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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結語 
 

壹、研究結果摘要 
 

國家：焚化風險/污染的推動者與監督者 
 
本研究回顧台灣垃圾處理政策的歷史，發現國家早在民國 73 年首度提出的

垃圾處理政策（《都市垃圾處理方案》）中就決定以「焚化法」作為台灣主要垃圾

處理方式。台灣當時並沒有建造、操作焚化爐的能力，所以國家計畫以打造本土

焚化產業的方式來達到「自給自足」，避免受制於外國技術與資本。因此，「焚化

爐」不僅國家用以終結垃圾大戰問題的重要環境政策，也是國家要極力扶植的環

保產業。 
為了達到「解決垃圾問題」與「培植國內焚化爐產業」兩個目標，國家設

計了一整套推動焚化爐的「制度」，一方面給予廠商各種優惠、補貼、保障利潤

的長期合約並以招標規定與契約保障國內廠商能順利學得國外技術；另一方面，

以「中央給錢、地方找地」的權責劃分原則搭配回饋金、公權力、民有民營模式

三個機制來排除焚化爐所在地居民的反對與抗爭。 
在「焚化論述的建構」方面，本研究發現中央政府要推動焚化爐興建計畫

時並未大費周章地宣傳焚化爐的好處，基本上只在三個「管道」上著力：（1）在
推動焚化政策的方案中說明焚化爐的各種好處，（2）協助地方政府對預定興建焚
化爐的地區作宣傳工作，不過並沒有一套固定的宣傳模式，大致上不脫印製平面

宣傳品、播放電視廣告、安排當地居民參觀已運轉的焚化爐三種方式，（3）行政

首長在新聞媒體上宣示要全面推動焚化爐以解決垃圾夢魘。 
前面兩種管道，均詳細介紹焚化的好處（減量化、安定化、衛生/無害化、

資源回收、占地小、台灣垃圾適於焚化、焚化是先進國家主要垃圾處理方法），

但從未提及焚化爐有製造重大污染的疑慮，甚至將「可有效控制二次公害」列為

焚化爐的「優點」之一，將焚化爐所製造的世紀之毒——戴奧辛——當作不存在。

等到環保團體提出國外經驗或科學證據來批判國家的焚化爐政策時，國家才開始

啟動其「焚化風險管理」的論述和配套措施。此時的「焚化論述」主要出現在新

聞報導中，藉媒體的建構力量與宣傳力量來安撫社會大眾的恐慌。本研究發現，

在「焚化風險/污染」揭露的新聞中充斥著國家的「風險管理」詮釋框架；國家

以「積極改善」、「配套措施」，以及以科學/技術和管制標準打造出的「安全保證」
來為焚化爐的正當性和安全性背書，把議題導向「如何補救問題」而非「是否還

要繼續接受污染」。 
國家為了推動焚化爐，不斷檢討問題、提出新制度、透過大眾媒體捍衛焚

化爐的正當性，但在「焚化風險」的「管理」方面，早期卻毫無規劃與配套措施。 
在管末「污染防制」的空氣污染方面，《廢棄物焚化爐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於民國 81 年頒佈，但竟將世紀之毒—戴奧辛當作不存在，未將其納入管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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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國 86 年，大型爐的焚化爐戴奧辛排放標準才訂出（當時國內第一座焚化爐

（內湖廠）已運作了六年），竟又給予（民國 86 年之前核准興建的焚化廠）長達

四年的緩衝期；小型爐的戴奧辛排放標準更遲至民國 89 年才訂定，緩衝期長達

三年（日處理量 96公噸以上）～四年（日處理量 96公噸以下）。 
焚化所產生的劇毒飛灰，必須固化處理，國家竟修法准許飛灰和底灰混合

後作為掩埋場的覆土，甚至還獎勵民間投入灰渣再生計畫，要將灰渣再製成日常

生活中的底材，將看不見的污染釋放到大自然。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國家為使焚化政策可以順利推動，設計了一整套的

