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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難民迫切需要被承認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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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美洲來到美國邊境，踏上危
險旅程的人們正在休息。氣候危
機是驅使該地區人民遷離的重要
因素。

環境正義基金會為英國註冊的慈善機構，相
信擁有安全的自然環境是人類的基本權利。

EJF在比利時、德國、迦納、印尼、日本、賴比
瑞亞、獅子山共和國、南韓、台灣、泰國、塞內
加爾與英國皆設有辦公室。我們的調查員、
研究員、影片製作人與倡議者，在全球各處
與來自各地的草根夥伴和環境保衛者一起
共同努力。
我們的工作旨在確保環境正義，目標是保護
全球的氣候、海洋、森林與野生動物，以捍衛
我們的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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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氣候危機正加劇現有的脆弱性和全球不平
等：隨著地球持續熱化，更多人將被迫逃離家
園。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氣候危機造成人們流離失所的衝擊
自2008年以來，天氣相關災害因氣候危機而變得愈加

頻繁與嚴重，平均每年使超過2,100萬人流離失所，相

當於每分鐘41人。 1 這個數字甚至還不包括因緩慢漸進

的氣候衝擊而被迫離開家園的人，如沙漠化和海平面

上升。 全球大多數的氣候難民來自低收入國家的脆弱
2

社群，那裡的環境退化和氣候變遷，與貧困、壓迫和衝
突等其他壓力因素相互加乘並加劇影響。 3

如今，氣候難民被迫離開家園，從孟加拉的農民失去生

計，到加州和土耳其等社群因極端野火而失去家園。所

有國家的社群都將受到衝擊：氣候危機是一個全球挑
戰，我們都有共同的利益，應抱持著更多緊迫性和雄心
壯志採取立即行動，以避免氣候崩毀的最嚴重後果。

EJF將氣候難民定義為「由於環境中突然或漸進的氣候
相關變化，對其生存或生活條件產生不利影響，而被迫

環境正義基金會呼籲國際社會立即攜手保護氣候難
民，透過快速脫碳行動減緩全球熱化，並為已經受到氣
候變遷影響的人們提供保護。所有氣候行動和協議（包

括COP26）都必須解決氣候調適的問題，並承認氣候引
起的流離失所是一需要國際承認、支持和行動的氣候
調適形式。這些行動必須包括：

為保護氣候難民制定新的法律框架。此一個框架必
須完全超出 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的範疇，以保障
現有難民保護機制的完整性。

全面落實《巴黎氣候協定》
，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比工
業化前高 1.5°C 以內。

實現和擴大國際氣候金融的承諾，提供資金以因應
氣候危機的減緩和調適、損失和損害、災害風險減少

和復原計劃，為受到氣候危機衝擊最首當其衝且最
嚴重的人們提供有尊嚴和持久的解決方案。

投資新的數據蒐集和監測系統，以便更佳瞭解、預測
和支持氣候難民的需求。

致力於具包容性性的協議和談判，以減緩和調適氣
候危機。

暫時或永久離開家園，並移居國內外他處的個人或群
體」
。

現行的國際保護制度無法滿足氣候難民的需求。在國

際層面，仍然缺乏適當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來管理因氣
候所引起的流離失所。我們以「保障缺口」一詞描述這

種缺乏適當措施以解決氣候難民各種需求的情況，包
含調適、減少災害風險、人道援助和法律保護。隨著氣
候危機加劇，此一缺口將帶來日益嚴重的人道危機，並

可能削弱世界各地的人權成就，以及導致全球永續發
展目標進程的失敗。

2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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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氣候崩毀，本質上即是一個正義問題。
氣候危機將影響我們所有人，無論貧富、全球北方或全球
南方皆是。我們正面臨著共同的威脅，也擁有共同利益去

擴大我們的野心和行動，以減緩氣候變遷和調適逐漸熱
化的地球。

然而，令人扼腕的事實是，歷史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少、
從碳驅動的經濟增長中受益最少的人民和國家，卻是受
氣候變遷衝擊首當其衝、也最嚴重的一群人。目前升溫已
經達到1°C，氣候變遷的威脅加劇了全球邊緣化社群的經

濟、政治、社會和生態壓力。全球熱化所帶來的社會經濟

衝擊將以非線性加劇，並可能會產生連鎖效應，因為一旦
達到臨界點，眾多生理、人造，以及生態系統都會崩毀。4

氣候危機不僅會造成新的全球不平等，還會加劇現有的
分歧和不平等，導致惡性循環，使低收入和邊緣化族群因
氣候變遷而變得愈加脆弱。

5

因此，將人權和正義置於氣

候減緩和調適政策的核心至關重要。若沒有做到這點，既
不公平亦不正義，還會加劇現有挑戰，使保護生態系統和
人類免於氣候危機破壞性衝擊的努力都付諸流水。

氣候難民是全球熱化下不正義現象而導致的極端案例，
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責任最少的族群往往反而會因氣
候危機而被迫離開家園。

3

EJF 將氣候難民定義為：

「 由 於 環 境 中 突 然 或 漸 進 的 氣 候 相 關 變 化，
對 其 生 存 或 生 活 條 件 產 生 不 利 影 響，而 被 迫
暫 時 或 永 久 離 開 家 園，並 移 居 國 內 外 他 處 的
個 人 或 群 體」
。

全球熱化導致世界各地的災害逐年增加，尤其是在氣候

危機首當其衝的社區，災害包括熱浪、海平面上升、乾旱、
沙漠化、極端暴風雨、洪水、海岸侵蝕、土壤鹽鹼化和許多

危害生命和生計的其他災害。移民是調適氣候危機所造
成破壞的方式之一。儘管我們很難將迫使人們遷移的推
力歸因於單一因素，但氣候危機毫無疑問地正使生活變
得更加危險和困難，並威脅到世界各地社群的人權。本報
告並非要大眾針對「因氣候變遷而流離失所的人們」該用

何種詞彙稱呼來重新進行辯論，而是旨在強調國際法律
體系中現存的保障缺口，為迫切需要的解決方案做出貢
獻，並滿足因氣候危機而流離失所的社群之需求。透過使
用「氣候難民」一詞，EJF將人道保護和橫跨各領域的正
義問題相互結合。

不論針對詞彙的辯論結果如何，氣候難民就是人
為氣候變遷的受害者，其所有基本人權都需要且
應得到支持和充分保護。

今日的危機：
氣候難民的
當前數據

講到環境、移動性以及流離失所者身份之間的關係，相

關討論至少自198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發展， 13 但日益惡

化的氣候危機，使得定義和保護特定類別的環境遷徙者
身份，即氣候難民，變得更加急迫。 14、15 根據UNFCCC於

2021年9月的國家自定貢獻(NDC)綜合性報告，目前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計劃就算全數執行，地球在本世紀仍

