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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憲章 

序⾔ 

我們正處於地球史上的關鍵時刻，⼈類必須對其未來做出選擇。當世界變得越來越相互倚賴且
⽇益脆弱之時，未來既充滿困頓、⼜充滿無限希望。展望前⽅，我們必須體認，在豐盛多姿的⽂化和
各種⽣命形態當中，世⼈同屬於⼀個⼈類⼤家庭、同居在⼀個地球社區裡，並且擁有共同的命運。
我們必須團結合作，開創⼀個以尊重⾃然、普世⼈權、經濟公義以及和平⽂化為根基的永續性全球
社會。為此，我們地球公⺠有必要在此明確宣告我們對彼此的責任、對更廣⼤⽣命群體的責任，以
及對未來世代的責任。 

 

地球，我們的家園 

⼈類是瀚浩且持續演化的宇宙中的⼀份⼦。⽽我們的家園地球，因具有獨特的⽣命群體⽽⽣機
盎然。⼤⾃然的⼒量使⽣存成為⼀場既嚴苛⼜混沌不定的冒險，但地球本⾝提供了⽣命演化的
必備條件。⽣命群體的恢復⼒和⼈類⽣活的福祉， 取決於整個⽣命圈的健全，包含各種⽣態系
統、豐富多樣的動植物、肥沃的⼟壤、純淨的⽔與清新的空氣。全球的環境及其有限的資源是
所有⼈共同的關懷；⽽維護地球的⽣命⼒、多樣性與美麗，則是⼀項神聖的託付。 

 

全球的現況 

當今主流的⽣產和消費模式，導致環境破壞、資源枯竭以及⼤規模的物種滅絕。社區的功能被
⼤幅削弱。發展的利益未能平等共享，促使貧富差距⽇益擴⼤。不公義、貧窮、無知與暴⼒衝
突四處蔓延，成為重⼤苦難的根源。前所未⾒的⼈⼝暴增，使得⽣態體系和社會體系都不堪負
荷。全球安全的根基正逐漸動搖。這些趨勢看似充滿危險–但並⾮無可避免。 

 

未來的挑戰 

選擇權操在我們⼿中：建⽴全球伙伴關係，共同守護地球並照顧彼此，否則便要承擔⼈類摧毀
⾃⼰以及繽紛萬物的⾵險。我們的價值觀念、組織架構和⽣活⽅式都須要有根本性的改變。我
們也必須體認到，當基本的需求得到滿⾜之後，⼈類的發展應該著眼於豐富⽣命內涵，⽽不是
擁有更多物質。我們所擁有的知識與技術⾜以提供所有⼈的⽣活需求，同時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全球公⺠社會的崛起，亦將成為建⽴⺠主與⼈道世界的契機。我們在環境、經濟、政治、社會
和⼼靈各⽅⾯所⾯臨的挑戰是彼此相關的，因此只要我們團結⼀致，中能找出共榮互惠的解決
之道。 

 

普世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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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這樣的理想，我們必須決定以⼀種普世性的責任感來⽣活，同時認同整個地球共同體與
⾃⼰的在地社群。我們既是各個國家的公⺠，也是同⼀世界的公⺠。每個⼈都對⼈類⼤家庭和
更廣⼤的⽣物世界當前與未來的福祉負有責任。當我們以尊重⽣命奧秘的態度⽣活，對⽣命的
恩賜充滿感恩，並以謙卑的精神看待⼈類在⼤⾃然中的地位，便能強化⼈類的團結合作以及與
所有⽣命的親裔關係。 

 

我們迫切需要⼀個全⼈類共享的願景，為這個正在浮現的世界社群提供基本的價值觀念。因此，
在期盼中我們訂⽴下列相互依存的基本原則，是邁向永續⽣活⽅式的共同守則，以此作為引導並評
估所有個⼈、機構、企業、政府和跨國組織的⾏為的共同標準。 

 

條⽂ 

地球憲章──永續未來所需之價值觀與原則 

⼀、尊重⽣命看顧⼤地 

1. 尊重地球和豐富多樣的所有⽣命 

a、 體認到所有的⽣命相互依存，不論是否對⼈類有⽤，每⼀種⽣命形式都有其存在價值。 
b、 確信所有⼈具有天賦的尊嚴，並且⼈性中具有智性、藝術、倫理和靈性的潛能。 

2. 以了解、 憐憫和愛⼼關顧⽣命共同體 

a、 接受⼈類既然有權擁有、管理及使⽤⾃然資源，也必須承擔義務，阻⽌環境受害、保護⼈
們的權利。 

b、 確信隨著⾃由、知識和權⼒的增⻑，促進公眾利益的責任也隨之提升。 
3. 建⽴公義、共享、永續與和平的⺠主社會 

a、 確保⼈權與基本⾃由在所有形式的社群皆能獲得保障，使⼈⼈有機會發揮全部潛⼒。 
b、 促進社會公義和經濟公平，使所有⼈在負起⽣態責任的前提下，能夠擁有具安全⽽有意義

