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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即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在全球范围内集体改变地球的环境和生态系

统规模。 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

地质时代，即人类世，由于人们对环境的影响，

地球系统正处于不稳定的危险状态。 

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生态危机并不是以同样

的方式影响所有人。本已处于脆弱状态的人们受

到最严重的影响，尽管他们并非主要促成这些变

化的人。人类必须通过公正和可持续的途径转向

新的生活方式。若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成

功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法律和政策制定者，学者

和从业者通力合作，将丰富的生活经验，专业知

识和基于本地的知识融会贯通。 

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东南亚也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社会生态挑战。诸如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的爆发和传播等事件对人权和环

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国寻求在其境内外解决

此类问题时，需要有效的人权和环境法律，以及

政策框架来支持和协调符合国际合作规范的努力。 

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有助于保护人与自

然，并确保维持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的条件。东南

亚国家已经采取重要步骤，通过其立法体系和机

构将人权和可持续性纳入主流，为东南亚国家联

盟（东盟）建立了框架，以通过其现有的人权文

书和区域性环境协议加强当前区域机构的工作手

段。 

健康环境权的实质内容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地区在其国家法律和法规中

承认享有健康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并提及清洁空气，

清洁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安全的气候以及健康的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享有健康环境权的其他要素，

特别是健康和可持续生产的食物，以及在无毒环境中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的权利已获得国际

社会普遍认可，但在东南亚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然而，享有健康环境权的所有要素都是相互

联系的。例如，无毒环境是拥有洁净水和肥沃土壤的前提条件。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是获得健康环境权的所有要素的基础。 

四个东南亚国家/地区在其国内法中明确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一个国家/地区的法律

已暗含这项权利。其他五个东南亚国家未明确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菲律宾和泰国通过法

院裁决，率先阐述了健康环境权的内容。其他一些国家也通过各种法律和政策反映了对这项权

利的承认。该地区没有任何国家对该权利持反对立场。 

 

 

图片说明：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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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环境权的程序要素 

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的程序范围包括信息获取，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包括参与大型开发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EIA）的权利以及诉诸司法和补救措施的权利，尤其是当本地社区面临

环境危害的风险时。 

有证据表明，东南亚国内关于环境法治和国家人权机构的问责规定有助于维护健康环境权。

东盟 10 个会员国中有 7个拥有此类国内规定，一半国家已建立了国家人权机构（NHRIs）。 

在某些情况下，东南亚国家的民间社会参与者成功地援引了现行的国家法律和政策来维护

其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样的案例使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能够在其祖传土地上获得土地权，

避免污染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海洋地区，并保护子孙后代的权利。最近的创新，

例如越南的电子信息获取和菲律宾的土地改革，都有望促进健康环境权的实施。 

妇女的作用和贡献 

妇女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贡献，参与和代表权能够提高农村和城市环境中家庭和社区的福

祉和安全，并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然而，只有少数东盟国家在法律上致力于确保妇女在各个

部门和各级公共决策的参与率。尽管涵盖实质性和程序性权利的法律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

但大多数国家目前仅通过政策和战略计划来规定妇女的参与。 

妇女的权利与作用应通过法律规定得到承认和赋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进程中，在实现

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方面，应将妇女视为行动者而不是受害者。 

东盟体制安排 

2012 年《东盟人权宣言》（AHRD）在使用“安全”，“清洁”和“可持续”术语时反

映了享有健康环境权的一些要素。但是，随后的东盟法律和政策工具，例如东盟共同体蓝图，

并未在这些内容上扩大，该地区缺乏确保一致解释和执行的审查机制。 

东盟的区域人权机构，即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以下简称“委员会”），可

以帮助在尚未认识到这项权利的国家中促进对安全、清洁和可持续环境权的承认，并可以促进

在所有东盟国家执行。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东盟应审查和扩大委员会的任务授权和工作范

围，包括例如接收和调查人权投诉，从而补充其现有的宣传任务。委员会的改进领域还包括加

强其独立性，以及在有关健康环境的问题上建立更多的专业性。 

东盟还可以选择建立关于安全、清洁和可持续环境权的审查机制，并可与国家和非国家相

关方就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的义务进行互动。这些责任将包括加强弱势群体的保障，从而使

东南亚所有人都能享有健康的环境的义务。 

国际和其他区域模式 

东盟有机会学习各种法律和体制安排，根据国际标准和对人权的逐步解释，进一步发展其

区域法律文书和体制。有几项法律文书与东盟的法律更详细地阐述了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包

括： 

• 《埃斯波公约》及其相关的处理跨界背景下环境影响评估问题的《战略环境评估基辅

议定书》； 

•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尔胡斯公约）；以

及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埃斯库祖协议》，该协议致力于在区域范围内解决《奥胡

斯公约》的关切。 

现有的东盟文书相较这些范例仍有许多不足，其在哪些人可以获得信息，应该在什么情况

下进行公众参与，以及如何在该地区执行和实施国家法院系统中的决策方面没有提供清晰的规

定。 



通过一项东盟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司法的区域协议是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加强健康环

境权的方式之一。这样的协议可以支持东盟成员国在国内和区域内的努力，确保环境人权维护

者的安全，促进妇女和女童的权利，为民间社会参与环境治理奠定基础，并促进国家和非国家，

包括工商业界相关方的问责。 

结论 

东盟及其成员国可以选择采取多种措施来加强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奥尔胡斯公约》开

放供全球签署，各国可以单独成为其缔约国。东盟成员国可以根据区域的自身情况，通过一项

包含健康环境权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要素的区域公约。又或者，成员国可以谈判一项侧重于国家

程序权利的区域协议，同时承认实质和程序要素是相互联系的。成员国还可以修改东盟政府间

人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其能够接收和调查投诉。 

最后，东南亚国家参加各种多边环境协定（MEA）和人权公约可能是使人权与环境法更

加协同的机会。具体方式包括东盟的联合声明，多边环境协定承诺的区域协调，以及在会员国

各自的普遍定期审议（UPR）之外，就履行不同的人权公约的情况提交联合的东盟普遍定期审

议报告。 

东南亚国家和作为区域机构的东盟可以发挥战略和积极作用，促进在全球范围内承认联合

国规定的健康环境权。如果达到这一里程碑，将是人类与自然的双赢。 



 

第一章：人类时代的繁荣：为何讨论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 

Claudia Ituarte-Lima 

要点 

• 要成功解决当前的社会生态危机，就需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进行变革性的改变

和创新，这需要拥有丰富经验，专业领域的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人们的推动。 

• 编写本报告的过程参考了人权和环境法领域的学者和从业者之间的同侪学习方法。 

• 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有助于保护人与自然，并确保维持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的条件，