自2008年以來，天氣相關災害因氣候危機而變得愈加頻

繁和嚴重，平均每年使超過2,100萬人流離失所，相當於
每分鐘41人。 6

這個數字甚至還不包括因緩慢漸進的氣候衝擊而被迫離
開家園的人，如沙漠化和海平面上升。

7

全球大多數氣候

難民來自低收入國家的脆弱社群，那裡的環境退化和氣

會升溫約2.7°C。16 一項研究預測，若地球升溫3°C，可能
代表35億人將得在適宜居住的溫度生態區間外生活， 17

當中很大一部分的人將被迫逃離家園以求生存。世界銀
行預測，到了2050年，光是在研究針對的六個地區內，也

就是拉丁美洲、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東歐及中亞、
南亞、東亞與太平洋地區，氣候危機就可能導致2.16億人
流離失所。18

候變遷，與貧困、壓迫和衝突等其他壓力因素互相加乘並

雖說迄今對於氣候難民人數的所有預測模型都是根據經

家中，有12個國家長期處於衝突之中，這點也並非巧合。

氣候危機而流離失所的人，將會需要特定的保護。

加劇影響。8 在被認為最容易受到氣候危機衝擊的20個國

包括葉門、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索馬利亞，這些國

濟理論而產生的複雜推斷；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大量因

家都有大量的人民在國內和國際間流離失所。9 一些研究

使用數據建模來預測流離失所人數的目的，並非為了引

特定情況下，和人民尋求庇護之間亦存在著因果關係。

脅的人。透過描繪氣候難民的潛在數量，我們得以顯示氣

已經證實了氣候變遷和衝突之間的因果關係，10 以及在
11

人民的流離失所可能發生在國家內部，也可能跨越國界。
氣候和環境因素所導致的移民主要會在國境內遷移，這
些因素導致的跨國移民，則大部分發生在中低收入的農

起大眾對安全的恐慌，亦非用來針對那些將移民視為威
候危機將引發的人類苦難規模，並可為此採取緊急保護
行動，包括減緩與調適的政策，尤其是對流離失所者的協
助。

業經濟體和國家。12無論氣候難民是在國內或國際間流離

失所，對保障的需求都顯而易見；然而，當他們跨越國界
時，嚴重的法律保障缺口就會浮現。

每分鐘有41人因氣候危機
而流離失所。

每年平均 2,100 萬人
4

家庭流離失所，並影響該區內約800萬人，

案例分析

27

導致薩爾

瓦多該年經濟緊縮約8.6%，洪都拉斯則是8%，瓜地馬拉

中美洲人民移居美國的情形

1.5%。 28 在2012至2017年期間，異常嚴重的咖啡銹病爆

發，可能也是氣候危機所致，造成超過30億美元的損失，

中美洲，尤其是被稱為北三角的地區（瓜地馬 並迫使近200萬的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29
拉、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
，是最容易受到乾旱、
暴風雨、熱浪和洪水等全球熱化衝擊的地區之 隨著氣候危機的加劇並破壞農業生計，人們被迫離開家
一。19
園。大多數中美洲的移民首先會在國內流離失所至不同
該地區因高比例的人口以農業為生，使其特別容易受到
氣候變遷的衝擊。20 氣溫只要升高2°C，中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區的農作物產量即可能減少高達50%。 21 世界銀行

估計，到2050年，光是中美洲和墨西哥便可能將有140至
390萬人因氣候危機而流離失所。

22

的城市， 30 但在市中心的生活也飽受困苦，包括幫派械鬥

和其他犯罪行為的極端暴力。這迫使許多人再次逃離，且
是跨越國界前往美國。

糧食不安全是中美洲氣候難民提到的最大驅動因素之
一。

31

世界糧食計劃署估計，在2021年，北三角和尼加

拉瓜約有800萬人面臨糧食不安全的問題。 32 最近的一

自1960年代以來，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和強度不斷增

項 研究發現，在洪都拉斯的多年乾旱期間，暴力活動變

區國家躋身全球前15受氣候衝擊最深的國家之列。

數也增高。 33 據估計，自2014年以來，已有超過200萬人

加，包括持續更久的乾旱和更猛烈的暴風雨，使北三角地
23

該地區人民的高度貧困， 24 加上令人震驚的營養不良比

例（10%）
， 25 以及在戰區之外卻擁有全球數一數二高的

暴力盛行率，這些綜合因素更加劇了對氣候衝擊的脆弱
性。2020年秋季是一次破紀錄的颶風季節， 中美洲在兩
26

得更多，同時人們因試圖越境而在美國邊境被逮捕的人
逃離北三角地區，34其中包括越來越多的婦女和兒童，其
中一些甚至是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從2020年10

月至2021年4月，在美國邊境被攔下的薩爾瓦多、瓜地馬

拉和洪都拉斯人中，約有15%是無成人陪同的未成年人

週內經歷了兩次猛烈的暴風雨，伊塔(Eta)和約塔(Iota) （226,000人中有34,000人）
。35
颶風。兩次暴風雨合計造成數百人死亡，超過100,000個

「 2 0 2 0 年，伊 塔 和 約 塔 颶

風使超過100,000個家庭
流離失所，並導致中美州國
家嚴重經濟緊縮。」

Delmer Membreno / EU Civil
Protection and Humanitarian Aid

5

下雨。」Jesús Canan是Ch’orti’Maya原住民，

川普執政時制定了新的政策，進一步限制了對來自中美

民一起到美國。「我的玉米田沒有任何收成。以我的

限、限制難民申請庇護的原因（與聯合國難民署標準背

他於2018年加入一大群被稱為「移民大篷車」的移

開支，我們投資的一切，卻沒有任何收入。完全沒有

收穫……和以前不一樣了。這迫使我們移民……在
過去幾年裡，下雨都很準時，我的作物有生產，但現
在（天氣）沒有任何固定模式。」

36

從中美洲到美國的路途充滿危險：氣候難民不僅需面臨
數千公里的長途巴士、火車或步行路程，沿途還經常會遭
受犯罪幫派和人口販運集團的暴力犯罪，包括毆打、強

姦、勒索、綁架與謀殺。無國界醫生組織在該區進行人道

洲人民的權利和保護，包括降低美國的入境難民人數上

案例分析

Jesús Canan表示：「今年沒有下雨，去年也沒有

道而馳）
、設定新的入境口岸資格、以及「留在墨西哥」政

策，導致美墨邊境出現難民營。 40 儘管拜登總統在上任後

的頭幾週終止了「留在墨西哥」政策，但在2021年8月，美

國最高法院判定他在法律上必須恢復此政策。41然而，來

回的法律爭論並沒有完全解決中美洲移民的氣候驅動因
素。即使用最廣義的方法解讀美國和國際難民法，也不適

用於氣候驅動的移民，因此也無法填補所需的保障缺口，
以解決中美洲的人道危機。

援助計畫，而該組織展開的一項調查顯示，僅在墨西哥，
就有57.3%的受訪者在移民路途中遭受過某種暴力行
為。 37

這些流離失所的人們還經常面臨沿途的警察和安全部隊
的歧視、剝削、逮捕、甚至暴力。 38 氣候難民抵達美國邊境

後，並非意味就此安全，因為要得到合法身份與應得的保
護仍是障礙重重。儘管北三角地區充滿暴力行為，但在美

國，是否能以暴力犯罪和家庭暴力為由申請庇護仍備受
爭論，此外，美國也沒有以環境因素申請庇護的途徑，因
此限制了這些移民獲得難民身份的機會。39

S. Billy / EU Civil Protection and Humanitarian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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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進裂縫中：
法律保障缺口分析