制度辦法，提供國內焚化爐廠商、地方政府、焚化爐所在地的居民三方經濟上的

誘因，並以招標、契約等工具來促成國外焚化技術的轉移，以求焚化爐能順利在

台灣落地生根。但在移植國外興建、操作技術的同時，國家並未把「焚化風險管

理」的制度（例如，垃圾進廠前先進行分類回收、管制戴奧辛及其它有害物質排

放）也一併移植過來，亦未考慮台灣本土的特殊性——台灣垃圾和歐美垃圾成分

差亦很大，湯湯水水的廚餘含量很高，易造成溫度下降，有增加戴奧辛生成的疑

慮——使得台灣焚化爐的危害比按原先設計值所計算出來的量還要大很多。 
在國家推動焚化爐的「說法」方面，其實國家並未大張旗鼓、調動各種資

源來為焚化爐宣傳，但卻在論述中刻意隱瞞焚化爐製造嚴重污染的事實， 將焚
化爐塑造成一個乾淨、進步又環保（可以熱能回收）的科技，以圖鞏固其正當性，

避免反對與質疑。在國家的這 
種操作手法下——套用 Beck的說法——「風險」是「看不見的」、「不存在

的」。 
台灣政府這種崇拜外國技術發展、追求技術移植卻不好好移植配套措施，

對社會大眾隱瞞事實真相的作法，反而會造成更大的污染和傷害。身為 Beck「反
身性現代化」兩大要角的社會運動與媒體，如何看待/面對這個問題？以下摘要
本研究在社會運動與媒體再現部分的研究發現。 

 
民間社會對焚化風險的反省 

 
民國 88 年是台灣反焚化爐運動的重要轉捩點。在此之前，草根組織與專業

環保團體各自在全國/社區的層次上努力；草根組織在各地護衛家園，反對焚化

爐進駐，專業環保團體則在「焚化風險/污染的揭露」過程中扮演了很重要的角

色。 
民國 78 年台灣綠色和平組織兩度警告焚化爐會製造世紀之毒戴奧辛，民國

82 年新環境基金會更提出另類詮釋框架——「焚化爐是劇毒煉製爐」——來揭

穿國家「焚化爐最乾淨」的謊言，鼓吹更環保的替代方案（堆肥法）。環境品質

文教基金會三度在民國 88 年間（該年發生比利時乳品遭戴奧辛污染事件，造成

全球恐慌）操作焚化爐戴奧辛議題，在關鍵時刻以科學數據（研究報告）與司法

/政治壓力（進行公民訴訟行動）喚起媒體和台灣社會對焚化爐戴奧辛問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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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對國家推動焚化政策帶來莫大的壓力。 
民國 88 年夏天，看守台灣與綠色公民行動聯盟從國外引介一套反焚化的論