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 国际、区域和一些国家法律文书已建立了一个框架，使东盟将可持续性纳入其人权法

律和规范的主流；以及反言之，将基于人权的方法纳入区域环境协议的主流。 

背景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HRC）申明：“诚如各项国际文书所承认，各国有义务在包括应对环

境挑战的所有行动中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并采取措施保障所有人的权利，1 其还呼吁各国

充分履行享有清洁、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的义务。2 

联合国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伊德（David Boyd）进一步指出，至少有 155

个联合国会员国通过其国内法，或认可国际协定，又或两者兼有来承认享有安全、清洁、健康

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3 博伊德将这项权利的实质内容描述为：安全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干

净的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健康和可持续生产的食物，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的无毒环境，

健康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程序性要素包括获得信息、公众参与环境决策以及获得司法正

义和有效补救措施。 在本报告中，“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一词用作包含两种要素的总括范

畴。 

该专题报告的目的是促进执行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环境的决议，以及实现 2013 年《东

盟人权宣言》第 28（f）条所确认的“在东南亚享有安全，清洁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 

在地球生态系统受到威胁的时候，不同司法管辖区域的创新法律方法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转变，并推动不同范围的环境治理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其他一些地区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来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不同，各东盟成员国选择不具约束力的宣言。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

条约的例子包括《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附

加议定书》与《阿拉伯人权宪章》。 

东盟的路径或面临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具体挑战。该报告直面当前挑战，并以东南亚国家已

经采取的许多积极措施为基础，将有助于填补这一领域的知识空白并促进实际行动。 

 

1. Human Rights Council (HRC) Resolution 7/8.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22 March 2018, A/HRC/RES/37/8 

2. ibid 

3. UN General Assembly (UNGA),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the enjoyment 

of a safe,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19 July 2018) A/73/188 13 

 



研究目的 

该报告具有三个目标： 

• 描绘东南亚国家在健康环境权方面的义务； 

• 界定实现东南亚健康环境权的良好做法；以及 

• 研究在实现健康环境权方面的进展、创新和障碍，为助力东南亚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繁

荣提供行动策略的建议。 

本报告的标题中使用“绿色”一词，既指与土地和水相关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它们与健康

环境权的关系。除了森林或淡水等特定领域外，作者还共同努力阐明了相关的区域挑战，并在

人权界与环境界之间架起了桥梁。（有关作者的个人资料和经验，请参见附件 2）。“繁荣”

一词是指“良好的生活质量”。“质量”取决于具体情况，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和群体中有所不

同，但此概念包括一些关键要素，例如获得食物、清洁水和充足的卫生设施，生计安全，健康，

文化认同和自由选择和行动。关于高品质生活和繁荣生活的不同观点的例子包括“与大自然和

谐相处”，“与大地和谐共处”和“人类福祉”（见图 2）。在地球上繁荣生活意味着所有人都

可以不受歧视地享受自然对人类的贡献而获得的优质生活。繁荣的生活还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没

有威胁或恐吓的情况下为维护健康的生态系统做出贡献。环境影响在不同层面被感知，因此需

要在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的所有治理级别上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良好的生活质量。 

研究方法 

本报告旨在为法律从业者提供参考，并支持环境人权捍卫者使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作者运用了涉及权威文本，包括判例法、法规和其他法律文件 4 分析的教义法，以讨论东南亚

不同国家如何定义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随后，其比较了国家、区域和

国际层面相关的法律文书，以揭示现有文书如何为东南亚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健康环境权建

立系统框架。 

尽管国家法律体系中的良好做法是国家驱动解决方案的关键，但国家、地区和国际进程是

相互影响的，因而我们共同的社会生态危机要求在各个司法管辖层面采取行动。东南亚国家的

义务来自大量已签署和批准的多边环境协议（MEA）和国际人权条约（请参见表 1）。该报告

审查了国家立法以及东盟法律、政策和体制框架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健康环境权制度化，

并识别了阻碍其履行该项义务的障碍。同样，它界定了东盟加强能力促进在东南亚实现健康环

境权的机遇。 

尽管法律研究主要采纳教义法 5，教义法和其他研究方法结合使用可以帮助阐明法律 6 的

内容、含义和运作方式。该专题报告的局限性是没有采用实证研究，例如访谈或民族志。实证

研究有助于阐明东盟不同国家的责任承担者和权利持有人在实现健康环境权所面临的障碍和机

遇方面的各种观点。因而，教义分析是第一步，将来的实证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其结论。7 

作者团队跨越东南亚不同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科学 8 的指导下采用了“知识共同创造”的方

法合作完成这项研究。共创方法以问题为中心，需要学者与实践者 9 之间的合作。非正式互动

4. See more on applying the doctrinal method to human rights at Suzanne Egan, ‘The doctrinal approach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scholarship’ in McConnell, L. and Smith, R. (2018)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Righ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 ibid 

6. ibid 

7. Smith, R. (2018)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Righ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8. Mauser W, Klepper G, Rice M, Schmalzbauer BS, Hackmann H, Leemans R, Moore H: ‘Transdisciplinary global change research: the 

co-creation of knowledge for sustainability’,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3, 5:420-431; Schultz, M, Hahn, T, 

Ituarte-Lima, C, Hällström, N (2018) Deliberative multi-actor dialogues as opportunities for transformative social learn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18 (5): 

671–688 

9. DJ Lang, A Wiek, M Bergmann, M Stauffacher, P Martens, P Moll, M Swilling, CJ Thomas (2012)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 practice, principles, and challenges’, Sustainability Science, 7:25-43 

 



对于在可持续发展问题 10 上的合作非常重要，因此，撰写本报告的过程旨在为此类互动创造

机会。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曼谷举行的作者研讨会上，泰国的 Artipania 组织通过图形记

录过程支持知识的共同生成，该过程实时说明并汇总了讨论。图形记录是一种结合文字和图画
11 来描述有关环境问题的科学演示和对话的方法。研究表明，该方法有助于检视想法之间的联

系，并提高小组提出联合解决方案 12的能力。 

作为在知识共创中的一项实践练习，作者们实地考察了位于曼谷南部，在湄南河转弯处形

成的一个人工岛上的邦克拉超国家公园。在这里，团队遇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并在非正式的环境中讨论了有效解决国家公园塑料废物问题的各种行动。尽管 Bang Krachao