Ioane Teitiota和妻子於2007年逃離了他們在吉里巴斯

本章旨在概述國際層面上，因應氣候引起之流離失所的

勢緊張以及暴力，而他們家園所在的島嶼，最高處距海平

流離失所的國際與區域法律和政策框架，因此不討論可

的家，原因是過度擁擠、作物歉收、水源受到污染、社會局
面不到2公尺高。他們抵達紐西蘭，並成為全球第一批因
氣候危機而申請難民身份的人。2015年，紐西蘭最高法

院駁回了Teitiota的申請，並下令將他驅逐出境，理由是
現有的難民法並未涵蓋氣候這項因素。 42 聯合國人權事

務委員會於2019年10月駁回Teitiota，因其未能證明被
遣返回吉里巴斯會直接威脅到他的生命權。然而，人權事

務委員會也同時表示，政府將人民遣返至因氣候危機而
有生命危險的國家，可能是不合法的。 43 委員會發現「若

國家和國際間沒有強而有力介入，接受國的氣候變遷影
響可能會使個人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或

第 7條的權利受到侵犯，從而觸發遣返國的不遣返義務。
此外，有鑒於整個國家被淹沒在水下的風險如此極端，即

便是在風險真正發生以前，這種國家的生活條件可能也
不符合有尊嚴的生活權。」44 然而，個人因氣候危機造成

的立即危險程度要多急迫才能夠申請庇護，或是要如何
證明受影響的脆弱程度，這些目前都沒有明確的定義。

雖然Teitiota一案為國際機構在法律上願意承認氣候威

脅帶來了一線希望，但這也突顯了我們現有的法律框架，
目前還未能保護面臨氣候緊急情況風險最大的人們。

自Teitiota的判決以來，其他案件也已在法庭上進行了

裁決，進一步推動因氣候而造成流離失所情況的保護辯
論。例如，一名孟加拉男子成為第一個因環境條件而在法

國獲得移民身份的人，因為他的原籍國空氣污染已經達
到了危險水準。45 此案的結果帶來了希望，代表可能朝保
護氣候難民的正確方向邁出了一步。
7

治理法律和政策框架。由於本章將聚焦管理氣候引起之
能相關的國家規範，例如美國的臨時保護身份或瑞典的
2005年外國人法案。我們發現在國際層面，仍然缺乏適

當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來管理因氣候所引起的遷移：現行
的國際制度不能滿足氣候難民的保護需求。我們以「保障

缺口」指涉缺乏令人滿意的措施以解決氣候難民的各種
需求，包含調適、減少災害風險、人道援助和法律保護。

TEITIOTA訴紐西蘭案是最早涉及氣候難民保護
的法律案例之一。判決突顯了我們現有的法律框
架未能保護那些面臨最大風險的人。

現行難民法

現行的難民法不適合用來尋求氣候引起之流離失所的因

應解方，至關重要的是，現有法律不應被修改或開放重新
談判。

尋求庇護者的重點框架：

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

1967年《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
1969年非洲團結組織 (OAU) 的

《關於非洲難民問題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約》
1984年《卡塔赫納難民宣言》
2018年《全球難民契約》

目前，國際難民法可適用於氣候難民的唯二情況是如果
他們在(1)因環境退化而產生衝突的脈絡下越過國界，或

(2)在氣候引起天然災害後，因救援或援助受到阻礙或扣

押而越過國界。這兩種情況保留了難民身份的關鍵特徵，

即包含了1951年難民公約條件當中的「一定程度迫害」
，
以及「跨越政治邊界的移動」
。 46 在這種脈絡下，法律的因
果關係很難被確認。例如，要根據1951年難民公約取得

難民資格，就必須有「有根據的迫害恐懼」
，但在氣候引起
的流離失所情況下，難以界定誰是迫害者。

儘管一些學者對氣候危機下的「迫害」提出了一種去領

域化的新理解，以解釋氣候危機和氣候引起之流離失所

樣難以界定的是，由於氣候相關的流離失所並沒有「針對
性」
，因此其能否在法律上符合「迫害」的定義仍有待商
榷。48

在現有的1984年卡塔赫納宣言和1969年非洲團結組織

公約中，對「迫害」的法律定義也有類似情況。這些公約雖

然對迫害的定義較廣，名義上可能可納入那些因自然災
害而流離失所的人，但要在特定自然災害和人類活動之
間建立法律因果關係，仍是非常困難。 49

2018年，聯合國通過了全新、不具約束力的流離失所與

移民國際協議：
《全球移民契約》和《全球難民契約》
。由

於因氣候危機而逃離原國的人並未被定義為難民，因此
他們在《全球難民契約》(GCR)中基本上並未被包括。雖

然氣候和環境因素與難民流向的相互作用已被承認，但
在1951年的難民公約中，或在更廣泛的區域法律難民概

念下，氣候歸因的流離失所仍不符合難民身份的資格。然
而，GCR也提出讓難民定義更明確與確認難民資格的必
要性，並發表聲明指出在適當的情況下，UNHCR將提供
建議措施，以保護因氣候變遷而流離失所的人們。

現有的機制顯然不能滿足因氣候危機而流離失所者的獨
特保護需求，迫切需要新的長久之計。若透過擴大難民釋

義來修改現有的國際難民法，可能會有開啟重新談判的
潛在風險，進而破壞現有的保護機制。因此，在1951年難

民公約的範籌之外，創建一個保護氣候難民的全新法律
框架至關重要。

的特性，並作為氣候難民保護框架的新規範基礎，47 但同

8

民。62 難民在營中的生活條件通常非常艱辛，而Covid-19

案例分析

的大流行使情況更加惡化。Dadaab難民區的一項評估

索馬利亞人民在肯亞的

發現，約64%的受訪家庭在2020年糧食供應減少。

長期流離失所

在

Dadaab和其他地方的索馬利亞難民，發現自己處於長

期的「 臨時 」狀態，並在難民營中生活了近 30 年。64許

索馬利亞以氣候崩毀和長期內部衝突著稱，貧
窮和缺乏治理加劇了這些衝突，導致許多人民
在國內流離失所或被迫逃往國外。 50,51

地流離失所的所有難民中，估計有 78% 生活在類似的長

近300萬索馬利亞民眾在國內流離失所，52 至少642,000

臨長期離家的流離失所風險。

人在鄰國尋求庇護。 53 氣候危機加劇了索馬利亞的脆弱

多人在難民營中出生，且從未到過索馬利亞。65在世界各

期情況中。66隨著全球熱化的衝擊變得愈加嚴重，全球許

多地方的生活條件變得更加危險，越來越多的社區將面

性，導致人民流離失所以及糧食和水不安全。54,55 自1990

索馬利亞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委員會經濟安全計

1970至1990年間發生次數的三倍。 56 這些威脅包括頻

候變遷與衝突相互結合，進而造成災難性後果的

年以來，索馬利亞經歷超過30次與氣候有關的災害，是

繁 的 極 端 乾 旱 和 洪 水 以 及 嚴 重 的 蝗 災 爆 發，對 農 業 和
畜牧業生產力造成了災難性衝擊。

57

僅在2020年，便有

919,000人因洪水而流離失所、144,000公頃農田被毀。

58

畫負責人Abdallah Togola 表示：
「索馬利亞是氣
標準案例，顯示了氣候變遷和衝突如何交互作用，
使原本就已經很糟糕的人道局勢更加惡化。」60

隨著地球繼續熱化，極端氣候將變得更加頻繁，威脅到索

即便氣候危機在當地社群面臨流離失所的情形中逐漸

況。 59

條件，仍是索馬利亞長久以來的暴力衝突，也暴露法律

馬利亞人民的生計和人權，並加劇衝突和流離失所的情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得以援引1951年難民公約的
保障的缺口。 67 儘管該地區有顯著的法律發展，但以權利

