有形塑功能，積極地促進特定
水土保持區內國民整體的利益，以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礎 57。將人
類的自然生存基礎之保護，藉由法律制度提供風險管理的架構，

54
55

56
57

Michael Brenner/ Anja Nehring, a.a.O. (Fn. 51.), S. 1030.
Ulrich Ramsauer, Allgemeines Umweltverwaltungsrecht, in: Hans-Joachim Koch
(Hrsg), Umweltrecht, 3.Aufl., 2010, § 3 Rn. 48.
Michael Kloepfer, a.a.O. (Fn. 16.), § 4 Rn. 4.
鍾秉正（2005），
〈從國家責任理論看「水土保持義務」－試以社會法學理為討
論中心〉
，
《月旦法學雜誌》
，127 期，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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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減少所存在的未知性。我國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劃設，針
對土石流動、地滑、陡坡地崩塌需要治理的區域，即「水庫集水
區」、「主要河川上游集水區須特別保護者」、「海岸、湖泊沿
岸、水道兩岸須特別保護者」、「沙丘地、沙灘風蝕嚴重者」、
「山坡地坡度陡峭，具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和「其他水土保育有
嚴重影響之情形」等六大類具高風險地形、地質區域，禁止人為
開發利用。上述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干預規制，並非只是保育
水土資源，涵養水源的想法而已，反而是扮演著土地利用管理的
重要角色。
風險預防涉及科技或其他專業知識規定等發展、變遷中的事
務，因為科技與法律兩者間存在某種本質上矛盾關係，科技恆常
處於持續進步、發展的狀態，基本上是動態的；而法律通常配合
當代科技水平，確定一定標準的科技安全要求作為行為規範，本
質是靜態的 58。因此，行政機關進行風險預防前建構其行為標準
和控制標準時，該等標準的重要因素應該透明化，不論是經由法
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訂定之行政規則 59，俾依
科學技術水準之變動有適時調整之功能。有關特定水土保持區的
權利義務關係之內容，係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此一風險決定標
準做為補充規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係防災設計的審查風險標

58

59

Fritz Ossenbühl, a.a.O. (Fn. 5.), S. 165. 法規所確定的技術安全標準與現實科技發
展兩者間一定時常存有落差，為隨時避免有所落差，法規修正頻繁就勢所難
免。從功能結構取向觀點下的選擇，宜授權行政機關以修正較為容易的行政命
令為之。請參閱許宗力，同前註 50，頁 202。
當法律規範要件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時，行政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執行法律的
法規命令，作為判斷風險或風險分級的基礎; 或依職權發布補充法律規範的風
險標準，是一種規範具體化之行政規則的形式。Ralph A. Kroh, a.a.O. (Fn. 40.),
S. 103; Michael Brenner/ Anja Nehring, a.a.O. (Fn. 51.), S.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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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在個案的審查與作成風險決定方面，有助於行政機關進行專
業性監督 60。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的風險預防，可區分為特定水
土保持區劃定與治理兩方面。關於是否劃定的裁量要件，水土保
持法第 16 條並無規定，而是在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
中加以補充，其要件分別是依現況有需加強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
護，並有長期治理必要（第 3 條第 2 項）或有天然災害發生，經緊
急處理後有長期治理之需求，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達一定規模以
上之崩塌區（第 4 條第 2 項第 1、2 款）。上述需要做長期保育治
理之必要性為裁量要件，日後宜修法納入法律中。另外，在劃定之
前實施風險分析與評估，包含平均坡度、水系密度、環境風險率和
環境敏感度的計算與評估（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145 條至第 148
條）。目的在預防危害可能發生以保護鄰近地區聚落、重要公共設
施、名勝、古蹟，依水平距離或坡長範圍、平均坡度、水系密度及
環境風險率等有關認定環境敏感度高低情形的序數加以規範。
在風險決策方法採取目的取向的立法管制模式，法規範中不
會羅列具體明確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而是要求行政機關評估不
同的個案所可能產生的衝擊或影響 61。由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係針
對地質敏感脆弱、易發生土石流災害之特定區域加以劃設公告，
並成立或指定專責管理機關（水土保持法第 16 條第 2 項）。在
工程治理方面，在特定水土保持區於劃定前，先由管理機關研擬
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層轉或逕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實施治理（水土保持法第 18 條第 1 項）。經主管機關在
風險決策的判斷上進行個案的成本效益分析，綜合評估投入之預