述並陸續提供給在地草根組織後，環保團體與在地組織之間的互動與連結慢慢緊

密起來。在全國性與地方性組織緊密互動、串聯的過程中，不僅共同發展出反焚

化論述的「在地版本」，更快速地壯大反焚化爐運動的影響力與政治實力，迫使

國家重新檢討焚化政策，改變官僚體系對垃圾處理的思考與規劃。 
仔細閱讀這套國外的反-專家的論述之後，人們了解到所謂焚化爐的「技術」

其實並不能解決垃圾問題，而是一種「把垃圾變成多種看不見的毒物」，「再用『科

學』保證它安全無虞」的邪惡障眼法。而在實際投入反焚化運動的過程中，人們

更實際見證到科學、技術的「權威」如何成為國家早期推銷焚化爐的好處、晚期

捍衛焚化爐的安全時揮舞的利器；在反美濃焚化爐的個案中，人們更見識到，在

中央/地方政府施政作為與焚化技術雙雙失去正當性之後，焚化利益的政經共生

體如何操弄法律、科學/技術與官僚體系特性來抗拒反對與改變。藉由對垃圾問

題的反省，台灣民間組織提出更安全、更環保的替代方案——「源頭減量」、「資

源/廚餘回收」，要求國家重新檢討這個已經過時的「既定政策」。 Beck以社會不

斷進行自我批判、自我對抗的反身性現代化來解決現代化所帶來的風險問題，反

焚化爐運動參與者/同情者在了解焚化爐、反思垃圾問題之後，提出了揚棄焚化

政策，改採其他替代方案的改革主張，那麼，被 Beck視為次政治的中心論壇、

被傳播學者視為社會變遷動力之一的媒體，又在台灣焚化政策爭議上扮演了何種

角色呢？以下是媒體再現部分的結果摘要。 
 

媒體在焚化風險/污染起始點上的表現 

 
根據 Beck的理論，焚化「風險」是一種源於人為決策的風險，當國家決定

要採用焚化爐作為台灣垃圾處理最主要方式的時候，就開啟了日後的焚化風險/
污染。台灣推動大型焚化爐的計畫始於民國 73 年，最後一個方案於民國 85 年公

布，至今仍不遺餘力在推動。從民間反對運動歷史的回顧中我們知道，從民國

78 年（當時為台灣綠色和平）開始就一直有環保團體提出警告，甚至表達反對

態度，民國 82 年新環境基金會更以「劇毒煉製爐」來稱呼焚化爐，要求環保署

長以回收、堆肥來取代焚化政策，不要再做焚化爐的薦客。民國 84 年國內首份

焚化爐戴奧辛排放報告出爐，證實焚化爐確實排放戴奧辛與其它毒物，鉻（有毒

重金屬）和戴奧辛的致癌風險更高於外國可接受值。 
一次又一次的警訊似乎未獲得媒體重視，也或者是媒體不願意在這議題上

去挑戰國家——中時、聯合兩報不曾在國家開啟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國家頒佈

新的焚化爐推動方案後半年內）提出批判、諫言，亦不曾在採訪焚化爐計畫/方
案的新聞旁提供焚化風險的相關訊息，提醒民眾焚化爐可能帶來的風險或污染，

甚至連在新聞中訪問反對者(反對焚化爐的草根組織或社運團體)的意見都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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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如。 
因此我們可以說，中時、聯合兩大報在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並未提供警

訊，主動揭露焚化爐可能帶來的風險/污染，而且顯然也沒有自我批判或學習的
能力——在報導過其它行動者（在此為環保團體）主動提出警告或有科學證據證

實焚化爐製造嚴重污染的新聞之後，媒體亦未在下一次報導國家推動焚化政策時

加入警告訊息。 

 
媒體在焚化風險/污染揭露上的表現 

 
由於媒體在風險決策點上缺乏預警的主動性，由其它行動者（多半為社運

團體、環保團體）主動揭露焚化風險/污染的事件的「告知」（inform）（多數不知

情的公眾）功能便顯得格外重要——而媒體卻又是這個影響「告知」層面狹或廣

的重要訊息管控者。 
本研究發現，媒體傾向以「兩面並陳、各說各話」的「衝突對立框架」來

報導「焚化風險/污染」的揭露，但兩報的「衝突對立」其實有明顯的程度之別；

聯合報在標題和新聞內文中不斷強調官方和民間團體說法的兩極化、沒有交集，

中時卻傾向以冷處理——「形式對立、但內容不強調對立」或甚至「一面倒」——

的方式來報導。 
不過，民間組織除了在主動發動議題、製造新聞事件的那一天得到「兩面

並陳」的媒體近用機會之外，幾乎無法在該事件後續的發展或政府官員隔日做出

回應的新聞報導中再次得到媒體近用機會——除非他們又發動新的新聞事件

（如，開公聽會、記者會）。相反地，國家（在此部分主要是中央政府）卻因為

報社佈線或媒體對官方消息來源的依賴等結構性的因素，輕鬆得到較多媒體近用

權，得以巧妙地利用科學研究的內部不確定性和外部權威、看似有科學和法律背

書的「安全保證」等機制，將議題引導至「風險管理」的詮釋框架，解除焚化政

策的正當性危機。 
 
媒體對反焚化「風險/污染」運動的再現 
 

在「反對焚化污染/風險運動」的媒體再現中，由於民間組織長期、持續地
進行組織動員向國家施壓，使得民間組織和國家這兩個行動者獲得媒體近用機會

的差距縮小，不似「焚化風險/污染揭露」部分相差懸殊。不過，「焚化風險/污染
揭露」的新聞得以在全國版的版面上出現，全台灣的讀者都有機會「被告知」，

但本研究所分析的美濃反焚化爐運動卻被完全擠壓在地方版，只有官員圖利廠商

被偵辦、起訴的新聞才上得了全國版——不過是「社會新聞版」。而這一類的「司

法新聞」著重在弊案的偵辦進展，對美濃焚化爐的爭議癥結，以及中央/地方政
府互踢皮球，最後集體卸責、為廠商護航的醜態少有著墨，非高屏地區的讀者將

無法了解到弊案背後整套「風險政治」的運作過程，不利於各地居民以此與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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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經驗對照，不利於各地居民之間的交流串聯，亦不利於社會輿論壓力的形成。 
在「反對行動」新聞中，行動發動者——居民或社運組織是最主要的消息