索馬利亞牧民Ahmed Mohamud原有的70頭駱

為本的長期解決方案卻幾無進展，索馬利亞難民在肯亞

乾燥。這個國家以難民著稱。如果你失去了你的牲

UNHCR關閉難民營，並於2021年3月發出為期14天的

駝中折損了50頭。他指出：
「這裡沒有食物，土壤很
畜，你就申請為難民，我們是這樣說的。因此，有很
多人失去了他們的牲畜並申請成為難民。」60

許多流離失所的索馬利亞民眾，越過國界到鄰國尋求庇

的未來也仍充滿不確定性。幾年來，肯亞政府一再呼籲

最後通牒要關閉難民營。 68 然而，肯亞高等法院認定關閉

難民營的命令違憲，侵犯了難民的權利。 69 最終，肯亞政

府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達成協議，商定出一個能
夠關閉Dadaab和其他長期難民營的未來計劃藍圖。70 該

護。截至2021年6月止，UNHCR指出在肯亞有超過52萬

計劃包括提供自願返回本國、其他肯亞居住選擇，以及前

利亞人。

止，導致難民營中未登記的庇護尋求者數量增加，造成額

的難民，其中包括過去30年間分批抵達的27萬多名索馬
61

近一半的難民居住在肯亞東北部的Dadaab

難民區，是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之一。

Dadaab難民營成立於1992年，最初設置容納9萬名難

Riyaad Minty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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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往第三國的選項。自該公告發佈以來，新的難民登記已停

外的新脆弱性，因為未登記的難民可能難以獲得基本服
務。 71 關閉難民營的計劃仍然充滿不確定性，而許多難民

仍害怕失去獲得醫療保健或食物的機會。此外，自願返國

案例分析
的選項也令人質疑，因為氣候危機使索馬利亞和其他國

家的生活更加危險，意味著原籍國的生活條件並不安全。
這些索馬利亞民眾長期流離失所的案例是一個令人痛心
的例子，顯示了氣候難民面臨的眾多風險，以及氣候危機
如何放大暴力衝突等其他危險因子，並相互交錯。這個例

子也顯示了保護難民的重擔，不成比例地落在其他發展
中國家，這些國家可能沒有資源，甚至也沒有歷史責任來
保護這些流離失所者。

索馬利亞難民逃離一連串的氣候衝擊、暴力和人權侵犯

行為，但現有的難民法框架未能提供他們持久的解決方
案，暴露了保障缺口著實急需採取緊急行動修正。

「這裡沒有食物，土壤很乾燥。這個國家以難民著稱。如
果你失去了你的牲畜，你就申請為難民，我們是這樣說
的。」

「 這 裡 沒 有 食 物，土 壤 很 乾
燥。這 個 國 家 以 難 民 著 稱。如

果你失去了你的牲畜，你就申

請為難民，我們是這樣說的。」

10

現行流離失所的遷徙框架

《指導原則》除了不具約束力之外，也並非滿足
利。73然而，

相關的自願和非自願性流動。

全球熱化有關的人口流動，都有生計損失和家庭收入減

國際上管理流離失所遷徙的框架，不足以因應氣候危機

管理流離失所的關鍵框架

些因經濟因素而流離失所的人排除在外，然而大多數與
少的共同主要經濟特徵。74,75

1998年《國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則》

2009年《坎帕拉公約》是一項非洲聯盟條約，旨在解決非

離失所者公約》
（《坎帕拉公約》）

流離失所問題，已獲得非盟 55 個成員國中的 30 國批准。

2009年《非洲聯盟保護和援助非洲境內流
《關於災害引發的跨境遷移的南森倡議》／
《災害流離失所平台》和2015年《災害和氣
候變化脈絡下跨境流離失所者保護議程》

2018年《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

（《全球移民契約》）

現行管理國內和國外流離失所的機制，包括著重於國內
流離失所者的1998年聯合國《指導原則》和2009年《坎帕
拉公約》
，以及關注跨國流離失所者的《南森倡議》
、災害
流離失所平台、2015年議程和《全球移民契約》(GCM)。

1998年聯合國《國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則》由獨立法

律專家根據國際人權法和人道法的現有條款撰寫，表明
所有國內流離失所者，都有權如同國內其他居民，不受

歧視地享有國際和國內法規範的權利和自由。 72《指導原

則》與氣候引起的流離失所有清楚的關聯，因為文中明確

提到逃離「自然或人為災難」
，並涵蓋流離失所的前、中、
後階段，對政府提出適切要求，例如開發適當的預警和備
災系統。然而，由於此原則僅適用於在國界內流離失所的

人，意味著任何因氣候變遷而跨國流離失所者皆被排除
在外。此外，
《指導原則》是一種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軟法措
施，因此沒有執法或究責機制。然而，此原則主要是基於

既定的國際法律規範，從這個意義上說，可能可以訴諸其
所援引的現有法律條文，例如在原則六中可以看到「保護
免遭任意流離失所的權利」
，巧妙地引用了具約束力的既

有國際法，明文闡述人們不應被任意流離失所的隱含權
11

國內氣候難民保護需求的萬靈丹。
《指導原則》故意將那

洲因衝突、自然災害和大規模發展計劃所造成的國界內

《坎帕拉公約》很大程度上是基於1998年的《指導原則》
，
特別是在認同不被任意流離失所的權利方面。 76 然而，
《
坎帕拉公約》更進一步明確列出了各國「保護和協助那些
因自然或人為災害（包括氣候變遷）而在國內流離失所