60

61

李介民（2020），
〈從風險預防觀點探討水土保持計畫核定的法律議題〉，
《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
，60 期，頁 31 以下。
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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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成本和預期之防災效益後，核定於區內從事土石流防治工程
（水土保持法第 18 條） 62。迨治理完畢而無繼續存置之必要，
再由管理機關擬定特定水土保持區廢止計畫，報請直轄市主管機
關層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廢止。前述長期水土保持計畫的核定與
實施，即是對於預防可能發生危害的風險評估之專業性 計劃措
施。經由主管機關事前就個案的成本效益分析及因管制土地利用
所生的不利益加以綜整性評估 63 ，以保護居民生命、身體和財產
安全為首要任務，衡量投入治理的預算成本、管制土地利用的不
利益與防災效益的高低，以作成准駁的核定。
而工程治理的內容，包含造林（資源復原）、崩塌地處理、防
砂治水、道路水土保持、坡地水土保持等措施。集水區的整體治
理，一方面須針對集水區內坡面沖蝕、崩塌、河道沖淤、道路排
水、土石流潛勢溪流等問題進行風險分析。再依土地類別、溪流特
性、保全對象及成本效益等條件進行風險評估，經評估後選定需處
理的地區及項目，並擬定集水區整治率為風險處理（水土保持技術

62

63

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84-185。長期水土保持計畫為 6 年以上期間，因此水土
保持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每五年須通盤檢討，以了解長期水土保持計畫是
否需要做變更，並進而決定是否可以廢止特定水土保持區。另，特定水土保持
區劃定與廢止準則（109.04.30）第 2 條第 2 項規定，符合第 5 條第 2 項（因應
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環境變遷）情形，可不待五年之通盤檢討，由管理機關擬
具廢止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該綜整性評估主要係依據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規定，係就環境地質、
生態、氣象水文、土壤流失量估算、環境水系、氣溫、最大洪峰流量估算等環
境現況基本資料，為整體效益評估。效益評估之目的，在於消除環境導致災害
的因素，效益評估之項目可分為直接效益和間接效益。直接效益是可計量效
益，以保護居民生命、身體和財產安全為主，包括生命保護、土地利用、地上
物保護、防砂、水源涵養、工程維護、交通及觀光等效益。間接效益是不可計
量效益，包括實施工程治理以防止或減輕土砂災害的風險管理、生態環境效益
及社會價值提升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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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第 144 條）。前述對於核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的衡量基準，法
無明文規定，實務上係以投入預算成本、管制土地利用與防災效益
進行成本效益的分析與評估為斷，如防災效益高於擬投入之成本預
算和管制土地利用的不利益時，則會核定通過。建議日後修改法律
將「經成本效益評估認為防災效益高於投入成本預算和管制土地利
用的不利益時」納入法律要件，做為核定准駁的判斷基準。
（三）小結
關於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定，過往是植基於危害防止的防災
基礎理論，但在面對環境氣候變遷因素，以及如何扮演土地利用
管理的重要角色，應該提升到風險預防的立法思維。行政作用上
納入風險管理過程的論理，其目的無非是希望藉由風險分析、評
估與處理等步驟來作成決定，以管控日後可能發生危害的潛在風
險。從而，行政機關對於風險處理，應該衡量科學技術上可行性
以及合於成本效益分析，使個別的風險降至最低。
風險預防原則，主要適用於處理科學上不安全性的事務，相
關決策具有預測成分，且涉及價值判斷而存在極大的爭議性。對
此，採取目的取向的立法管制模式時，在法律要件常存在著不確
定法律概念而具有規範開放性，同時賦予行政機關較為廣泛的決
定裁量空間，能夠針對複雜且橫跨科技與法律領域的風險管理問
題，依據不同個案的特性作出適切地決定 64。
為維護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等基本權利的保障，以落實國
民保護義務的功能，不但在立法上要形成風險管理的原則性規
範，同時授權行政機關建構具體的風險管理步驟和預防性措施。
行政機關為達成風險控制，必須有一風險決策之準據，經由科技