居民组织了清理塑料废物的活动，但很明显，这些当地活动需要结合其他层面的行动一起进行。

通过他们在 Bang Krachao 的共同经验，作者映证其各自国家塑料污染的不同经历，并反思了

不同地理范围内环境变化的动态。相互学习和共同编写本报告的过程使与会者增强了能力，并

交流从不同国家汲取的经验教训。这一经验还使作者进一步了解造成全球不可持续性的系统性

和根本原因。 

健康环境权的要素，例如安全的气候以及健康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正面临影响所有

人和生物的复杂和系统性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方法必定需要学者和从业者具有不同的

学习和沟通方式。作者研讨会强调了检视不同国家如何承认和解释健康环境权以及识别实现这

项权利的良好做法的复杂性。 

当前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挑战需要集合世界各地，包括来自东南亚学者的智慧

来解决。然而，这些学者目前在国际社会科学期刊 13 中所占的比例不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学者应该有机会进一步阐述他们的想法，并通过合作过程，获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行的

反馈。诸如本报告背后的过程之类的行动正在帮助培养学者的全球视野和关怀，以寻求解决世

界社会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 

相互影响的地理范围的人权与环境 

图 1：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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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是代表新的地质时代的概念，意指人类已成为地球系统的主要驱动力。这表明地球

系统紧密相连，并且由于全球人类的环境影响而迅速进入危险和严重不稳定的状态。在谈到人

类的影响时 14，应认识到，正如经济财富分配不均一样，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对引发当前的

社会生态危机承担共同的责任 15。但人类总体面临着向可持续和公正道路转型的责任。 

在人类世的背景下，自然危机与新挑战（例如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后简称“新冠疫

情”）相互关联。只有依照人权原则采取协同的多边行动并团结一致，才能使我们应对这些空

前的挑战，并为今世后代造福。 

人权原则是国际条约和联合国（UN）的核心，但正日益受到威胁。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将

新冠疫情视为严峻的国际挑战，同时也“敲响振兴普遍人权原则的警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的吉米森·艾文（Jamison Ervin）强调，采取预防行动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

包括诸如新冠疫病等大流行病的风险的挑战至关重要。其指出：“早期行动具有成倍的收益，

行动迟缓则成倍增加难度，到不能回头的地步再行动则收益甚微乃至根本没有回报 16。 

了解人权与环境如何紧密联结 

健康环境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72 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斯德哥尔摩

宣言》）。近几十年来，人权，诸如生命权和财产权有“绿化”的趋势，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

到环境恶化如何影响享有这些权利的能力 17。 

鉴于当前的社会生态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大规模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影

响每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充分享受其人权的能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采取

有效行动回应环境法和人权法之间的关联。 

不少联合国大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确认了环境与人权（包括性别平等）紧密联结的方

式 18。这些决议以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包括现任和前任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伊

德和约翰·诺克斯的工作为基础。他们的主题报告阐明了有关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空气质量等

国家义务和商业责任。博伊德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时指出，对健康环境的人权的承认可能

会促进制定更强有力的环境法，并增加公众对环境决策的参与。20 诺克斯强调，可持续发展需

要健康的生态系统和气候稳定，发展绝不能破坏生态系统服务 21。 

绘制东盟环境背景图 

人权法，政策支持工具和方法论（PSTM）是有助于保护自然并确保所有人生活质量的机

构和治理的一部分。例如，自然界提供安全和清洁的水对于公共卫生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至关重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则支撑着渔业等关键经济部门。22 东南亚地区的捕捞渔业产量占

全球渔业捕捞量的大部分，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给野生鱼类资源带来了压力。在整个亚洲，

未来十年捕捞渔业的进一步增长预计将主要由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带动。减轻东南亚鱼类资源

的压力需要在许多问题上，包括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洋变暖和酸化，过度捕捞和沿海污染等，采

取协调一致的行动，23 

安全饮用水，营养食品和清洁空气都是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CP）的一部分，也称为生态

系统产品和服务。 图 2改编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以下

14. Galaz et al (2017); Kotzé (2014) 5 

15. See e.g. Libert et al (2019); Boonstra (2016) 

16. Ervin, ‘Applying the hard lessons of coronavirus to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UNDP blog, 27 March 2020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blog/2020/applying-the-hard-lessons-of-coronavirus-to-the- biodiversity-cri. 
html> 
17. See Knox and Boyd, 2018 

18. See e.g. HRC Resolution 34/20 2017 

19. OHCHR, ‘Special Rapporteur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environment/SRenvironment/Pages/SRenvironmentIndex.aspx> 

20. Boyd, 2018 

21. Knox, 2017 

22. Fifth ASEAN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 2017 

23. Karki, M et al (eds) The IPBES region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IPBES 

2018),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简称“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概念框架，其中包括自然贡献的示例，并显示了它们与良好生

活质量的关系。 

图 2：生物多样性平台的概念框架和人权 

资料来源：改编自 IPBES，Diaz 等 2018，Ituarte-Lima 与 Stromberg 2018 插图改编：Kautsky / Azote

亚洲在促进健康的海洋，海岸线和河流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亚洲的八条河流

充斥着最多的塑料废物，占全球海洋塑料污染的 95%。24对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评估发现，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例如，红树林的退化导致沿海保护的减少，使社区更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25

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海水入侵和台风预计将增加沿海地区地下水或淡水水库的污染。东南

亚国家的众多小岛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它们通常依赖于地下水源。而地下水源日趋有限，在

干旱期间可能会枯竭，并且在暴风雨中可能被海水污染。26 

就像海洋和沿海对人类生计的贡献一样，健康的陆地生态系统也为整个地区的生计提供了

支持。 自然贡献支持提供收入和营养的粮食生产系统。27 妇女在培育自然贡献中发挥关键作

用，因为农林业系统提供的食物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更多讨论请参见第六章）。但是女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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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地区中，森林拥有权受等级制度、性别和宗教的影响。

土地和森林使用权的不公平分配，加上允许小规模森林生产者采伐木材的繁杂行政程序，限制

了妇女获得森林资源并从中受益的可能性。28 

尽管有些社区比其他社区更直接依赖自然贡献，但维护健康的环境却是所有人关注的问题。

全球约有 40 亿人主要依靠各种生态系统中的天然药物来维持健康。29 用于癌症的药物中约有

70％源自天然，或者是受自然启发的合成产品。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球评估报告显示，全球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空前下降对人类健康、繁荣和长期生存产生了严重影响。30 东盟