來源。本研究認為，運動者的正當性（行動理由）與訴求（關廠）能夠在相關報

導中扮演解釋理由的因果框架功能，主要是因為美濃在地運動團體（1）組織經

驗豐富，在地深耕多年，和地方記者保持良好的互動關係，（2）論述能力很強，

能夠提供記者夠多、夠快且具說服力的資訊津貼或現場的說法，故能在媒體場域

中獲得一定程度的再現，並穩當地奠定「反焚化爐」的「正當性」。 

值得注意的是，高雄縣政府在地方版新聞中的優勢地位。在「關廠問題」

新聞中，高雄縣政府利用在新聞媒體抨擊其它行政機關（環保署、美濃鎮公所）

與挑戰其權威者（美濃鎮民），而在焚化爐廠商、美濃鎮長、公所人員、縣府環

保局多位官員被起訴後，高雄縣政府獲得最多的新聞版面為自己辯護，媒體採用

的「人情框架」亦有助於爭取讀者對縣府官員的同情與相信。在長期的在地反焚

化爐抗爭中，社運團體與各級政府競爭在媒體上的發言權，而媒體的框架(如衝

突框架、垃圾何處去框架、對立面框架等)也或多或少在讀者觀看角度的層面上

發揮了影響力；另方面，在證實焚化爐確實排放世紀之毒戴奧辛、或證實焚化爐

排放量超過可容許的範圍、風險值過高的科學數字出爐時，媒體告知了相關訊

息，亦以少許特稿或社論提出新聞組織的看法。媒體對於焚化爐的問題抱持何種

看法？以下是垃圾問題社論的研究結果摘要。 

 

中時、聯合對垃圾政策和焚化爐議題的看法 

 

在討論垃圾問題的社論中，兩報均接受焚化是國家「既定政策」的事實，

以「肯定並催促興建」、「視為既定事實」、「討論如何排除焚化爐興建困難的問

題」、「信任科學/技術」等框架來支持「焚化爐是最佳方案」這個更高層的框架。

至於近年來環保團體用以取代焚化爐的「減量回收」政策則從頭到尾都被套上個

人實踐的道德化框架，不僅大大削弱減量回收政策「獨當一面」（不再需要焚化

爐）的能力，亦排除了國家在減量回收政策上應「規劃、確實執行」的責任。 
兩報的社論絕大多數都是應垃圾大戰而寫，只有聯合報有一篇社論討論焚

化爐的風險問題。這篇社論提出的解決之道是（1）以最嚴苛的標準、公開的溝
通過程來推動、監督焚化爐，（2）個人要在減量回收工作上身體力行。中國時報

則未針對焚化爐問題發表過任何社論。將上述結果拿來與媒體在「焚化風險/污
染」揭露上的媒體言論相比，會發現兩報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大致上也有固定的

框架（若不論地方版的社論的話）。中國時報很一貫地抱持「焚化是不得不然的

選擇」，所以要作好管制/公關工作的詮釋框架，聯合報則是一直強調源頭管制（減
量）的重要性，只可惜該報的言論並不認為源頭管制可以完全取代焚化，故在立

場上是採取「嚴格管制焚化爐+個人要作好源頭減量才是戴奧辛的治本之道」。不

過，這種一致性僅限於全國版（即專業環保記者路線）上的言論，從地方版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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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如，「焚化風險/污染」揭露中的地方版新聞、「反對焚化風險/污染」運動中
的高屏新聞）並無法歸納出類似的規則。 
 

媒體再現中的框架 

 
從第五章的媒體再現分析中我們發現媒體文本中存在著多種層次的框架

（可參見表 6-1），一般性框架是適用性最高的媒體框架，社運框架則是媒體在報
導社會運動行動或抗議陳情場面時經常使用的框架，而議題框架和報導事件本身

所屬的議題有著密切關係，社會上各個行動者用以進行詮釋框架鬥爭的框架就屬

於這一種，而這種框架底下還可能有其它框架在支撐著。例如，國家在焚化爐正

當性上所持的是風險管理框架，而這個框架底下還有積極改善、安全保證、配套

措施等次框架在共同支撐著。 
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詮釋框架可能來自消息來源，也可能來自媒體本身(記

者、編輯，甚至媒體所有者)。不同層次的框架，甚至互相衝突的框架都可能會

出現在同一則新聞中，呈現出一種多方並陳的形式，這也是記者明哲保身、避免

與消息來源交惡的方法。然而，當一則新聞中出現互相衝突的框架時，閱聽人接

受到的是各說各話、難以判斷的訊息，還是輕重有分的暗示，就要看記者、編輯

在安排這些框架時的操作與閱聽人自身的選擇了。 

 

表 6-1 媒體框架層次表 

框架階層 舉例 

一般性框架 衝突框架、人情框架、懷疑/釋疑框架 

社運報導框架 警力驅散框架、對立面框架 

議題框架 風險管理框架、「垃圾何處去」框架、「圖利罪打擊

公務員士氣」框架 

 