64

Udo Di Fabio, a.a.O. (Fn. 5.), S. 573; 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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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體系訂定技術安全規範（例如建築法授權訂定之建築技術規
則、水土保持法授權訂定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及控制程序。畢
竟在我們所生存的整體生態環境上，存在著許多的未知情況及在
安全上不確定性，鑑於科學技術的概念具有動態性且不斷地日新
月異，行政機關對於未知的情況所作成的決定是根據目前專業科
學技術的進展予以實現，而且是暫時性的，其自得依循科學技術
的發展隨時修正風險決策標準。此種採取持續性風險監測的手
段，係為避免設定的風險轉變為發生危害，而相關措施需要以專
業知 識為基礎 並隨時修正 65 。 行政機關 對於災害可能 發生的 風
險，諸如瞬間強降雨、地質敏感、災害潛勢情形進行風險分析與
評估，不斷地研擬如何避免或降低發生災害風險的預防性對策，
以達到能夠持續地風險控制。

參、特定水土保持區基於風險預防的分級管理
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設與維護，不但是環境風險的管理問
題，也是國家該如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落實保護義務的功能。因
為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設關乎區內人民生命、身體和財產權的保
障，以及因劃設所欲維護的公共利益。

一、概說
為落實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分級管理，國家必須形成一定的法
律規範，透過風險評估來預防侵害基本權利的危險，以維護或提

65

Arno Scherzberg, a.a.O. (Fn. 4.), S. 500; Wilfried Erbguth, a.a.O. (Fn. 52.)., S. 1203;
許宏達，同前註 6，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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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安全的保護義務和照顧義務 66。有關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設影
響該區域內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受保護人）生命、
身體和財產權的基本權利，以及被劃設後打算在該區域內從事土
地開發行為者（引起危險之人），是否對前述主體造成侵害與危
險，同時如何兼顧土地開發行為人的基本權利，即其財產利用受
到限制該如何調和的問題。國家有必要建構一套風險預防的劃設
標準，採取預防性干預措施，始 能達 到保障 利 益衝突 者彼 此間
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功能 67。

二、風險預防的分級管理
欲做好風險預防的前提，必須對於某個領域涉及風險的事件
能有所掌控，可是對該領域的風險存在的知識有所不足，政府不
是一有風險存在就要採取干預的手段，而是做好風險預防的分級
管理原則（Abstufenprinzip）。所謂分級管理就是針對風險的種
類、型態、強度、範圍等採行不同的層級管理，取決於風險的等
級來建立許可類型或採取預防措施，期待透過符合當代理性的科
技規範來降低可能發生災害的風險 68。對於可能發生災害的強度
區分高、中、低，以及發生災害機率的高低來做分級管控，此種
分級是以人民生命、身體和財產為保護標的，根據對於人民生
命、身體和財產可能發生影響的標準而定。
為預防崩塌、地滑或土石流等災害發生或避免再次發生，一
方面透過長期水土保持計畫的實施，利用水土保持治理工程可降

66
67
68

李建良，同前註 23，頁 65。Jürgen Haller/Andrea Veh, a.a.O. (Fn. 24.), S. 103.
李建良，同前註 23，頁 114-115。
Fritz Ossenbühl, a.a.O. (Fn. 5.), 1986, S. 165; Michael Brenner/ Anja Nehring, a.a.O.
(Fn. 51.), 2003, S. 1025; Jürgen Haller/Andrea Veh, a.a.O. (Fn. 24.), S.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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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天然災害發生之機率。另一方面對可能發生危害之區域內，控
制聚落的成長，以減少災害再次發生所造成的損失，則是禁止或
限制開發行為。另外，強化當地建築物強度之規範、增加當地居
民的防災意識與防災避難的準備，以提高當地對災害的承受能
力 69。
過往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定及推動上，時常引發人民的抗爭
與不滿。由於特定水土保持區對於人類具有潛在天然災害，極容
易受到人為的不當開發活動之影響而產生環境負面效應的地區，
性質上屬於區域計畫法中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中限制開發的
環境敏感地區。在內政部公告之全國區域計畫中，特定水土保持
區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避免天然危害的環境敏感地區。學
者 建 議 將 特 定 水 土 保 持 區 再 細 分 為 「 災 害 敏 感 區 （ sensitive
area）」與「明顯災害危險區（hazard zone）」等不同區位，以
提高防災意識、合理空間規劃、減少不當開發以及配置適當的防
災措施，在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下，分別規劃管制方式與標準，
例如災害敏感區的土地應受高密度管制。仍得作適度的開發利
用，而明顯災害危險區，則完全禁止開發 70。

三、特定水土保持區的治理和管理
水土保持法的治理，係指針對易肇致崩塌、地滑、土石流等
危害的區域，事先由管理機關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進行整體調查
規劃，於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69