的人」的義務。77 由於《坎帕拉公約》強調防止任意流離失

所，表示各國政府必須有適當的程序，例如早期預警系
統、在地參與重新安置規劃、人道援助提供、對國內流離

失所氣候難民的補救計畫。 78 數個批准國已根據此公約
制定了國家法律框架。79

這種對氣候引起的流離失所的承認，以及往全面批准的
邁進，代表了保護氣候流離失所者的重要現代化步驟，然
而在《坎帕拉公約》通過的十年後，其影響力卻因實施和

執行的力道不一致，80 以及非洲的國內流離失所範圍有限

而受到限制。

《南森倡議》及其後續的《災害流離失所平台》旨在提供
一個政策框架，以支持實施2015年《災害和氣候變化脈

絡下跨境流離失所者保護議程》
。該議程已獲得109國簽

署，旨在幫助各國預防和準備因災害引起的流離失所，
以及在大規模流離失所情況下提高應對的措施標準。針
對災害或與氣候相關的跨境流離失所，
《保護議程》並未

訴求建立一個具有約束力的新國際框架，而是側重於將
最佳實踐方法宣傳和整合至國家和（次）區域層級的政策
中。 81

值得注意的是，
《南森倡議》所發展出的《保護議程》提出

雖然GCM做出了許多野心勃勃的高層承諾，例如將不遣

及這些人被接納後的身份。 82 然而，這些做法仍然不具約

義務約束力以解決氣候流離失所的危機。

之建議做法，即是辨識和接納跨國的災難流離失所者，以

束力，且迄今為止各國政府的初步回應更顯示出需要一

返原則擴及氣候流離失所者，但作為一項軟法，並無任何

個更強大、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框架。

現有的流離失所解決框架仍存在重大漏洞，包括強制性

現有流離失所的解決框架中，另一個關鍵缺口是漸進與

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使氣候難民得不到保護，因此需要

緊急氣候衝擊之間的差異問題。儘管《南森倡議》和2009
年《坎帕拉公約》皆明確提及氣候變遷，這些條款對災害

和問責性的問題，以及流離失所驅動因素之範圍和定義
一個新的框架來填補這些缺口。

的定義範疇是否足以適當保護全球熱化下因環境漸進變

化而流離失所的人，例如因海平面上升導致的海水倒灌

（如Teitiota訴紐西蘭案）
，或因降雨變化而帶來的沙漠
化，這點則仍不明確。

2018年，聯合國通過了全新、不具約束力的流離失所與

移民相關國際協議：
《全球移民契約》和《全球難民契約》
。

《全球移民契約》(GCM)承認氣候是移民的驅動力，並認
同減緩氣候變遷的重要性。然而，從一開始，聯合國就明

確表示，聯合國的成員國尚未準備好為氣候引起的移民
提供具體的國際法律保護。

肯亞Dadaab難民營的空拍照，
此區住有大量的氣候難民。
Evan Schneider / UN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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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預估在不遠的將來會出現明顯氣候熱化，印度政府

案例分析

預計到了2040年，某些農作物產量將下降4.5%至9%。 90

印度城鄉移民的氣候脆弱性

印度極易受到全球熱化的衝擊，部分原因在於
其龐大的人口和不斷增長的經濟，而兩者都依
賴有限的自然資源。
印度大部分人口的生計，都直接依賴於容易受生物多樣
性或是氣候影響的產業。 83 許多依賴農業為生的人民非

常窮苦，85%的印度農民耕地面積不到5英畝，84 而雖然

農業僅佔印度總經濟產出的15%，但幾乎75%的印度家
庭依靠農業收入維持生計。 85 印度一半以上的農田依賴

雨水灌溉，使其極易受氣候變遷的影響。86 印度已經在經

歷各種氣候衝擊，包括平均氣溫上升、極端天氣事件增加

（如乾旱、洪水和颶風）
，以及季風變化增加。

87

研究顯

示，印度的農業生產力正隨著平均氣溫上升而降低，威脅
農村農業人口的糧食安全。 88 這些壓力因素也已經浮上

檯面，全球有五分之一的自殺事件發生在印度，而農民的

自殺率更高，一項研究甚至將1967至2013年近60,000起
的自殺事件歸因於氣溫上升。 89

© Aniket Gaw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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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氣候危機持續導致農作歉收，更多印度農村貧困人
口的生計將受到威脅，迫使他們為了生存而離開家園。
新德里35歲的家務工作者 Rajesh Yadav 表示：
「
我的土地不再有那麼多稻穀收成了。我無法單靠
農業收入養家糊口。」91

印 度 政 府 於 2 0 1 7 年 進 行 的 經 濟 調 查 估 計，在 2 0 0 1 至

2011年期間，平均每年有500至600萬印度人遷移。92
2011年的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印度近46%的城市人口是
移居者。 93 由於大多數男性週期性遷移尋找農業相關工

作，印度普遍存在循環性和季節性的遷移模式：每年大約
有1,400萬名的臨時性或季節性流動人口。94 雖然在每年

人口流動的模式中，農村之間的遷移佔比較高，但多數是
季節性的，而農村至城市的遷移則大多是永久性的。95

研究顯示，移民的動機主要是尋求改善生計的機會，尤其
是農村的流離失所者。 96

求 更 好 生 活 的 重 大 推 力。印 度 的 全 國 抽 樣 調 查 數 據 顯
示，溫度和降水等氣候因素，是印度移民的關鍵驅動因
素。氣候威脅到他們的生命和生計，迫使他們為了生存
而遷移。 97,98

貧困城市社區資訊和資源中心(IRCDUC)創始人

Vanessa Peter指出：
「農村地區的人民依靠降雨
區的農田收成。降雨不足會使農業受到打擊，再次
導致人民由農村向城市遷移。」

雖然一些當地飯店業主付費買水缸車應急，但生活在清
奈貧民窟，為數約 82 萬的民眾卻沒有這樣的選擇。 100

案例分析

氣候崩毀使得農業生計變得更加困難，是移民離家以尋

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印度氣候難民，通常沒有跨越國際
邊界，因此沒有移民法的阻礙，然而國家政策仍不足以滿

足他們的保護需求或人權。這些氣候難民被迫離開家園，
部分原因是氣候變遷所致，雖然他們對此幾無責任，但卻
無法得到必要的法律保護、有尊嚴的就業支持、關鍵的醫
療、教育或衛生基礎設施，或被保護不再進一步受氣候衝
擊，造成愈加嚴重的人權侵犯循環。

印度城市的氣候難民經常會面臨進一步的挑戰，他們得
努力以擺脫貧窮的循環。許多人被迫住在擁擠、非正規的
居住區或貧民窟，無法獲得衛生和教育等基本服務，或者
成為城市裡的無家者。印度城市中，貧民和流離失所人口

的社會經濟剝奪，是造成其氣候脆弱性的另一個主要原
因。99 這些社區不僅面臨疾病和糧食不安全的風險，還面

臨熱帶氣旋、洪水和乾旱等氣候事件的威脅。例如，2019
年夏天，印度第六大城市、位於東南部的清奈發生嚴重乾
旱，導致該城市四個主要供水水庫乾涸。

© Aniket Gawade

一個孩子在印度孟買的垃圾掩埋
場玩耍。許多因氣候流離失所的人
們被迫生活在不安全、不健康的環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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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籍狀態

氣候危機將對某些國家的宜居性和存續性構成非常實際

因極端的全球熱化衝擊而成為無國籍的人們，是國際框
架中法律和政策無效的最明顯例子之一。

管理無國籍狀態的關鍵框架

1954 年《關於無國籍人地位公約》
1961 年《減少無國籍狀態公約》

在某些特定情況中，人們可能會成為實際上無國籍的人，
例如在全球熱化的嚴重衝擊下，小型島國居民集體放棄
居住地而跨境遷移。這是一個假設的概念，但氣候危機確

實對這些國家造成生死存亡的威脅，而這些島國甚至可
能在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沒之前就因此瓦解。儘管如此，管