要特別注意的是，媒體「衝突框架」的雙面刃性格。我們在「焚化風險揭

露」部分的分析中發現，媒體的「衝突」框架凸顯了國家與環保團體在風險的科

學論述上的針鋒相對與「兩極化」僵局，最少有助於吸引讀者的注意力，讓「異

議論述」有出頭的機會；但「衝突框架」對「社會運動」的媒體再現卻不見得是

一個對社運有利的框架。在美濃反焚化爐運動的媒體再現分析中我們發現，當事

件發生的現場出現人際的、情緒或肢體的、非結構性的衝突時，媒體的「衝突框

架」便會如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地出現，搶走所有的注意力，掩蓋了非結構性

的衝突。這種如電視 SNG般的「表相/淺層再現」會排擠掉社運者原本要提出的

詮釋框架，對社會運動其實是很不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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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 Beck 風險社會理論的補充 

本研究發現，國家為了推動焚化爐政策，在硬體面從零開始催生一個「本

土焚化產業」，在軟體面也非常積極地不斷改良「推動制度」，讓焚化爐能夠順利

興建。但在焚化爐的「風險管理」層面，國家卻非常消極被動、不負責任，不僅

未落實焚化爐的「配套措施」，更在「論述」中將焚化爐塑造成一個非常乾淨、

完美的科技，刻意隱瞞焚化爐的「風險」。經歷環保團體多年來不斷發出警告、

提出科學證據證明焚化爐確實會產生世紀之毒與其它多種毒物之後，國家才開始

對焚化爐進行「風險管理」。但面對晚近台灣社會試圖徹底剷除焚化風險（「放棄

焚化爐，改採其它方式」）的訴求，國家卻百般推託，無能做出具體承諾或改變。 
在 Beck 理論中，製造風險的是躲在「非政治」（non-politics）的「私領域」

的「技術-經濟複合體」，國家/行政官僚體系/正統政治主要扮演的是「監督者」、
「管理者」的角色，但在台灣的焚化政策爭議中，國家不僅是顢頇、駑鈍的「監

督/管理者」，更是那個開啟潘朵拉盒子的決策者、是焚化「風險」的始作俑者。

國家這種「球員兼裁判」的雙重身份嚴重拖累了台灣社會對抗、終結焚化風險的

腳步。當台灣民間社會多次透過體制內（公聽會、立法院預算審查）、體制外（廢

棄物高峰會、陳情抗議）要求國家揚棄焚化政策，改採其它更環保、更安全的替

代方案時（資源回收、廚餘堆肥、源頭減量），行政體系卻無法做出適當反應，

只能屢屢以「既定政策」，或「再研究」、「會參考」、「已開始規劃」等搪塞之詞

回應。而在「再研究」、「會參考」、「已開始規劃」的過程中，一座座焚化爐已通

過審核、興建完成，開始至少二十年的運轉。 
從美濃小型焚化爐爭議的個案中我們發現，當焚化爐失去正當性、被民間

社會要求關閉時，國家（環保署、高雄縣政府）馬上要面對的是台灣焚化爐特殊

制度的問題。為推動焚化爐興建，國家以全額補助廠商興建費用的方式鼓勵設

置，但遇到爭議要協商關廠時，國家又說全額的興建補助無法轉作終止契約的賠

償金，因此沒有經費、也不應該（浪費納稅人的錢）關廠。其次，我們看到一座

製造污染、被民眾強力反對、關閉後不會發生垃圾大戰的焚化爐（高雄縣垃圾量

為現有焚化爐容量的二分之一）受到科學檢驗制度和法律的多重保護——抽檢

式、可操弄結果的戴奧辛檢測制度以及給予廠商多次改善機會的空污法規定——

但民眾的健康和環境權卻未得到保護。 
Beck 的風險社會理論有其歷史、社會的脈絡性，他主張「正統政治」已逐

漸失去影響力，我們正走向的是一種「雙重的」「政治的解除束縛」（unbinding of 
politics）——政治與非政治原有的界線已模糊，一方面是社會運動與公民組織已
形成一種新政治文化，擁有實質影響力，另一方面是「技術—經濟決策」無法再
躲在「非政治」的私領域隨心所欲，其「次政治」的身份被凸顯，必須接受公眾

的審視與監督。然而這樣的理論架構並不太適用於台灣的政治現實，用以分析台

灣的焚化政策爭議更顯得批判失去準頭，未切中癥結點。1台灣的「技術-經濟複
                                                 
1 Beck（1999）在後期的作品中強調全球各地各個「在地」都有屬於其自有的風險情境與風險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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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體」（例如半導體產業、石化業、焚化爐產業）一直和政黨、政治菁英之間保