70

柯勇全（2006），
〈由防災土地管理觀點探討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
《台灣科技
法律與政策論叢》
，3 卷 4 期，頁 32。
柯勇全，同前註 69，頁 46-56；翁曉玲（2007）
，
〈從水土保持觀點檢討我國坡
地管理法律政策〉
，
《中原財經法學》
，19 期，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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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水土保持法第 18 條）。意即政府本於職權積極主動進行防
災工程的實施，以確保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安全。而該法的管
理，乃指公私有土地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稱為水土保持
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從事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各
款規定之土地開發利用行為前，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書，送請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此一管理措施採取事先審查機制，以預防
或避免人民開發利用行為事後可能發生災害的風險。前述依水土
保持技術規範擬定長期水土保持治理計畫或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書
送審核，乃藉由風險控制的程序，以防範可能發生災害的風險。
而不論是治理或管理的實施，係應用工程、農藝或植生方法，及
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石流等災害之措施，以保育水土資
源、維護自然生態景觀。此等措施屬於風險處理的手段，稱為水
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水土保持法第 3 條第 1 款）。
前述之長期水土保持計畫為風險預防的專業性計畫，該長期
水 土 保 持 計 畫 並 非 只 是 行 政 機 關 內 部 的 單 純 計 畫 （ einfach
Plan），而是一種資格評定計畫（qualifizierte Plan） 71。而經劃
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土地是禁止從事任何開發行為 72，因此對
人民會產生法律拘束效力。此種附許可保留之禁止屬於壓制性禁
止（repressive Verbot），在法律所追求之公益目的上嚴格禁止
開發行為，被劃設為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之土地由主管機關負責
治理，可看作是土地開發利用的禁錮區。學者認為水土保持的區

71
72

Michael Kloepfer, a.a.O. (Fn. 16.), § 4 Rn. 7.
禁止任何土地開發行為，解釋上包括不得出（放）租。參閱國有財產法第 42
條第 4 項授權訂定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該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不予出租；以及同法第
46 條第 1 項授權訂定之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該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國有耕地，不予放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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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劃分應掌握地理環境資訊，如屬於環境敏感區或災害潛勢區，
應確定該等區域完全禁絕人類活動，或降低人類活動的地區而予
以適當的管制。進一步細分為四種：1.不應有任何人類活動的區
域。2.應降低人類活動的區域。3.維持目前人類活動的區域。4.
可增加人類活動的區域 73。
另外，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之土地利用管理，僅在個案申請
時由主管機關為合法的行政裁量始例外作成豁免決定 74，其情形
有二：一、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 75，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
二、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
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水土保持法第 19 條第
2 項）。此種例外情形應避免原本所保護的法益被架空，須有適
當的風險評估機制並導入彈性的措施或手段。同時由立法者針對
特殊、非典型的案件，賦予另一行政機關對於事項決定有專業的
判斷形成空間，經由利益衡量結果建立新的保護標準，該手段的
彈性化也是維護法益的相對化 76。然而前述的例外要件中，第 1
款僅揭示「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事由，主管機關核定的裁量
要件究竟為何，並不清楚，實有疑義。而第 2 款主管機關核定的
裁量要件事由有二類，一是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係
針對土地利用行為對於山坡地產生負面影響，屬於低度風險或極

73

74
75

76

蔡達智（2006），
〈水土保持法之規範原則、管制程序及其行為〉，
《台灣科技法
律與政策論叢》
，3 卷 4 期，頁 13。
Michael Kloepfer, a.a.O. (Fn. 16.), § 4 Rn. 4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14 日農水保字第 1071858664 號令：
「水土保持
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
，指經行政院核定涉及水源、水
質、水量之開發、利用、保育、治理、改善等相關計畫、經費之措施或設
備。」參照。
Ulrich Ramsauer, a.a.O. (Fn. 55.), § 3 Rn. 60; Michael Kloepfer, a.a.O. (Fn. 16.), § 13
Rn.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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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風險之情形（請參閱貳、二、3.）關於限制開發部分的說
明，其要件容許個案經申請減輕管制。另一是經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由於環境影響評估是指開發行為對生活環
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
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
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4 條
第 2 款）。此部分要件則是藉由對環境影響的風險評估程序，預
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透過兩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而容許個
案經申請減輕管制，較無問題。
人民對於前述例外情形並無直接給予豁免的請求權，而是行
政機關在個案審酌上為利益衡量（Abwägungsgebot），當裁量權
萎縮至零時始例外地給予准許（Befreiung）。針對容許特定水土
保持區進行開發的例外情形，在法律要件上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意即必須根據事情的態樣由主管機關審酌公共利益和私人利
益的重要性來進行利益衡量 77。倘若在利益衡量上有瑕疵，不論
是事實的衡量或結果的衡量，都會構成違法。