区域合作对于维护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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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菲律宾巴纳埃水稻梯田附近的伊富高少数族裔妇女

 

解决水下和陆地上的环境挑战和保护生命的努力与消除贫困息息相关。尽管情况正在改善，

但亚太地区仍有 4 亿贫困人口，而世界总人口为 7.67 亿。根据人权法，国家对处境不利的人

（例如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负有明确义务，这其中许多人直接依靠自然贡献提供的食物、建筑

材料和自然健康疗法生活。 

与东南亚国家有关的法律文书 

东盟国家对享有安全、清洁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的承认建立在国际、东南亚以及包括宪法

在内的国家法律体系中取得的进展。 

国际法律文书 

东盟国家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许多国际人权条约。《人权与环境的框架原则》阐明了享受安

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如何与人权义务相关。31 东盟成员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人权

条约的例子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所有 10 个国家都是该条约

的缔约国（见表 2）。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各国的义务与环境问题高度相

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妇女权利方面。该公约第 14 条指出： 

 

 
28. Karki et al 2018; Ituarte-Lima et al (2017) 

29. Diaz et al (2019) 

30. ibid 

31. Knox (2018) 

 



缔约国应考虑到农村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以及农村妇女在家庭经济生存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包括她们在非货币经济部门的工作，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本公约的规
定对农村地区妇女的适用。 

第 14 条进一步规定，妇女有权： 

（a）参与各级发展计划的拟订和执行...（e）组织自助小组和合作社，以通过就业或自营
职业获得平等的经济机会;（f）参加所有社区活动。 

表 1：东盟国家对核心人权条约的批准 

 

 

 

 

 

 

 

 

 

 

 

 

 

 

 

 

 

 

资料来源：Nonthasoot，S.（2016） 

S =已签署； R =已批准 

 

 

 

 

 

 



图 3：东盟与人权 

 

 

 

 

 

 

 

 

 

资料来源：改编自 Nonthasoot，S.（2016） 

 

图 4：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资料来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正如东盟国家是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一样，它们也是各项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缔

约国。32将基于人权的方法纳入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与环境法律

的主流与前文提到的，反之，将环境因素纳入人权法律的过程一样重要（见第 3.2 和 3.3 节）。 

如图 4 所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强调国际合作对

于保护地球和促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寻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和平与包

容性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并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任和包容性的机构。33 该

目标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应对水下生物（SDG 14），陆地生物（SDG 15），气候变

化（SDG 13）与性别平等（SDG 5）等相互关联。 

东盟区域文书 

东盟国家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例如，菲律宾有 1 亿多人口，而文莱人口不到 50 万。
342018 年，新加坡在东盟国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值最高（0.935），排名世界第 9 位，

而柬埔寨在东盟中的人类发展指数值最低（0.581），在世界排名第 146 位。35这种多样性并未

阻碍各国就承认《东盟人权宣言》中享有安全、清洁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达成共识，并通过数

项区域环境协议。但这些区域法律的执行仍然存在重大挑战，这使得更好地了解当前的东盟法

律格局，从各国实现享有人权和健康环境的进步、创新和障碍中吸取教训变得尤为重要。 

东盟处于将可持续性纳入人权法律主流的战略地位。相关法律文书包括《东盟宪章》

（2008 年），该宪章已得到所有 10 个成员国的批准。《宪章》在序言中提到增进和保护人权，

在第十四条中提到建立人权机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于 2009 年 10 月正式成

立。促进特定人群权利的机制包括 2010 年东盟增进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委员会（ACWC）

（请参见图 3）。 

《东盟人权宣言》（2012）明确承认享有安全、清洁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 

 每个人都为自己及其家人争取享有适当的生活水准，包括……享有安全、清洁和可持
续环境的权利。 

-第 28（f）条，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注 

展望未来，《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2015）明确提到了以下关键要素： 

 ……在《东盟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指导下，人权和基本自由，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
社区建设的收益，增强了我们的团结感和共同认同感。 

东盟成员国于 2017 年通过了《关于促进两性平等实现 202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宣言》。36 

与将可持续性纳入人权法律主流的作用类似，东盟可以将基于人权的方法纳入东盟环境法

律的主流。在区域一级，东盟制定了环境法律和政策来应对与水、土地和空气有关的环境挑战。

东盟制定了区域战略计划，涵盖了独特且互补的主题领域，例如可持续森林管理，生物多样性

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37 为了应对影响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的森林火灾和相关的空气污染，

东盟国家已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协议，即《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AAT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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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SDG 16’, SDGs Knowledge Platform, accessed 15 April 2020 

34.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35. Pedro Conceição, ‘Overview’,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UNDP 

36.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Gender-Respo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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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框架的进展 

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在其宪法中明确提到了环境权和/或环境责任。38 在东盟国家

中，宪法和其他法律在承认健康环境权方面取得了法律进展（请参见表 2）。例如，菲律宾

《宪法》第 16 条申明：“国家应以符合自然节奏及和谐的方式，保护并促进人民享有平衡、

健康的生态的权利。 39 但是，东盟地区在承认和执行这项权利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表 2：东盟国家对健康环境权的法律承认 

 

 

 

 

 

 

 

 

 

 

资料来源：改编自联合国大会，《特别报告员关于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义务问题的报

告》。 附件五：亚太地区。 A / HRC / 43/53 /，2020 年 2 月 14 日 

 

 

 

 

 

 

 

 

 

 

 

 

 

图片说明：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人权和文明联盟会议厅 

 

实现健康环境权的跨领域动力 

在健康环境权方面的国际、地区和国家法律进步将是应对东南亚当代社会生态挑战和机遇

的关键。还应解决某些跨领域问题，即：性别平等，代际正义，环境人权维护者的权利，以及

生活在脆弱局势中的人们的权利。 

 

 

36.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Gender-Respo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37. ASEAN Secretariat, Fifth ASEAN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 (2017) 

38. See Boyd (2011, 2012 and 2018) 

39.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1987 

 



为了实现性别平等并对所有妇女和女孩赋能（可持续发展目标 5），需要转变不公平的社

会规范和权力动态，并发展进步的法律框架，以促进男性和女性以及男童和女童的平等。
402000 年至 2016 年约 90 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显示，女性在无偿工作 41 上花费的时间是男性的