持著密切的「關係」，而且更多時候這種「技術-經濟複合體」根本是國家刻意扶
植、栽培的——頭頂著拼經濟、產業火車頭的光環，是行政院、立法院都要想盡

辦法討好的對象，政治人物個個深怕自己變成擋路的「大石頭」，誰敢去提「監

督」、「管制」？ 
Beck 肯定社會運動的重要性，但著墨不多。本研究發現在反思焚化爐問題

的「自反性現代化」過程中，台灣的民間社會發展出了豐富的在地性論述，也提

出了他們認為比較好的垃圾處理方式——源頭管制（禁止無法回收再製的物品被

生產出來）、資源回收和廚餘堆肥。這幾種處理方式都不需要倚賴資本密集的「高

科技」技術，不需要在製造污染後再來推估污染有多嚴重，它仰賴的是「人的能

動性」——以整體、完善的制度設計和具體實踐、管理來處理垃圾的問題。對於

焚化爐的「風險」，他們所抱持的是一種「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
亦即一項新科技必須先證明自己不會帶來傷害才得以被使用，當我們無法確定它

會不會帶來傷害時，寧可不去用它。 
被 Beck賦予重責大任的媒體，在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顯然沒有發揮「預警」

的功能，在焚化風險/污染揭露時提供了極有限的空間讓環保團體發言(社運團體
必須藉由製造新聞事件或遇上議題發酵時間才有機會獲得媒體近用)，卻給予國
家這個焚化風險的始作俑者兼管理者很多機會推銷其「風險管理」的詮釋框架。

媒體(社論)原有的，對垃圾問題/焚化爐問題的看法亦在焚化風險/污染被揭露時

出現——中國時報認為焚化是「不得不然的選擇，必須做好管制和公關工作，以

化解民眾抗爭」，聯合報雖然提出較進步的「源頭管制才是治本之道」，但基本上

仍將之視為焚化爐的配套措施，而非與資源回收結合起來，可完全取代焚化爐的

替代方案。因此，仍選擇以「嚴格管制」來管理焚化爐。 
媒體再現在地團體長期對抗焚化風險/污染時，傾向將焚化爐的污染、傷害，

以及民間力量的展現(各種反抗焚化爐的動員與精采論述)擠壓在地方版的層
次，無法對其他將興建焚化爐的地區作出預警，亦無法幫助反焚化爐論述/知識

的傳播、台灣各地關心此議題的團體的交流，以及反焚化爐輿論的形成。 
 

參、國家、風險、環境運動與媒體 
 
由此看來，Beck 寄望的「次政治的中心論壇」(媒體)是個進入障礙有別的

論壇。由於媒體的佈線方式以及對官方消息的過分依賴(或者與官方消息來源的

過分友好)，長久以來掌有媒體近用優勢的國家——在本研究中作為焚化爐的催

生者與管理者——在焚化風險的論述中依舊享有絕對的優勢，只是「國家」這個

概念需要再區分成中央政府（環保署）、地方二級政府（縣市政府）和三級政府

（鄉鎮市公所）。在美濃反焚化爐的媒體再現中，高縣縣政府掌有最多的媒體優

勢，在詮釋框架的鬥爭中，不但成功地讓有利自己的詮釋框架贏得版面，甚至得

                                                                                                                                            
絡（轉引自周桂田，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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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攻擊敵對的政府單位（環保署、美濃鎮公所），也在官司纏訟的陰影下贏得「人

情框架」的同情。 
在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媒體並未提供足夠資訊與多元觀點來「預警」，或

者提供公民判斷、決策的依據，在環保團體開始質疑焚化爐安全性、地方抗爭四

起之後，媒體還是沒有改變（如，在新公布的焚化政策/計畫報導旁邊或後續，
提供不同的觀點、意見或對於焚化技術、焚化政策的深度報導），繼續當政策的

傳聲筒，可能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 
一是礙於截稿時間的壓力，記者沒有辦法再額外去訪問其它觀點（例如反

對焚化爐的環保團體、專家學者等）——假如他有心如此。二是記者（跑環保署

/省環保處-路線記者）為保持與消息來源（環保署/省環保處）的友好關係，選擇
看似「中立客觀」的報導方式，有什麼報什麼，不蔓生枝節以免遭到消息來源刻

意封殺。第三種可能是記者（跑環保署/省環保處-路線記者或編輯）並不認為自

己應該扮演主動示警的角色，第四種可能是記者本身也對焚化爐政策持贊成、支

持的態度，第五種可能是記者覺得焚化風險不確定性太高，沒有新聞價值，第六

種是記者寫了稿卻不被編輯採用，或只被採用部分。 
以上這幾種可能牽涉到記者和編輯對於媒體專業意理的選擇、對於環境（焚

化爐）議題的判斷，對於環境/爭議/風險新聞的重視與認知，以及對於客觀限制
的接受度。 

事實上，編輯台對於「環境新聞」的「想法」與取捨，以及記者本身專業

意理的選擇，都無法排除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根據邱育慈（民 91）的採訪與
觀察，環境新聞是西歐國家頭版的常客，而且幾乎都是由經驗豐富、嫻熟各種議