四、依風險程度進行分級管理
法律將風險預防納入規範要件，事先進行風險分析、評估和
處理的管理模式，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劃設將對人民財產權之行使
造成限制，一方面從人民財產權的存續保障觀點，特定水土保持
區面積究竟應涵蓋多廣以及國家的管制措施究應到何種程度。另
一方面，須依風險程度的高低及發生損害的規模或範圍大小，治

77

Michael Kloepfer, a.a.O. (Fn. 16.), § 4 R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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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時間的長短，以比例原則為衡量標準，採取禁止、限制利用或
其他管控利用的方式。說明如下：
（一）環境敏感區位禁止開發
環境敏感區位，係指極易因人為因素而導致環境負效果之地
區，因為人為擾動因素會間接導致天然災害發生機會提高，倘若
人民有不當開發或破壞行為，造成地表涇流集中加速或土砂沖蝕
或崩塌，將造成土石流災害發生的機會提高 78。為維護珍貴水資
源和預防災害發生之環境保護目的，水土保持法第 16 條第 1 項
規定，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者，有水庫集水區、主要河川上
游之集水區需特別保護者、海岸、湖泊沿岸、水道兩岸須特別保
護者、沙丘地、沙灘等風蝕嚴重者、山坡地坡度陡峭具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者，及其他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者。上述的特定水土
保持區內如有土地因風蝕嚴重、山坡地坡度陡峭具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及其他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情形，當然禁止開發。另外
區內的環境敏感區位，諸如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或土石流
潛勢溪流及其影響範圍，因屬於較敏感之土砂災害土地，為維護
其治理成效，亦是禁止開發。
有問題者，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定範圍如果是大面積土地的
管制，那些地方需要治理，那些地方不需治理，該如何進行分級
分區管理，不無疑義。水土保持法第 16 條 1 項規定，「應」劃
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者，除賦予職權外，係課以主管機關積極主
動之作為義務。而涉及「須特別保護、風蝕嚴重、具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或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者」等要件，行政實務上認為指

78

人為擾動的影響是持續且緩慢累積的，所以人為擾動因素與發生天然災害之間
的因果關係不易確認，但是造成土石流的機率仍會提高。參閱柯勇全，同前註
69，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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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有需加強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並有長期治理必要之情
形（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辦法第 3 條第 2 項）。既然是
「現況」需要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應該描述針對可能發生
的危害如何實施風險預防措施。但需要思考的是，對於因颱風或
瞬間降雨量過大，或地質脆弱因地震造成坡體滑動等自然事件，
在劃定特定水土保持區的目標上，有無衡量因全球性氣候變遷導
致暴風暴雨災害，或是超過一定期間回歸週期降雨量平均值的災
害，在此目標範圍內提前進行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計畫，以避免
或降低發生災害的可能性。
（二）限制開發部分
水庫集水區之範圍，係指水庫大壩（含離槽水庫引水口）全
流域稜線以內所涵蓋之地區（水土保持法第 3 條第 6 款）。換言
之，水庫周邊流域群山稜線以內的地區皆為水庫集水區。為維護
人民財產權之既成狀態的存續保障，考量水庫集水區特定水土保
持區面積廣大，並非全區均須加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倘全面
禁止任何開發，影響民眾權益甚鉅，因此水庫集水區開放小規模
開發行為 79，以避免不當的限制。因此，在該集水區蓄水範圍外
與稜線以內之山坡地如有私人所有土地，其利用如屬於不涉及一
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雖具有造成風險之潛在可能性，但限縮
開發行為對於地貌改變規模不大，僅准許人民從事小規模的開發
行為。
關於前述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於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
持區之水庫集水區者，指其開發行為未逾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