三倍，这使她们更少时间参与其他活动，包括环保行动。此外，还存在特定的性别和代际间的

鸿沟；例如，饮用水中的有毒废物污染对人类健康具有重大影响，对孕妇和儿童 42 的影响尤

其严重。 

在解决性别平等和世代正义问题（例如今世后代之间的气候正义）时，本报告超越了“脆

弱性”的叙事，该叙事将妇女、儿童和青年描述为弱者或被动者。该报告在认识到妇女面临的

挑战的同时，以东南亚国家为例，重点介绍了妇女和女孩作为变革的推动者，以可持续的方式

维护和管理环境的良好实践。这种做法与 2018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决议相呼应，该决议要

求联合国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尤其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特定情况并识别基于性别的歧

视和脆弱性来应用性别视角，并致力于提供妇女和女童在维护和可持续管理环境方面充当变

革推动者的良好做法”（A/HRC/RES/37/8，第 7（h）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注）。 

2018 年数据显示，据估计，自 2015 年以来，全世界 61 个国家至少有 1,019 名人权维护者、

新闻工作者和工会会员被杀。相当于每天一人死于非命。人权理事会（HRC）对此表示深切

关注， 

“致力于应对环境问题和企业责任的人权维护者最缺乏保护且最易受到威胁。 44

 

 

 

 

 

 

 

 

 

 

图片说明：印度尼西亚的稻田依靠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来提高生产力 

 

东南亚的数个国家，许多团体表达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日益受限。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

环境人权捍卫者在维护土地、生计和环境方面的工作。45 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创建了东

盟民间社会会议/东盟人民论坛（ACSC/APF），但民间社会在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在区域一级

建立联系从而有效影响东盟决策方面仍面临重大挑战。46 

 

 

 

 

 

 

40.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special edition: Progress towar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8 May 2019, E/2019/68 

41. ibid 

42. See various resources on women, children and chemicals at http://gender-chemicals.org/protecting-the- health-of-

womenchildren-and-future-generations 

43. UN HRC,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2018) Resolution A/HRC/RES/37/8 

44. ibid 

45. See reports by Global Witness at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 

46. Tarmedi et al (eds) 2017 

 

 



第五章展示了成为变革推动者的东南亚妇女和女孩的具体案例。尽管本章的重点主要放在

妇女的权利上，但我们认识到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充分理解性别平等和享有健康环境权的问

题。性别平等问题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女童和男童的权利、资源和机会，

以及性别二元体系之外的其他性别认同，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

和间性人（LGBTQI）。47 

为实现弱势群体的人权而进行的努力必须包括考虑造成其脆弱性和边缘化的社会生态和权

力动态。48 特定群体，例如农民、城市贫民、渔民、妇女、青年和儿童、土著人民、移民和残

疾人，可能处于脆弱的境地，或者需要应对叠加的风险。理解东盟背景下的这些动态将有助于

责任承担者，包括在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工作的官员以及企业高管，与权利持有人一

起努力，解决造成不可持续性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以及为实现健康环境的人权做出贡献，并

且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国际、区域和国家法律文书为东盟建立了制度框架，使东盟可以将可持续性纳入其人权法

律的主流，亦或反之，将基于人权的方法纳入区域环境协议的主流。该地区的法律进步和良好

做法表明，为实现享有健康环境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远大、有效行动而进行变革的可能性

非常大。49 重要的是，这些良好做法不仅由责任承担者，而且还由权利持有人主导。这些实践

表明，应对人类世的系统挑战（例如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和物种的大规模灭绝）确实是可

行的。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将需要具有不同经验、专长和本地知识的法律

和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合作。在这些共同产生的知识的基础上，基于人权和自然

的解决方案将促进人类世中东南亚的绿色繁荣。 

 

  

47. OHCHR, ‘Combatting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OHCHR, 2012) 

48. Ribot, 2009 

49. UNGA,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the enjoyment of a safe,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15 July 2019) A/74/161 

 



 

第七章：实现东南亚健康环境权 

Claudia Ituarte-Lima, Victor Bernard, Delia Paul, Sophany San,  

Min Myat Aung, Channraksmeychhoukroth Dany, Thitat  

Chavisschindha, Dyah Paramita, May Thida Aung, Naphaphorn Saenphit 

要点 

• 为了应对人类世的挑战，需要在各级治理体系中采取集体和战略行动。在全球层面，

鼓励东盟成员国加入《奥尔胡斯公约》。各国还可以参与各种多边环境协定（MEAs）

和人权公约，以进一步加强国际行动并支持全球对健康环境权的承认。 

• 在区域一级，东盟成员国可以谈判迎合该区域需求的法律文书。其可以采取《在环境

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的形式，也可以是一项更广泛的

协议，规定健康环境权的程序和实质内容。 

• 为了促进合规，东盟成员国可以建立关于健康环境权的区域审查机制，或者可以授予

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审查不遵守新协定或现有协定案件的权力。 

• 在国家一级，需要将法律、司法裁决和政策结合起来，以有效实施健康环境权。尚无

专门的环境法院（“绿色长凳”）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这类型法院。他们可以提升国

家人权机构的能力，或者成立（如果尚无）国家人权机构。还可以增强妇女的领导力，

利用性别平等的红利履行健康环境权。 

背景 

人类世的到来带来了社会生态挑战，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个层面加以应对。在人类

历史上，人们第一次有权合力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地球。东南亚共有的问题，例如水底塑料废弃

物，跨境空气污染以及水道和沿海地区的危险废物，正在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计。确保享有健

康环境人权的有效机制对于应对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至关重要。 

 

图片说明：东南亚大陆的地形图 

 

报告描绘了东南亚国家在健

康环境权方面的人权义务。 如导

言所述，健康环境权的概念在本

报告中是一个概括性的类别，  

同时我们认识到各国的用语

各不相同；而东盟在《东盟人权

宣言》中使用的是“安全、清洁

和可持续的权利”。各国通过国

家宪法、法律和判例取得进展，

以及东盟地区为应对共同的社会

生态挑战制定联合计划的良好做

法正被界定。 

 

 



基于这项研究，本书最后一章提出了与全球承诺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层面的行动策略。其总

体目标是提高东南亚的可持续性和繁荣。既是“绿色的”又是繁荣的，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不

受歧视地享有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CP）所带来的良好生活质量，并能为维护今世后代的健康

环境做出贡献。 

国家行动 

法律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其国家宪法中明确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是该

国最高位阶的法律文书。马来西亚间接承认该项权利，其法官对《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 5 条

提及的生命权的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该条款包括了在健康和无污染的适度环境中生活的

权利。文莱、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新加坡均未在宪法上承认这一权利。 526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其国内法和法院判决中承认了这项权利的实质和程序内容。 