題、具有科學專業背景的記者出任，和國內成為「新手」上線的第一站成為強烈

的對比。 
事實上，在民國七０年代，環境新聞也曾是新聞媒體的寵兒。民國七十年

代，台灣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反公害、反污染性產業的環境運動（如反鹿港杜

邦、反五輕、反六輕、反核四，以及各地反公害的自力救濟事件）受到社會大眾

矚目，環境事件成為當時大眾媒體的寵兒。謝瀛春（民 77）指出，在台灣社會，
環境新聞炙手可熱的原因有二： 

 
一、台灣近年來經濟型態急速改變的典型病徵紛紛出現，加上社會、政治急速變

遷，使人們對自己權益逐漸重視，而政府的行政措施、法規，乃至各階層人員的

觀念普遍跟不上快速變遷的社會需求，遂出現了越演越烈的自力救濟事件。 
 
二、政經及各類新聞的記者介入。這其中有各報競爭的原因，也有記者立場所致

（有些記者主觀認定自己在新聞報導中可扮演社會改造、促進者的角色） 
 
根據上面兩點，我們可以說，當時環境（污染/抗爭）新聞能贏得重要新聞版

面，一方面是反映劇烈的社會變遷，一方面是與新聞工作者本身選擇的專業意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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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當時有很多記者選擇「鼓吹者」的角色，甚至直接參與社會運動。在此，

我們可以注意到，當時台灣的環境污染/風險報導和「民眾抗爭、社會運動」經
常是扣連在一起的，《新聞鏡週刊》第十二期就曾指出，媒體在處理中油、五輕

等議題時，「往往將重點置於抗爭場面」（許哲彥，民 77：43-45）。 
隨著解嚴、報禁開放，台灣社會急速變遷，中時、聯合兩大報和國家的關係

由「侍從」變為「夥伴」2，也由於言論自由較開放，兩報基於商業利潤考量開

始淡化政治立場，釋放空間給民間社會，使得官方獨大，民間消音的狀況逐漸改

善的。在這段時間，我們缺乏環保記者/編輯的專業意理研究、編輯/記者對於環
境相關新聞的認知研究，但已知的是，「全國/地方分版」對環境議題的切割與貶

抑。許傳陽（民 81）、林斯凱（民 91）的研究均指出，全國/地方分版的結構將
地方性的環境污染或環境運動/抗爭壓縮在地方版，大大減損環境議題的可見

度，或者以議題切割的方式，選擇性地各自在全國版/地方版呈現某些面向、觀
點。在本研究的美濃個案分析中亦發現類似的結果。 
雖然「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政策早在民國 73 年就制訂，但由於種種原因