79

特定水土保持區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認定辦法總說明及條文說明。另，許
宏達，同前註 6，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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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 3 條所定種類及規模，或第 4 條第 1 項所定情形。前者屬
於低度風險情形，指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 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各款行為，且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
滿二千立方公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
之 80。後者屬於剩餘風險或極低度風險情形，指水土保持義務人
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送請主管機關審核之
情形。諸如：一、實施農業經營所需之開挖植穴、中耕除草等作
業。二、經營農場或其他農業經營需要修築園內道或作業道，路基
寬度在二‧五公尺以下且長度在一百公尺以下者。三、其他因農業
經營需要，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者。
另外，水庫集水區以外之特定水土保持區，一方面因其劃定
影響範圍較小，治理期間較短，並於治理完成後而無危險之虞
者，將廢止特定水土保持區回歸山坡地之管制，不需於劃定特定
水土保持區期間開放開發行為。有問題者，前述六類特定水土保
持區，除水庫集水區之外，其他各類地區均有「須特別保護
者」、「風蝕嚴重者」、「具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有嚴重
影響者」等風險管理要件，主管機關基於國家保護義務從事水土

80

種類及規模如下：1.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
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2.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
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3.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
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4.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
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5.開發建築用地：建築
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6.設置高度在六公尺以下
一層樓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經營設施：建築面積及
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頃；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前開建築面積以其興
建設施面積核計。7.堆積土石。8.採取土石：土石方未滿三十立方公尺者。9.設
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
規定採取礦物或其他開挖整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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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治理工作，此時國家的干預行政作用才能符合比例原則中的
必要性原則。而治理水庫集水區的重點在於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如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水庫集水區，要求於水庫滿水位線
起算至水平距離三十公尺或至五十公尺範圍內，強制設置保護帶
（水土保持法第 20 條第 1 項）。上述規定實係考量水庫集水區
之特定水土保持區，是具有資源保育概念的環境敏感區。因此，
基於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水庫集水
區需要完全被禁止利用的範圍是保護帶。水庫集水區之範圍廣大
應該僅限於需要治理部分，而非全部範圍，其治理範圍 應限於
「須特別保護者」之地帶。
（三）容許為從來之使用
被劃定為水庫集水區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前，在山坡地的土地
上已有建築物或設施存在，於劃設為水庫集水區特定水土保持區
後，難道必須將既有的建築物或設施全部拆除嗎，或者是可以繼
續利用呢。對此，奧地利建築法（Baugesetz Ö sterreich）第 4 條
第 4 項 a 款規定：「建築用地的建造方式不應使建築物本身或是
鄰近的土地受到雪崩、洪水、土石流、落石、山體滑動或其他類
似的危害。在下列情形之一是被允許的：a）建築物的修改或建
築物的使用，就該建築物既存的危害不再增加；b）建造或修改
專門用於陸地和林業用途的建築物和設施，但這是繼續進行農業
和林業經營所必需的，並且鄰近的土地不會受到危害。 81」上述

81

相關條文如下：Baugesetz § 4: “(4) Ein Baugrundstück darf nur so bebaut werden,
dass weder das Bauwerk selbst noch Nachbargrundstücke durch Lawinen, Wasser,
Vermurungen, Steinschlag, Rutschungen u.dgl. gefährdet werden. Zulässig sind a) die
Ä nderung eines Bauwerks oder der Verwendung eines Bauwerks, soweit dadurch die
bestehende Gefährdung nicht vergrößert wird; b) die Errichtung oder Ä nderung von
Gebäuden und Anlagen, die ausschließlich für die bodenabhängige land-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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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顯然事先考量到發生災害的風險強度區分，以及發生災害機
率的高低，建築物的修改或使用如不致於造成人民的生命、身體
或財產，或發生危害的風險極低，為保障財產權的存續狀態，應
容許被劃定為水庫集水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內既存的建築物之修改
或使用，而非完全禁絕。
針對上述問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曾於
94 年 3 月 2 日 以 農 授 水 保 字 第 0941840087 號 函 解 釋 謂 ：
「……，又區內土地得為從來合法之使用，仍應以維持。」本文
肯定此一看法，因在未被劃設為特定水土保持區所從事之合法使
用行為屬於低度風險，對於可能引發危害的或然率（機率或強
度），通常不高於日常生活之遭遇或例行性處置之風險。不過這
是透過行政函釋說明在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人民得繼續為從來的使
用方式，水土保持法第 19 條並無明定此一情形，上述文字日後
應該修法納入水土保持法中明定之。
（四）純建築行為之紛亂
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內原則上禁止任何開發行為，農委會曾
以行政函釋 82表示：「特定水土保持區內從事容許作為點狀或線
狀公用事業設施之行為，若未涉及基礎或管線位置外之其他開挖
整地，且未闢建施工便道，基於公益且未涉及其他開挖整地之純
建築行為，為不屬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之禁止行為。」認為在特定
水土保持區內從事未涉及開挖整地之純建築行為，不屬於禁止的
開發行為。但是，鑑於「純建築行為」、「點狀或線狀公用事業