理無國籍狀態的國際法律制度，名義上並不適用於這種
情況，因為1954年和1961年的公約是「透過特定國家的
法律執行以否認國籍為前提」
。 101

「 氣 候 引 起 的 無 國 籍 」問 題 根 本 上 和 以 下 未 決 的 問 題

有 關，即 國 家 的 構 成 要 素 為 何，以 及 國 家 已 不 復 存 在

的定義為何。 102 根據UNHCR，獨立國家地位取決於整

體 國 際 社 會 或 是 個 別 國 家，是 否 願 意 持 續 視 其 為 獨 立
存 在。1 0 3 UNHCR設想了以下三種可能的方式，以在氣

候導致國家瓦解或消失的情況之下，維持人民的公民身
份：(1)領土捐贈和主權轉讓；(2)與他國正式合併；(3)流
亡政府。然而，第三種結果可能會導致實質上的無國籍狀
態，因為流亡政府的權力和功能將受到限制，並受制於
地主國的意願。

104,105

此外，1961年的《減少無國籍狀態公

約》條款，也因為同意加入的國家數量相對較少，削弱了
其有效性。

管理無國籍狀態的國際法律制度，亦未能解決因全球熱
化而跨境流離失所人們的核心保障需求，因為其沒有保
障移民任何入境或移居國外領土的權利。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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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脅，案例包括著名的 Ioane Teitiota 原籍國吉里巴
斯。目前有關無國籍狀態的國際法律制度，無法保護逃離

家園的氣候難民，而這些國家可能很快就會因全球熱化
而消失，因此迫切需要新的解決方案。

環境與氣候變遷法

管理環境和氣候變遷的現有法律和政策框架對於氣候引
起的流離失所沒有明確定義，也沒有具體措施以預防、準

備和應對流離失所的情況。這些過於模糊的法律和政策
框架無法滿足氣候難民的保護需求。

管理環境和氣候變遷的關鍵框架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1996年《聯合國關於在發生嚴重乾旱和／
或荒漠化的國家特別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
的公約》(UNCCD)

1992年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的《21世紀
議程》

2015 年《巴黎氣候協定》
UNFCCC條 約 框 架 已 明 確 認 定 氣 候 引 起 的 流 離 失

所。2 0 1 0 年《 坎 昆 調 適 框 架 》第 1 4 ( f ) 款，邀 請 各 方「
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面，視情況採取措施，以加強對

氣 候 變 遷 引 起 的 流 離 失 所、移 民 和 搬 遷 計 畫 的 理 解、
協調與合作」
。

107

之後，在2012年第十八屆締約方會

議(COP18) 上，草案3/CP.18的第7(a)(vi)款，承認

了 必 須 更 仔 細 研 究 氣 候 變 遷 如 何 影 響 移 民、流 離 失 所
和人類遷移的方式。 108

在 C O P 1 9 期 間，
《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華沙國際機
制 》也 確 立 了 此 點，為 易 受 全 球 熱 化 影 響 的 國 家 動 員

和確保資金、技術和能力建構。因此，未來受氣候變遷

衝 擊 而 造 成 損 失 和 損 害 的 國 家，可 能 可 以 獲 得 資

法律、政策和策略。 113 透過這項授權，專案小組有潛

可靠的系統目前仍不存在。

須照做。 114

金 以 解 決 氣 候 引 起 的 流 離 失 所 問 題。然 而，透 明、

力推動對氣候難民的必要保護，但前提是其成員必

另一項環境法律框架UNCCD討論了漸進式沙漠化

整體而言，管理環境變化的國際框架，在氣候引起的

進行研究，以釐清沙漠化、乾旱、貧困和移民之間的

出，在調適氣候變遷的角度之下，UNFCCC 公約有

相關的強迫移民問題。第17條的第1(e)款明確要求

關係；109 同時，第11條要求制定次區域的行動計畫，

包括「早期預警系統和聯合規劃，以減緩乾旱的影

流離失所問題上有一些進展。儘管一些研究人員提
可能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制度框架，可防止或解
決氣候引起的流離失所問題，115 但是目前的框架仍

響，包 括 因 環 境 引 起 的 移 民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解 決 措

過於模糊，且並未完全實施。氣候引起的流離失所必

程》第12.46條和第12.47(c)條，就「環境難民」和沙

需求。

施」
。而1992年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的《21世紀議
漠化的脈絡下，提出了相同的建議。 110

須要有法律上的定義，以充分滿足氣候難民的保護

2015年的《巴黎協定》為各國定下了具法律約束力

的義務，需將全球暖化限制在遠低於2°C以內，其序
言指出「締約方在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時，應尊

重、促進和考量各自的義務，尤其是在人權、健康權、
以及原住民族、當地社群、移民、兒童、身心障礙人士

和弱勢群體的權利和發展權，以及性別平等、婦女賦
權和代際公平」111（粗體字為本報告強調使用）
。

《巴黎協定》決議1/CP.21第49款也以模糊、不具約

束力的用字，要求《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華沙國際機
制》執行委員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以「制定綜合性

解方建議，以避免、減少和解決與氣候變化不利衝擊
相關的流離失所問題」
。 112

2019年，處理流離失所問題的專案小組舉行了第一

次會議，並協議了職權範疇，向《氣候變化損失與損

害華沙國際機制》執行委員會提供諮詢，以對氣候引
起的流動性提高理解、分析風險、並蒐集數據。專案

小組也將致力於將避免、減少和解決流離失所問題
的解決方案，整合進包含國家調適計畫的國家規劃
框架內；專案小組同時向各國提供建議，以制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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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2020年加州野火季節
造成的流離失所

全球熱化正對美國氣候造成重大變化，即使在世
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也能感受到毀滅性的衝擊。
加州的乾旱尤其令人擔憂。2010至2016年的乾旱是美國

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嚴重到聯邦政府得創立一個
全新的分類來描述此現象。 116 高溫和乾旱使美國西部的
野火大量增加。117據估計，1984至2015年期間，美國西部

被野火燒毀的面積是沒有全球熱化情況下的兩倍。118

造成最近大火的其中一項因素，是乾旱引起的樹皮甲蟲
大量滋生，蟲害在2012至2018年期間在加州造成近1.5

億棵樹木死亡。 119 這些昆蟲的數量爆發也與氣候變遷有
關。120 隨著未來幾十年全球氣溫繼續上升，美國西部地區

的野火將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對人類健康、財產和生計
造成可怕的後果，美國首批氣候難民也將被迫遷徙。

2020年，因野火而暫時或永久流離失所的民眾，在加州

有600,000人，在全美有超過100萬人，人數是2019年的
兩倍多。121 大火摧毀了整個社區和城鎮，例如北加州的
Last Chance和Bonny Doon這兩個小鎮。對於許多失
去家園的人來說，恢復和重新安置的速度極其緩慢，尤其