延宕多年，直到民國 81 年內湖焚化爐才完工，多座焚化爐在民國八０年代中末

期才開始興建。民國七０年代各種反公害、反污染的自力救濟事件在各地爆發

時，焚化爐並非當時主要的公害，因此並未趕上這列環境污染新聞熱潮，另一方

面，反對「非衛生掩埋」、製造嚴重污染的垃圾掩埋場則是當時一大重點，甚至

延續到八０年代中期，造成台灣社會對於「垃圾大戰」的恐懼。檢視中時、聯合

對於焚化爐議題的報導，會發現兩報其實都有各自的看法與判斷，中時認為是「不

得不然的選擇」，必須作好管制「公關」；聯合報較中國時報重視焚化爐的風險/
傷害，但仍以「最嚴格的標準」加上「個人源頭減量的道德勸說」來面對，不願

接受民間社會「不要焚化爐是可能的」的觀點。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垃圾大戰」

的陰影對於記者或編輯的影響有多大，美濃個案中的「垃圾何處去」框架是另一

證據。事實上，垃圾大戰是由於過去欠缺規劃、隨意傾倒垃圾引起的，行政單位

若要等事到臨頭才來處理，當然會發生垃圾無處去的問題，另方面，蓋焚化爐可

以處理解決垃圾大戰的論述也是被「建構」出來的，因為興建焚化爐需要好幾年

的時間，根本無法解決燃眉之急。 
由於戴奧辛這種致癌物質不同於化學毒物污染，不會馬上致命或造成慘重傷

亡，而是一種健康「風險」，所以在環境議題中較容易受到忽視——因為在我們

的生活世界中，有毒、致癌的物質太多了，若要每一樣都斤斤計較，可能真的無

所立足於天地之間了。因此，焚化帶來的健康風險的「不確定性」、「延遲性」和

「普遍性」使得「焚化爐問題/危害」這個問題經常在記者或編輯的判斷下出局3。 

假使記者或編輯接受了「預警原則」的觀點、Beck 對風險「可接受數值」

的破解、或者抱持著「尊重生命」、愛護生態系的態度，就會重視所謂的「風險」

議題，因為他們會認知到不確定的人體健康風險其實是確實的環境污染，是確實

                                                 
2 關於「侍從報業」，請參見林麗雲（民 89）。 
3 訪談（200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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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物代代相傳」，把高劑量、可怕病痛留給後代子孫，是確實的欠缺環境正

義（由弱勢者來受苦），而我們實際上是有權力、有機會選擇不要冒險的。若對

報導「環境風險」抱持著這樣的態度，那客觀的限制其實是有辦法改善的。 
在環境新聞品質的加強上，邱育慈（民 91）歸納出：比較思考、化繁為簡

（為讀者轉譯難懂的科學知識）、妥善包裝（吸引編輯、讀者興趣）、多元觀點切

入，以及長期準備、多給予調查報導空間，降低零星、片段、即時資訊的比例、

培育人才等建議。邱育慈認為，跨線採訪、跨領域報導，加強中央與地方、記者

與編譯、記者與編輯、各個組別路線之間的聯繫與合作，在路線劃分上增加彈性，

必要時容許以事件、議題來機動劃分任務，「而非死板地依照採訪單位、地理轄

區來零碎切割本應多方關照的新聞，如此才能從經濟、社會政治等多角度來切入

環境議題。此外，多吸收國外第一手資訊，勿被路線侷限（環境科學新聞具高度

跨國共通性與相關性），放眼亞太領域，以「生態系觀念」為思考主軸，完整顧

及環境變化對生物的影響。 
 
面對有知識門檻、又具高度不確定性的科技/環境風險時，媒體應如何報導

(甚或提出建議)？除了給予反對者/可能受害者/社會運動團體更多的媒體近用機

會之外，媒體工作者社群應該嘗試在此議題上廣納各方意見、進行充分討論，整

理出一些原則，甚至凝聚出一些共識，讓媒體在風險議題上的表現可以更好、更

貼近社會/閱聽人/風險可能受害者的需求。 
在反思「風險」的過程中，我們了解到科學的不確定性。面對焚化爐這一

類的科技/環境風險，社會運動提出了「預警原則」來因應。媒體對科學的再現

其實是另一個發展已久的傳播研究主題，在科技風險無所不在又難以防範、專家

與反專家常互不同意、難以得到共識的現代社會，媒體如何看待科學、對各種科

學研究/專家發言的採信標準為何，是否不再將科學奉為真理、道路，是否提出

其它更應優先追求、維護的價值(如預警原則不迷信科學進步、以弱勢者(如環
境、環境難民)/未來世代和所有人的健康、福祉為優先考量) ，對媒體在焚化政
策爭議上的表現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Beck 的反身性現代化企圖超越批判學派
提出既定標準的限制，以「不斷地自我對抗、自我省思」來促進社會變遷，讓社

會變得更好；他認為媒體也應以不斷自我批判來學習、成長。 
本土社會學者朱元鴻（民 84）曾提出「專業能力」——即有「能力」提供

公眾所需了解的科技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脈絡——來作為媒體（工作者）

在風險議題上的施力點。本土傳播學者馮建三（民 84）也提出「另類科技新

聞」——揭示資本主義下近代科技知識之不理性成分、無法擺脫之特定政商軍事

甚至大學等科學社群利益之限制，探討科技為何帶來新的社會問題，應是科技本

身必須負責，還是產生科技的社會條件和社會關係必須負責等問題——作為值得

新聞編採人員去開拓的另類空間。 
如何評估一項新科技？如何面對我們「已知」與「已知未知」的知識與風

險？媒體這扇通往世界之窗在我們不經意時早已影響了我們的視角與觀感。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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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呈現風險議題、如何為社會把關的課題，也許就從媒體工作者這個以傾聽

他人聲音為工作的社群，傾聽來自社會各處的聲音(特別是來自底層與邊緣的聲

音)，然後充分討論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