82

forstwirtschaftliche Nutzung bestimmt sind, sofern dies für die Fortführung eines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lichen Betriebes erforderlich ist und Nachbargrundstücke
nicht gefährdet warden.“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1 年 11 月 23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1182814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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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平坦地」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解釋，執行上衍生諸
多問題及弊端，經決議停止適用83。
事後，農委會則認為在特定水土保持區內，於既有合法建築
物之建築面積內，依建築法申請建築執照，非屬水土保持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開發建築用地」，無同法第 19 條第 2 項
「區內禁止任何開發行為」之適用 84，是尊重既有合法建築物之
建築面積內土地屬於平整土地的狀態，申請建築執照興建建築物
不須再開挖整地。至於前述之「開挖整地」如何認定，參考水土
保持技術規範第 88 條第 1 項：「開挖整地係指為開發目的，而
對原地形採取挖填土石方之行為」規定 85。因開挖整地的概念涉
及專業性判斷，應以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此一風險預防管制標準之
定義為準。

五、分析與檢討
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後，由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的管理機
關，依主管機關核定前述計畫內容實施防災工程治理。當於特定
水土保持區內有山坡地一部或全部已無需要保全（防治災害實施
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近三年無重大土砂災害致人民生命或
財產損失、已無加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求或長期水土保持
計畫已執行完畢（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第 5 條第 1
項）等情形，即已無繼續設置必要時，由管理機關擬具廢止計
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廢止。在治理期間禁止區域內土

83
84
8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 7 月 4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31862015 號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 10 月 29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31862548 號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 10 月 29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3186254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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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從事任何開發利用行為，僅容許不涉及一定規
模以上地貌改變的小規模利用行為，係採取「治理為主、管制為
輔 86」之管理機制。水庫集水區所轄特定水土保持區面積廣大，
並非全區均須加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卻
以行政函釋 87謂：「水土保持法第 19 條第 2 項『區內禁止任何
開發行為』，係指禁止同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所列行
為，……。」而水土保持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所列行
為包含：「三、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
施。四、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五、於山坡地或
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或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場
地或軍事訓練場、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該
函釋無異限縮禁止開發行為類型，反而容許農、林、漁、牧地之
開發利用（該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如此解釋則與同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範意旨有違。
另外，諸如訂定法規命令闡釋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
變，屬於低度風險、極低度風險或剩餘風險情形，准許人民從事
小規模的開發行為；或透過解釋函令，承認特定水土保持區域內土
地得為從來合法之使用。但是水土保持法第 19 條第 2 項明文禁止
在特定水土保持區域內任何的開發行為，上述透過法規命令或解釋
性行政規則欲突破法律的界限，有違法律優越原則至為明確。
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實施工程治理，在於透過防災科學技術
達成預防災害發生之目的。水土保持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
「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類地區，區內禁止任何開發行

86

87

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1 次「水土保持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
聽會會議記錄，立法院公報，104 卷 53 期，頁 175-17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5 年 5 月 3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5184750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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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但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
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者，不在此限。」在立法例上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准許（但書
規定）」的管理方式，以致於在人民的反對聲音下，水庫集水區
不易被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時，卻產生經由行政命令逾越法律
規定的錯誤運作。未來應該藉由修法納入風險分級管理方式，在
遵守財產權存續保障原則，要求主管機關確實根據「最小安全原
則」之管制，就特定水土保持區域內環境、資源、生態之保護及
防災需要，檢討現有限制利用之範圍予以分級分區管制 88。另將
限制開發行為、准許小規模的開發行為或承認從來合法之使用等
情形納入法律規定。

肆、結論與建議
由於台灣的地形地貌以及氣候條件，易發生崩塌、地滑或土
石流事件，水土保持法因應而生。整部法律的設計固然係以危害
防止為出發點，希望透過工程治理來避免或降低損害發生。但是
在規劃長期水土保持計畫的理念應提升至風險預防，藉由風險分
析、風險評估進而採取風險處理措施，以管控風險避免將來發生
危害。風險預防原則是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建立風險決定基準，進
行風險分析及評估的機制，並採取預防性管制措施。該預防原則
是政策性準則，亦是法律原則。該政策性目標在滿足特定的要求