是對於缺乏保險或儲蓄來重建的低收入家庭。野火對低
收入和有色人種社區的影響尤甚嚴重：一項研究發現，在

比較受火災危害的地區時，較低的社經條件與野火脆弱
性的增加相關，因為這些社區無法獲得所需的資源以支
付保險、重建、或定期投資消防安全。122

此外，一些社區已經因缺乏可負擔的住屋而形成危機，官
僚體制卻還帶來重重障礙。例如在聖塔克魯茲郡，CZU
大火造成900多間房屋被燒毀，但在2020年大火後的一

年中，僅24個新的建築許可證獲批准。123 許多失去家園的

民眾仍被困在臨時住房中等待重建，有些甚至沒有自來
水或電可用，其他人則已經放棄並離開。野火後的重建可

能加速仕紳化趨勢，因為單一業主的住宅的重建排序會

Patrick Perkins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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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於移動房屋公園、出租單位和低收入房屋。124 在災難

後的第一波移民潮之後，隨著災後的後遺症浮現，住房和

工作機會減少，或者居民面臨持續的創傷和心理健康問
題，第二波也會隨之而來。125

野火造成的流離失所不僅侷限於加州。2020年9月，阿美
達大火(Almeda fire)在加州北邊的奧勒岡州西南部肆
虐。阿美達大火發生時，奧勒岡州和加州都已面臨破紀
錄的野火季節，讓兩州達到了極限，耗盡了撲滅火災的

資源。 126 大火熄滅後，阿美達大火摧毀了兩個城鎮、燒毀
2,700間房屋、迫使3,000人流離失所，127 許多人在流離失

所一年後，仍在擁擠的旅館裡等待重新安置。 128

協助庇護因野火而流離失所者的加州耶穌中心執

行主任Laura Cootsona指出：
「創傷會以兩種形
式出現。從火災中死裡逃生，這種體驗當下會帶

來巨大的創傷。但除此之外，後續也會有小型的創
傷，一遍又一遍地在腦海中重播。」129

2021年，另一個野火季節再次迫使數萬人逃離家園。130

截至本報告撰寫時，光是迪克西野火(DIXIE FIRE)就燒
毀超過500,000英畝土地，摧毀超過1,100座建築物，並

迫使約33,000人逃離。 研究預測，到了2100年，可能將有
多達1,300萬名的美國人成為氣候難民。132 雖然美國許多

人擁有足夠資源，受到氣候危機衝擊的風險大幅低於較
貧窮國家的人民，但美國氣候難民的例子也顯示了氣候
危機威脅的普世性：即使在最富裕的經濟體中，脆弱的社

群仍會面臨流離失所的風險。加州或奧勒岡州的氣候難
民所面臨的法律障礙和保障缺口，儘管與即將被海平面
淹沒的島國氣候難民不全然相同，但他們也面臨著失去
生命、尊嚴、健康、和居住等相同人權的威脅。世界各地的
氣候難民都迫切需要更多的保護。

歐洲的氣候危機

2021年7月，洪水席捲了德國、比利時、荷蘭和
盧森堡的城鎮，造成200多人死亡，近72,000
座建築物受損，有些城鎮被整個沖走，造成數千
名居民流離失所。 133
許多人逃離家園，而其他人則被困在上漲的洪水中數日，
等待救援疏散。德國聯邦與各邦政府已承諾提供300億歐

然因洪水而流離失所的歐洲社區，與世界上較不富裕地
區的氣候難民困境無法相提並論，但卻證實了氣候危機
是一個普世威脅。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這些洪水象徵著歐洲氣候災害的到來，若不立即採取大
刀闊斧的減緩和調適行動，未來災害的規模可見一斑。投
資於氣候行動，對歐洲和世界反而是節省成本的機會，因

為現在若不採取具有野心的行動，將會造成無數人喪生、
社區流離失所、經濟因氣候混亂而中斷。

元作為重建基金，但也警告有鑒於洪水破壞的規模，重建
可能需要數年時間，134 使流離失所的人民陷入困境。雖

這些洪水象徵著歐洲氣候災害的到來，若不立即採取大刀
闊斧的減緩和調適行動，未來災害的規模可見一斑。

Martin Seifert /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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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標準

生命和自由可能受到威脅的地區。136 即便如此，國際人

現今的國際人權標準雖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要求

權法並未對入境他國領土的部分列出規範，而領土仍受

氣候難民的保護需求。現有的人權框架沒有明確治理氣

離失所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核心保障缺口。雖然《世界人

尊重因氣候危機而流離失所者的人權，但仍不足以滿足

候流離失所的問題，並面臨相同持續未決的問題，即無法
定義氣候引起的流離失所、保護標準不明確、以及如何減

少傷害和風險。Teitiota訴紐西蘭案有力地證明了需要新
的具體法律框架，以實行對氣候難民的人權保護和保障。

管理人權的關鍵框架
《國際人權憲章》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UDHR)

1966 年《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

1966 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主權國法律管轄。137 對於那些因氣候而被迫跨越國界流

權宣言》第15條第1款規範了獲得國籍的權利，這點可以
被視作與因氣候變遷衝擊而無國籍的人有關，但並沒有

規定各國賦予國籍的相關義務。因此，對於因極端全球熱
化而淪為無國籍者來說，沒有提供長久的解決方案。138

2021年10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認定

人應享有安全、清潔、健康和永續環境的人權，該決議還

承認氣候危機對人權的衝擊，並指出「環境退化、氣候變
化和不永續的開發，對今世後代享有包含生命權在內之

人權，構成了最緊迫且嚴重的威脅。」139 理事會還任命新

任聯合國特別報告員，以在氣候變遷的脈絡下，促進和保
護人權議題。

1990 年《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

歐洲人權法院的幾項裁決也承認，
《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7/23、10/4 和 18/22

生命權的義務包括保護免受環境傷害」
。140而歐洲人權法

利國際公約》
號決議

1950 年《歐洲人權公約》(ECHR)
《國 際 人 權 憲 章》將 所 有 國 家 規 範 於 兩 類 義 務 之 下，即

(1)禁止採取違反或可能違反人權的行為，與(2)採取保護
措施以防止其他行為者和事件侵犯人權。然而，在氣候引
起的流離失所脈絡下，有多種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些

義務，不論是與原籍國、第三國或同時與兩者相關，卻無

規定的生命權與健康的環境權在本質上相關，以及「保護

院的職權範圍，可能也包括詮釋《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
即禁止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與極端環境災難的關

聯。 141《歐洲人權公約》的保護側重於因遣返而產生潛在
傷害的申請人，而潛在傷害取決於原籍國或返回國是否

有能力減緩傷害原因的合理考量。然而，由於歐洲人權法

院傾向以相對較寬鬆的標準來衡量可接受的減緩程度（
因為此類事件難以預測和控制）
，任何單獨訴諸於氣候變
遷因素的案件都不太可能成功。 142

法直接被套用。135 舉例而言，
「一個對環境有害的行為」與

越來越多的混合移民現象，也就是指移民潮中，既包括欲

法律因果關係非常難以確立。

說，動機也可能是兩者兼有，143 可能意味著治理移工權利

「一例氣候引起之流離失所的人權侵犯」之間，是否存在

《世界人權宣言》第14條規範了尋求庇護的權利，而「不
遣返」原則被視為國際習慣法。該原則禁止將個人驅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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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遭受虐待、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地方，或驅逐至