东南亚各国已经承认享有健康环境权的实质内容，例如菲律宾有关清洁空气和相关程序因

素的规定。527 再者，泰国宪法承认享有安全气候的权利。528 其宪法和法律条文还涉及健康环

境权的多个要素。例如，2017 年泰国宪法规定了安全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以及安全气候。
529 

 

图片说明：淡水渔业为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索罗雷霍（Solorejo）提供了生计。 

其他关于享有健康环境权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例子，例如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与在无毒

环境中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权之间的联系可见新加坡《水污染控制和排放法》。530 

在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2013 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保护

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义务。生物多样性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动态互动产生的农业多样性，对

于健康环境权的另一要素——即健康和可持续生产的食物至关重要。农业部门是发展中国家粮

食安全的基础，没有妇女在家庭，社区 531 和其他相互作用的治理层面的贡献，就无法实现粮

526. See Chapter 2, p 42 

527. UN HRC,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the Enjoyment of a Safe,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40th sess, UN Doc A/HRC/40/55 (2019); Philippine Clean Air Act 1999, s 2; ASEAN Secretariat, 

Fifth ASEAN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 (2017) 67 

528. Constitution of Thailand 2017, s 258 

529. ibid 

530. Clive Briffett and Jamie Macke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Singapore: An Enigma Wrapped up in a Mystery!’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0:2, pp 113-125 

531. Revathi Balakrishnan, Rural Women and Food Secur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rospects and Paradoxes. (FAO, 2005) 

 



食安全。532 因此，健康环境权的一个跨界维度是性别平等和妇女在生态系统服务中提供健康

和营养食品的作用。除了承认健康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外，一些东盟成员国还采取措施，在其国

内法中承认程序方面的内容。第三章介绍了确保获取信息，公众参与，诉诸司法以及针对环境

损害的有效补救措施的国家规定。 

 

图片说明：来自缅甸的 Myint Zaw 因在提高民众对淡水生态系统价值的环境意识方面的作用而荣获 2015 年戈德曼

环境奖 

第二、三与四章提供证据表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533类似，在宪法上承认享有健康环境

权使东盟成员国获益。 

这种承认为制定整合人权的环境法律以及为捍卫这项权利不受侵犯的法院判决提供了基础。

各国通过国家法律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时，就会使国家和企业等其他责任承担者的职责更

加明确。承认这项权利还有助于为其他法规（例如环境保护法）创造有利的环境。第二、三与

六章扩展讨论东盟各成员国的立法者如何表述这项权利的内容。 

司法认可 

让每个人都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仅靠法律是不够的。独立司法和权利所有者的赋能同样

重要。当权利持有人向法院系统寻求救济时，法官可以利用裁决作为重述和逐步解释关键原则

的机会，以明确享有健康环境权的实质内容。例如，菲律宾宪法法院已承认代际权利与责任。

534 在马来西亚，司法机构在 Tan Teck Seng 诉 Suruhanjaya 及其他案中含蓄地承认了享有健康

环境的宪法权利。535 

532. See Chapters 1 and 5 in this report 

533. See e.g. HRC,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good practices,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the enjoyment of a safe,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HRC/43/53 

(2019) 

534. Oposa v Factoran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G.R. No. 101083 (1993) 

535. As quoted in HA Rahman, ‘Human Rights to Environment in Malaysia’ 1 Issue 59 No 1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2010) 61-63 

 



司法机构的作用虽然很重要，但有时也受到限制。如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关于应发布有关

油棕种植特许经营权的国家信息的裁决中所示，政府机构可能无法执行司法机关的裁决。 

政策和行政决定 

该报告除了强调义务承担者与权利持有者之间的动态互动之外，还展示了立法与政策流程

之间的联系。政策可能是履行国家对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义务，如与健康环境有关的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或《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一种手段。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FCCC）规定的程序性义务的一部分，截至 2015 年，所有 10 个东盟国家均提交了

国家自主贡献的意向书（INDCs）。536 因此，随着国内法对详细政策的贡献，同时这些政策的

实施履行了各国在多边环境协议下的承诺，这就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不能得以执行的政策是无用的。东南亚的权利持有人有时在寻求政府行政部门促进公共利

益的决策时援引健康环境权的要素。例如，越南的民间社会组织（CSOs）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海洋地区以支持人民生计方面援引了知情权。537 

该报告表明，为实现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社区的发声必须足够强大。因具体环境目标组

织起来的社区可以团结当地的声音，并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影响到他们发展的决策。地方权利持

有人还可以与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联系，以了解与他们的健康环境权有关的法律和科学

发展并采取行动。 

妇女的作用 

变革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对妇女的作用进行新的叙述。第五章详细阐述了妇女在保护

环境和为家庭、地方社区和国家创造共同价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方式，但是她们的贡献

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或公开承认。 

本章着重介绍妇女在媒体部门的参与，以此作为良好实践的一个范例。妇女环境记者和媒

体提供者促进了所有人获得信息的机会。媒体中的妇女可以成为榜样，帮助拓宽他人的视野和

知识，并赋能妇女参与有关健康环境权的公共决策。马来西亚和越南是妇女在媒体部门参与程

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与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 538等其他国家分享经验，这些国家在

媒体中的妇女人数明显不足。 

 

 

 

536. See more at https://unfccc.int/ 

537. Transportation News (25 July 2017); Thanh Niên news video (26 July 2017) 

538. Nurhaya Muchtar, ‘Country Report: Journalists in Indonesia’ Worlds of Journalis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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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会议，东南亚法官通过有关在工作中运用性别观点的指南 

以下部分提出了针对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治理的建议，同时承认在不同地理范围的行动

影响是相互联系的。 

国家一级的建议 

• 法律上的进步：东盟成员国的立法机关应遵循人权和国际环境标准，深化阐述健康环

境权的内容。尚未承认这项权利的国家应立即采取行动，健康环境权的宪法化将使其受益匪浅。

东盟成员国的立法者可以就法律认可如何为制定结合人权的环境法律以及维护健康环境权的法

院判决提供基础而交流经验教训。当各国通过国家法律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时，就会使国

家职责更加明确。承认这项权利还有助于为其他法律创造有利的环境，例如适用于环境保护的

法律。 

• 信息获取：国家官员应确保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及时、直接、间接和广泛获取环境信

息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 诉诸司法和专门的环境法院（“绿色长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是东南亚仅

有的拥有环境法院或裁判庭的国家。539 其他国家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并考虑建立自己