88

黃錦堂（2008），
〈財產權保護與水源保護區之管理：德國法的比較〉，
《臺大法
學論叢》
，37 卷 3 期，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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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從政策性準則轉變成法律原則。
立法上採取風險預防原則，即「預防優先、管制其次」的管
制模式，是從規劃、預防到整治、救濟的過程之直接的管制措
施，並以計劃性措施作為預防性措施。同時根據不同的 風險程
度，採取分級分區管理方式，諸如分區劃設的成立要件、劃定程
序、劃定範圍以及進行通案性的管制規定。
水土保持法的任務分別是治理與管理兩部分，治理是由政府
部門負責，以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利用工程科學技術做好防
災設施，乃國家之職責。管理是人民對於土地開發利用須事前擬
定水土保持計畫書提出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始得施
作。工程治理區域是針對特定水土保持區，尤其是水庫集水區特
定水土保持區的劃設在國內引起人民極大反對聲浪，借鏡奧地利
建築法對於危害區域內縱使存在發生危害的風險，仍容許人民利
用具防護自然災害設計之建築物，以兼顧人民財產權存續保障，
值得我國借鏡。
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定，採取「治理為主、管制為輔」之管
理機制。為落實國家保護義務，由政府機關負責特定水土保持區
的工程治理。並依風險程度進行管理，例如環境敏感區位禁止開
發、小規模範圍開發利用、容許為從來之使用等情形。由於水土
保持法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准許」的管理方式，以致於在人民
的反對聲音下，水庫集水區不易被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時，卻
產生經由行政命令逾越法律規定的錯誤運作。
綜合上述結論，在納入風險預防的管理思維，建議水土保持
法修正相關條文如下：
一、第 1 條第 1 項規定：「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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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民福祉，特制定本法。」修正為：「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
與維護，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
利用，保障國民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法。」
鑒於「增進國民福祉」等文字過於抽象，且為保障人民基本
權利落實國家保護義務的功能，增加「保障國民生命、身體及財
產安全」等文字。
二、第 3 條第 5 款規定：「特定水土保持區：係指經中央或
直轄市主管機關劃定亟需加強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之地
區。」修正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係指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
關劃定對公共安全有持續性危害需做長期保育治理之地區。」
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範圍過大 ，而且偏重在防止崩塌、滑
動、土石流等災害的工程治理，明確規範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定義
與劃設範圍。
三、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地區，應劃定為特定水土
保持區：一、水庫集水區。二、主要河川上游之集水區須特別保
護者。三、海岸、湖泊沿岸、水道兩岸須特別保護者。四、沙丘
地、沙灘等風蝕嚴重者。五、山坡地坡度陡峭，具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者。六、其他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者。」修正為：「下列
地區對公共安全有持續性危害，需要做長期保育治理之必要時，
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崩塌區、地滑區、土石流危險區、土
壤沖蝕嚴重地區、沙丘地風蝕嚴重地區。」
為配合第 3 條第 5 款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定義加以修正，
並強調特定水土保持區治理的防災功能。
四、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特定水土保持區應由管理機關
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層轉或逕請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實施之。」修正為：「特定水土保持區應由管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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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層轉或逕請中央主
管機關審核，經成本效益評估認為防災效益高於投入成本預算和
管制土地利用的不利益時，核定實施之。」長期水土保持計畫之
擬定與實施，須事先進行風險分析與評估，爰將「經成本效益評
估認為防災效益高於投入成本預算和管制土地利用的不利益時」
等文字納入法律要件，做為核定准駁的審查基準。
五、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
類地區，區內禁止任何開發行為，但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不
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
遊憩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修正為：「經劃
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類地區，除既存建築物及其他從來合法
之使用外，區內禁止從事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開發行為，
但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
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關於「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等文字，係本於風
險管理的考量，容許於特定水土保持區內從事低風險或極低度風
險的小規模的開發行為。但對於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各款
屬於中度以上風險的行為，則禁止之，爰加以修正。又，實務上
承認既存建築物的從來合法使用情形，則納入法律規定中。另
外，將「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等文字已無存在之必
要，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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