的⽣活。 
4. 為當代和未來世代確保地球的豐盛和美麗 

a、 體認到每⼀個世代的⾏動⾃由應以不影響未來世代的需求為限。 
b、 傳承後代⾜以維繫⼈類與⽣態社群⻑久興盛繁衍的價值觀、傳統與機構制度。 
為要實現上列四⼤項承諾，我們需要做到： 

 

⼆、⽣態完整性 

5. 保護與恢復地球⽣態系統的完整性，特別關注⽣物多樣性和維繫⽣命的⾃然過程 

a、 廣泛採⽤永續發展的計畫和規範，使環境保育和復育成為所有開發提案的基本要素。 
b、 建⽴並維護⽣態上重要的⾃然保留區，包含荒地與海域等，以維護地球的維⽣系統、維持

⽣物多樣性，並保存我們的⾃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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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促進瀕危物種的復育和瀕危⽣態系的修復。 
d、 控制與消除對本⼟⽣物與環境有害的外來物種或基因改造品種，並防範這類⽣物的引⼊。 
e、 明智管理可再⽣資源如⽔、⼟壤、林產和海洋⽣物的使⽤，不得超過再⽣速度，以保障⽣

態系的健全。 
f、 謹慎管理對於不可再⽣資源如礦產及⽯化燃料的開採和使⽤，儘可能減低耗損量，同時避

免對環境造成傷害。 
6. 避免傷害是環境保護的最佳途徑，當知識有限時，寧採謹慎的預防性措施 

a、 積極採取⾏動防範環境受到嚴重或不可逆的破壞，即使科學知識無法做出定論的時候亦然。 
b、 由辯稱新提案不會對環境造成顯著危害的⼈承擔舉證責任，並由責任⽅對環境破壞負責。 
c、 確保決策過程顧慮到⼈類活動所造成之累積性、⻑期性、間接性、遠距性及全球性的影響。 
d、 防⽌任何形式的環境污染，不容許放射性、毒性或其他有害物質累積。 
e、 避免從事危害環境的軍事活動。 

7. 採⽤可保障地球再⽣能⼒、⼈權和社群福祉的⽣產、消費與繁衍⽅式 

a、 對於⽣產與消費過程中所需的物質，盡可能減⽤、再⽤及再⽣，同時確保最終殘餘的廢棄
物可被⽣態系吸收。 

b、 能源的使⽤需有所節制且有效率，並盡量偏重使⽤可再⽣能源，如太陽能和⾵⼒。 
c、 促進對環境無害的科技研究發展、運⽤及公平轉移。 
d、 商品與服務的售價應包含環境與社會成本，並確保消費者可以識別出符合社會及環境最⾼

標準的產品。 
e、 確保⼈⼈皆能享有可促進⽣育健康和負責任⽣育的健康照護。 
f、 採取在有限的世界中維持⽣活品質和物質充⾜的⽣活⽅式。 

8. 推展⽣態永續性的研究，並促進既有知識的公開交流和廣泛應⽤ 

a、 ⽀持國際間有關永續議題的科學及技術合作，尤其關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b、 認可並保存所有⽂化中對環境保護和⼈類福址有益的傳統知識與⼼靈智慧。 
c、 確保對⼈類健康和環境保護⾄關重要的資訊，包括基因資訊在內，皆為公眾所知悉或利⽤。 

 

三、 社會正義經濟公平 

9. 視消除貧窮為倫理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必要任務 

a、 明智的分配國內及國際資源，保障⼈們取得飲⽤⽔、乾淨的空氣、安全的⻝物、無污染的
⼠地、住家和安全的衛⽣設施的權利。 

b、 賦予每個⼈享有教育和資源的權利，以保障其擁有可持續的⽣計，並對那些無法⾃⼒更⽣
者提供社會保障及安全網絡⽀援。 

c、 體恤被忽略的、保護脆弱的、扶持受苦的，幫助他們發展⾃我潛能並追求他們的⺫標。 

10. 確保各層級的經濟活動和機構以平等和永續的⽅式來推動⼈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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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促進各國境內以及國際間財富的平均分配。 
b、 提升發展中國家之智識、⾦融、技術及社會資源，並減輕其沉重的國際債務。 
c、 確保所有形式的貿易皆⽀持永續的資源利⽤、環境保護和進步的勞⼯福利標準。 
d、 要求跨國企業和國際⾦融機構涉及公眾利益的任何⾏動必須公開透明，並要求他們承擔其

活動的後果。 
11. 確保性別平等與平權成為永續發展的先決條件，並確保⼈⼈皆擁有接受教育、醫療照顧、及經

濟機會等權利。 

a、 保障婦⼥和⼥童的⼈權，終⽌所有對她們的暴⼒。 
b、 促進婦⼥積極參與在經濟、政治、公⺠、社會和⽂化⽣活的各個層⾯，做為完整⽽平等的

伙伴、決策者、領導者和受益者。 
c、 強化家庭功能，確保家庭中所有成員得到安全和愛的滋養。 

12. 屏除歧視，堅持⼈⼈皆有權享受安穩的⾃然及社會環境，以利⼈類尊嚴、⾝體健康及⼼靈福祉，

尤其關注原住⺠和少數⺠族的權利。 

a、 消除所有形式的歧視，包括基於種族、膚⾊、性別、性傾向、宗教、語⾔，以及源⾃國籍、
族裔或社會背景的歧視。 

b、 確保原住⺠族保有對其⼼靈、知識、⼠地和資源的主權，以及為達到永續⽣計之相關習俗
等所擁有的權利。 

c、 尊重並⽀持我們社群裡的⻘年，使他們發揮所⻑，成為社會邁向永續的關鍵⾓⾊。 
d、 保護與修復那些具有重要價值的⽂化地景與精神聖地。 

 