的“绿色长凳”的选择。此类机构可以帮助提高法院系统的效率，提升可见度和接近环境司法

正义的机会，并提供有关环境法的更高质量和标准化的专业知识。540 东盟成员国的法官可以

讨论在本国实现诉诸司法和补救的挑战与机遇。这些对话可以帮助确保环境案件中的法官具有

以一致的方式解释人权和环境原则的专业知识，在解释现行法律方面进行创新，并做出能够应

对当前人类和自然的环境挑战的明智判决。 

539. George Rock Pring and Catherine Kitty Pring, ‘Environmental Courts & Tribunals: a Guide for Policy Makers’ (UNEP, 2016) 

540. ibid 

 



• 领导力发展：责任承担者与权利持有者应与妇女和青年合作，以增强下一代领导人才

的权能，这是确保尊重环境法治并支持行使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不让任何人掉队的长期行动

路径的一部分。 

• 国家人权机构（NHRIs）：已经成立国家人权机构的东盟成员国应不断提高其将人权

应用于环境问题的能力。国家人权机构还应继续阐述享有健康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安全的用水

和适当的卫生条件，清洁空气，安全气候，健康且可持续生产的食物，健康的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以及在无毒的环境中工作、学习和娱乐。国家人权机构（NHRIs）还应该建议和推广倡

导健康环境权的新方法，包括这项权利的程序维度的内容。在尚未承认健康环境权的国家，国

家人权机构在促进其法律认可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其他与环境有关的人权的“绿化”。一些国

家仍缺乏由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认可

的机构，应当鼓励它们建立符合《巴黎原则》（联合国大会于 1993 年通过的有关国家人权机

构标准的文件）的国家人权机构。东南亚国家人权机构可以通过亚太论坛（该地区国家人权机

构的联盟）就健康环境权问题进行合作，在该论坛上讨论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相互联系的挑战

和机遇。 

区域行动 

协议 

在东盟，健康的环境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但是，各国对健康环境权的实质内容的承认差

异很大。同样，享有健康环境权的程序要素——获得信息，公众参与以及在环境问题上获得司

法和补救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国家机制，因为各国采用不同的标准和解释执行法

律。 

采用东盟驱动的法律框架可以借鉴该地区的经验、财富、能力和共同价值，以进一步发展

符合国际标准的健康环境权。这一区域框架可以充实其他与健康环境权有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协议、战略、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可以促进与其他基本权利的结合。它还将补充当前为达成

东盟跨界环境影响评估协定而开展的工作。此外，从各国采取的不同方法到国家驱动和区域共

同的东盟成员国战略认识到它们共同面临的环境挑战，以及国际人权和环境义务将有助于“东

盟之路”的演变。 

一项区域协定可以为东盟成员国集体尊重、保护和实现健康环境权提供战略手段。本专题

报告补充章节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可以加强对这一权利的承认的几种不同的路径。这些路径并不

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其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1.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尔胡斯公约》）

向所有国家开放签署，东盟成员国可以各自成为其缔约国。 

2. 各国可以借鉴从《奥尔胡斯公约》与《埃斯库祖协定》中汲取的经验，制定一项新的

东盟区域协定，着眼于健康环境权的程序要素（见第六章）。该协议可以反映保护以下内容的

基本原则： 

• 子孙后代享有安全、清洁和健康环境的权利； 

• 通过为人们行使权利提供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保护公众； 

•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环境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司法的权利；以及 

• 妇女、女童、土著人民和处境脆弱者的权利，并考虑到增加保障这些群体的义务。 

拟议的协议还可包括： 

• 国家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调查和惩罚环境人权维护者在行使其权利时可能遭

受的恐吓或攻击； 

• 政府与多边环境协定（MEAs）及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缔约方有义务收集和传播环境信息； 

• 公司尊重人权的责任，体现《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与《经合组织跨国企

业准则》； 与 

• 改善此类区域协议执行情况的计划，例如合规和审查机制； 

• 各国可以协商一项具体的东盟文书，其中规定享有健康环境权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要素。

这一文书将根据国际标准，为东盟成员国就其在这项权利方面的个人义务提供明确的指导。正

如联合国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所言，除了上述程序要点外，该协议还可以阐述健康环境

权的实质要点： 

• 清新的空气； 

• 安全的气候； 

• 获得安全的水与适当的卫生设施； 

• 健康与可持续生产的食物； 

• 工作、学习及娱乐的无毒环境；与 

• 健康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 



机构安排 

如第四章所述，应该在承认健康环境权的区域级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增强制度安排，采取积

极和跨部门的行动来促进理解和执行。此类安排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1. 东盟可以建立一个审查机制，负责研究和监测与健康环境权有关的具体问题，包括进

行研究，组织会议，传播信息，进行实地访问以及制定和阐述原则和准则。这种机制可以增进

环境机构和政策中心，例如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东盟能源中心及东盟绿色经济研究所对人权

的了解。它还可以开发实用和基于实证的工具和政策建议，以加强对履约的执行和评估。这将

补充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与东盟增进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工作。 

2. 东盟应修改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加强其保护权力，并将《东盟人权宣

言》中规定的全面人权清单，包括享有安全、清洁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付诸实践。为了确保人

们能够获得有效的补救，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或上述健康环境权审查委员会应： 

• 建立健全的投诉机制，使受害者可以提出投诉； 

• 通过要求会员国提供信息，发表声明并与人权机构进行磋商，应对人权危机和侵犯人

权的行为； 

• 在执行活动和决策过程中与民间社会组织和环境权利维护者互动； 

• 建立一个公开和透明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委员甄选制度，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都

可以提出合格的候选人；541以及 

• 确保选出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专员被授权作为独立专家，而不是各自国家的代表。
542 

3. 已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东盟成员国应与尚未建立类似机构的国家合作，促进在每个东

盟国家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各国应通过与其他东盟成员国分享知识和经验，不断改进自己的做

法。 

能力建设和公众参与 

颁布法律和建立新的附属机构必须与加强现有东盟机构的能力齐头并进。该地区新兴的创

新举措包括东盟首席法官环境圆桌会议。该圆桌会议就如何应对滥伐，非法采伐和违反环境法

等环境挑战进行了对话。543 圆桌会议还讨论了环境法庭或“绿色长凳”在解决环境案件和加

强诉诸司法方面的重要性。544 

541. Desi Hanara, ‘A Decade in Review: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ICHR to Uphold the Protection Mandate’ (Forum-Asia, 