擺脫困境的人，也包括欲尋求改善的人，而對某些人來

的法律框架（如1990年的《移徙工人公約》）可提供那些從
事有薪工作的跨境流離失所者有限的保護， 144 但這仍無

法納入氣候流離失所的具體驅動因素。 145 此外，1990年

的公約僅獲得五十幾個國家的批准，其中又絕大部分是

然而，無論這樣的論述多具有開創性，仍沒有為Io an e

圍非常有限。

吉里巴斯，因為氣候危機的風險被判定尚未迫在眉睫。

原籍國而非目的地國，意味其對氣候難民提供的保護範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經發佈了幾項有關氣候危機對人

權 衝 擊 的 裁 決。這 些 裁 決 已 承 認 氣 候 危 機 如 何 影 響 根

據 國 際 習 慣 和 協 議 所 制 定 的 法 律 所 載 明 之 多 項 人 權（
包括生命權）
，而氣候引起的流離失所情況也可被納入

Teitiota及其家人提供保障。他們最後仍被命令驅逐回
實際上，這個案例顯示了大多數氣候難民無法達到人權
委員會目前詮釋的不遣返原則要求。此項裁決進一步強
調了當前需要具體的新法律框架，以對氣候難民實施人
權保護和保障。

其中。146,147

至 關 重 要 的 是，委 員 會 在 Te i t i ot a 訴 紐 西 蘭 案 中 的 決

定，提供了第一個正式結論，即基於生命權和不遣返原
則，政府若是將人們遣送回遭受氣候危機的國家，進而

使 其 面 臨 生 命 威 脅 或 是 殘 忍、不 人 道 或 有 辱 人 格 的 待
遇，那麼遣返便可能是非法的行為。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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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現有的國際法律框架不適用於氣候難民所面臨的人道挑

系列建議，包括呼籲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更新移民和難

響首當其衝、最嚴重的一群人，往往是對溫室氣體排放歷

過境國和目的地國的義務，能夠反映即將到來的現實，並

戰。有鑒於氣候危機核心的歷史不正義，即受氣候崩毀影
史責任最小的人，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以保

護氣候難民在道德上勢在必行且至關重要，國際社會迫
切需要共同努力：

1. 透過快速脫碳行動減緩全球熱化

2. 為已經受到氣候危機影響的人制定保護措施
雖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概念已被編入國際氣候法，但
在應對氣候流離失所問題時仍然缺乏此概念。149,150 任何

保護氣候難民的新框架，都必須考量流離失所經歷之間

提供一個有用的框架。」 153 在絕大多數流離失所的案例

中，要確認與氣候相關的移民是出於被迫或是自願，抑或

從諸多相互關聯的推力因素中釐清全球熱化佔了多少比
例，不僅相當困難，在國際社會上也並非當今最重要的問

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流離失所的社群是否需要國際
保護，並明確界定保護需求，將之編寫入合法權利。154 有

鑒於COP26、首屆國際移民審查論壇，以及2021年 IPCC

關於氣候崩毀即將造成的災難性衝擊報告，是時候該從
辯論轉為行動，為氣候難民提供保護了。

可能會有的廣泛差異，從單一事件引發的急性遷移，到更

Tahseen Jafry教授說道：
「許多因氣候危機而被迫搬家

得愈加困難，進而迫使社區居民逃離家園。151對許多氣候

們此時此刻所面臨的全球危機，他們沒有任何的責任。我

長期的推力因素，如氣候導致的環境逐漸退化使生活變
難民來說，離開家園是最下策，若情況允許，多數人都會

寧願選擇留下。因此，所有解決方案都必須遵循SDGs中
規定的框架，包括盡一切努力幫助想留下的人們留下，並

為受氣候危機衝擊的人們提供支持，以利他們為自己與
家人做出安全、尊嚴、賦權的決定。

為了滿足氣候和環境流離失所者的需求，新的解決方法
是越來越多人的共識。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過去十年聯

合國和歐盟的政策文件，越來越常視氣候變遷為流離失
所的驅動因素，但他們的觀點仍有不同。儘管兩者都強調

支持將氣候調適作為應對措施，但聯合國傾向於關注人
身安全，而歐盟傾向於強調國家安全。152 2017年，G20認

知到氣候危機與流離失所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當前的

國際框架無法支持預估增加的氣候難民，因此發佈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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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定義，以確保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確認原籍國、

的人民來自農村、偏鄉地區和一些最貧窮的國家。對於我
們有道德義務去支持那些脆弱的社區，他們得面臨失去
祖傳家園、失去居住地、失去自我認同、失去生命、與失去

家庭、社交生活和社會歸屬感的價值。我們西方世界從工

業化中獲益匪淺……在我看來，我們毫無疑問有道德義

務去支持和回饋，在有能力的地方著力以保護人性尊嚴」

「我們有道德義務去支持那些脆
弱的社區，他們得面臨失去祖傳家
園、失去居住地、失去自我認同、失
去生命、與失去家庭、社交生活和
社會歸屬感的價值。」
—— TAHSEEN JAFRY 教授

©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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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有鑒於受到氣候危機衝擊最首當其衝且最嚴重的脆弱社區必須面對的現實，以及 COP 26 和首屆
國際移民審查論壇在即，EJF 呼籲各國政府立即採取大膽、以權利為中心的行動，以保護那些因氣
候危機而流離失所的人。

EJF 的建議：
保護氣候難民的新法律框架

國際社會必須努力建立保護氣候難民的新法律框架。聯合國成員國必須即刻採取行動，針對氣候引起之移民的明確定義達
成共識，以確保在國際和國內法中，採用以權利為依歸的措施，並給予「氣候難民」明確的法律地位。必須制定一項新的國際

協議，列出因氣候危機而被迫流離失所者的權利和保護，以及第三方和主權國家維護這些權利的責任和義務。此一行動必須
完全超出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的範疇，以保障現有難民保護機制的完整性。

落實《巴黎氣候協定》

所有國家都必須落實《巴黎氣候協定》
，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比工業化時期前高 1.5°C 以內。

擴大國際氣候金融承諾

已開發國家必須實現並擴大國際氣候金融承諾，承諾的 1,000 億美元應代表著野心的底線，而非上限，以資助氣候危機的

減緩和調適、損失和損害、災害風險減少和復原計劃，為受到氣候危機衝擊最首當其衝且最嚴重的人們提供有尊嚴和長久的
解決方案。對許多氣候難民來說，離開家園是最下策，因此解決方案必須在遵循 SDGS 的框架之下，盡一切努力提供支持。

保護氣候難民的數據蒐集和監測

所有國家都必須投資於開發數據蒐集和監測系統，以便更佳瞭解、預測和支持氣候難民的需求，包括追蹤漸進式發生的災害和
小規模事件。155

具包容性的談判機制

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必須被納入協議與談判，特別是當地和原住民族社區，以及最脆弱和被剝奪權利的群體，以確保國際保護機
制以氣候難民的需求和期望為中心，尋求安全、有尊嚴和以正義為本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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