四、 ⺠主、⾮暴⼒、和平 

13. 加強各層級的⺠主機制，建⽴透明⽽負責任的治理、廣納參與的意⾒決策，並享有公正的司法

保障。 

a、 堅持每個⼈都有權針對可能影響到他們、或他們所關⼼的環境事務或開發計劃，要求取得
明確⽽及時的資訊。 

b、 ⽀持在地的、區域性及全球性的公⺠社會，並促使所有感興趣的個⼈及組織皆能實質參與
在意⾒決策過程。 

c、 保障意⾒表達的⾃由，以及和平的集會、結社與異議的權利。 
d、 建⽴實質有效的⾏政管道與獨⽴的司法程序，包括制訂對環境破壞與威脅之補償與糾正措

施。 
e、 消除所有公共與私⼈機構中的貪污腐敗。 
f、 強化在的社群，使他們成為環境的看顧者，並將環境職責託付給最能有效執⾏的各級政府。 

14. 將達到永續⽣活⽅式所需的知識、價值和技巧，整合進⼊正規教育和終⽣學習的領域。 

a、 提供所有⼈受教育的機會，尤其是兒童和⻘少年，培養他們能夠對於永續發展有積極貢獻。 
b、 提升藝術、⼈⽂與科學在永續教育領域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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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增進⼤眾傳播媒體在提昇⽣態意識及社會挑戰所扮演的⾓⾊。 
d、 確認道德與⼼靈教育對於永續⽣活之重要性。 

15. 以尊重和關懷對待所有⽣命體。 

a、 禁⽌殘酷對待⽣活在⼈類社會中的動物，保護牠們免於受苦。 
b、 保護野⽣動物不受極度、⻑時間的或不必要痛苦的狩獵、設陷及漁撈⽅式之害。 
c、 避免或盡可能排除獵取或破害⾮⺫標性物種。 

16. 推動包容、⾮暴⼒、與和平的⽂化。 

a、 ⿎勵並⽀持所有⼈⺠之間，國家內部與國際間的相互了解、團結、與合作。 
b、 實施可預防暴⼒衝突的整全性策略，並以合作問題解決的⽅式來處理及化解環境衝突及其

他紛爭。 
c、 將國家安全系統的武裝降⾄不挑釁的防衛狀態，並將軍事資源轉移到包含⽣態復育等和平

⽤途。 
d、 消除核武、⽣物及毒性武器，以及所有造成⼤規模毀滅的武器。 
e、 確保對軌道太空與外太空的利⽤旨在促進環境保護與世界和平。 
f、 體認和平是⼀個整體，來⾃於每個⼈與⾃已、他⼈、其他⽂化、其他⽣命、地球，以及這

⼀切所依存的更⼤體系間所形成的正確關係。 
 

迎向未來 

⼈類共同的命運召喚我們去尋求⼀個新的開始，這個史無前例的改⾰正是地球憲章條⽂所允諾
的。為了實現這個諾⾔，我們必須⾝體⼒⾏去接納並推動地球憲章所揭⽰的價值觀和⺫標。 

這項改⾰仰賴思想和⼼性的轉變，需要對於全球相互依存以及普世責任具有新的體認。我們必
須發揮想像⼒，開拓出能在本地、本國、區域及全球實踐永續⽣活的願景。⽂化多樣性是我們寶貴
的資產，⽽不同的⽂化將以其獨特⽅式各⾃體現這個願景。我們必須再深化並擴展先前促成地球憲
章的全球對話機制，因為在共同合作尋求真理和智慧的過程中，我們還有許多功課可以學習。 

⽣命經常在重要的價值觀之間產⽣衝突，這意味著困難的抉擇。然⽽，我們必須尋求能整全多
元的和諧，在⾏使⾃由權的同時顧及公眾利益，在追求短期⺫標時不忘⻑程宗旨。每個⼈、每個家
庭、每個組織和社群都有各⾃所扮演的重要⾓⾊。藝術、科學、宗教、教育機構、媒體、企業界、
⾮政府組織和政府機關，都要發揮創造性的領導作⽤。政府、公⺠社會與企業三者間的夥伴關係，
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礎。 

為了建⽴⼀個永續的全球社群，世界各國都必須重新履⾏對聯合國的承諾，在既有的國際公約
下達成應盡的義務，並⽀持將地球憲章的條⽂的落實為具有約束性的國際法，成為規範環境與發展
的有效⼯具。 

願我們的時代能因為對尊重⽣命的覺醒、對達成永續性的決⼼、積極追求公義和平的努⼒、以
及對⽣命的歡樂頌揚，為後世所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