2019) 5-6 

542. See Eric Paulsen et al, ‘A Decade in Review: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SE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Forum Asia, 2019) 

543. Kuala Lumpur Court, ‘ASEAN Chief Justices Roundtable on Environment’, <http://www.kehakiman.gov.my/kl/ms/node/37>, 

accessed on 17 April 2020 

544. ibid 

 



解决和防范环境或人权侵犯行为将需要区域以及国家法律和政策制定者、公务员、法院、

公司、投资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地方社区团体、环境管理人员、国家人权机构、工会、学

术界和大众媒体的充分参与。尽管现有的关于健康环境权的政策框架确定国家是主要的责任承

担者，但东盟还应该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与更广泛的参与者，包括参与环境和人权保障

的相关方，例如环境人权捍卫者等进行互动。 

商业企业、法人团体和区域发展组织作为责任承担者需要了解他们在享有健康环境权方面

的责任。他们可能需要进行能力建设，以了解这些责任的内容，实施的途径以及违规的后果。

因此，东盟应促进责任承担者和权利持有人建立新平台，以分享和增进有关健康环境权的责任

的专长和知识，并充分履行《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与《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这样做还可能使东盟获得潜在的支持，在例如提高透明度和对企业运营进行参与式环境监测方

面建立自身的技术能力并促进创新。 

东盟及其发展伙伴应建立东盟机构的能力。这些机构包括具有部门职责的机构，例如东盟

气候变化工作组，东盟水资源管理工作组，东盟环境可持续城市工作组，以及在人权、减灾、

发展规划等方面具有跨部门职责的机构。这种加强能力的方法应包括对东盟机构的工作人员，

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工作的公职人员以及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和私营部门

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和同侪学习。 

有关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策略 

东盟成员国是与健康环境权有关的各种多边环境协定的单独缔约方。因此，各国官员和其

他团体应当参加由各种多边环境协定建立的缔约方大会（CoPS），这些会议会定期召开以确

保此类协议得到执行。此类会议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各国的国际法律义务

产生重大影响。545 它们通过“加厚”条约当事方的义务来促进国际法律义务。546 东盟成员国

参与此类缔约方大会，对于阐明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履行其义务的前进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图片说明：2018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545. Annecoos Wiersema,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Makers?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to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31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31 (2009) 

546. ibid 

 



所有东盟成员国都是以下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签署国，这些协定正在进一步发展健

康环境权的实质内容：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其中详细阐述了为确保气候安全而采取

的行动； 

•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其与维护健

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有关；以及 

•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其中规定了在无毒环境中生活的权

利。 

此外，所有东盟成员国都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

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这些公约在文本中或在人权条约机构的“一般性意见”中详

细阐述了享有健康环境权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要素，提供了对条款的全面解释。成为这些国际公

约的缔约国本身就是促进享有健康环境权的良好做法，随着各国将其国际义务转变为国家法律

和政策，这一良好实践得以进一步加强。 

东盟参与国际立法程序可以使东盟成员国团结一致，并有助于将环境和人权义务结合起来。

通过多边环境协定的承诺，进一步发展东盟在实现健康环境权方面的作用和承诺的战略如下： 

1. 与过去一样，547 东盟可以继续在缔约方大会上发表联合声明。例如，东盟曾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 24 次缔约方会议发布《东盟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4 次缔约方会议发布《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合声明》。各国领导人

在 2018 年东盟峰会上通过了上述联合声明。548 

2. 东盟可以帮助协调该地区各国履行多边环境协定承诺的行动，类似于纳尔吉斯飓风过

后其在协调人道主义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经历了 2008 年缅甸飓风的毁灭性影响之后，东

盟成功地在政府与国际援助资助方之间斡旋，以减轻缅甸对政治干预的担忧，并为飓风后重建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549 东盟通过强调非传统安全议程的合作特征有效地解决了外部干预的敏

感性。在非传统安全议程中，国家的主权不是被取代而是汇集成合力。550 

在联合国人权系统内，普遍定期审议（UPR）程序规定了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包括非

政府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和区域机制（NHRIs），以监督进展情况并促进对先前承诺的问责。

551 联合国认识到区域和次区域人权计划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会员国提交

的国家/地区报告外，东盟等区域组织还可以提交集体普遍定期审议。这样做可能使东盟成员

547.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 At A Glance (2019) 

548. ibid 

549. Henning Borchers ‘ASEAN’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s a regional 

peacekeeping force?’ (2014) ASEAS – Austri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7(1), 5-20 

550. ibid 

551.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UPR, see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uprmain.aspx 

 



国有机会共同监测该区域健康环境权方面的进展，并在履行承诺方面相互支持。其还可以从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的技术和协调支持中受益，以促进和保护人权。552 

3. 东盟成员国可以支持当前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承认这一权利的呼吁，从而在国际舞台

上捍卫对健康环境权的承认。这可以通过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发表联合声明，以及起草和支持联

合国大会有关健康环境权的各种程序性和实质性内容的决议来进一步补充。 

结论 

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其他人强调了世界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和其他措施作

出坚定承诺，承认健康环境权的可能性。 迄今为止，已有 150 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在其国家系

统中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 

东盟成员国近年来的经验是，现有的法律和体制框架不足以应付现今面临的环境挑战。诸

如水底塑料废弃物、跨境空气污染和因过度使用农业杀虫剂而造成的土壤污染等问题，是任何

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其不仅是对环境的共同威胁，也是对人民健康和福祉的共同

威胁。虽然国家的努力恰恰突出了其所需的共同反应，但它们不太可能仅靠自己获得成功。 

当前各种良好实践值得称赞，但还远远不够。要使当今不公正和不可持续的社会向健康的

地球转型，使人权得到普遍尊重、保护和实现，就需要采取不同规模的更大行动。支持和实现

可持续性与司法正义的法律创新确实是可能的，并且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意外的冲击，例如新冠疫病大流行表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采取全球集体行动

来实现变革。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剧破坏自然和安全气候的行为模式，而应寻求机会从这个动荡

时期汲取教训。有助于加强韧性和造福今世的人类和未来的儿童、青年和其它生物的良好生活

质量的法律体系将是这一变革的核心。 

为了寻求一个清洁、绿色和繁荣的未来，东盟共同体将需要为其会员国提供更高水平的协

调和支持。确保人与地方社区享有人类世代健康环境的权利，维护东南亚人与自然的集体福祉，

并确保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想的“我们期待的未来”成为每个人的现实。 

552.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OHCHR, see https://www.ohchr.org/EN/pages/home.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