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識 

     

人與自然的互動歷程，亦是「社會」與「環境」二系統間的「交換」

過程，當交換關係演變成剝削（exploitation）而非共生（symbiosis）時，

此種「負交換」之結果，將衍生成人對自然的「環境剝削」，再進而複製為

人對人的「社會剝削」（王俊秀，1999：179），亦即人類影響與改變自然環

境時，它將回過頭來影響人類社會，此演變過程最明顯的現象，莫過於多

數有毒廢棄物處理場不公平分布於邊陲地區及弱勢族群居住的社區時，環

境剝削加上社會剝削之結合，乃將環境不正義之議題凸顯出來。 

 

環境正義運動起源於美國聯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Unti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於 1987 年發表一份「有毒廢

棄物與種族」的研究報告，揭露美國境內少數民族社區，長期以來不成比

例地被選為有毒廢棄物的最終處理地點，引發少數民族社區、環境學者及

環保運動者一連串的質疑與震驚，逐漸使公平正義在環境政策議題中被正

視（李永展、何紀芳，1999：92-93；吳釧瑜，2004：2）。因此「環境正義

」之議題所強調的是不同文化、地域、種族、社經地位之人群均享有安全

、健康及永續性環境之權利（彭國棟，1999：6），其基本主張（紀駿傑，

1997a：78-79）包括少數民族及弱勢團體在內，皆有免於遭受環境迫害的

自由，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資源的永續利用以提昇人民的生活品質，使

每個人及社會群體對自然環境均有平等的享用權，並以追求「分配」及「

程序」的正義為其精神所在
1。 

 

基本上，環境正義所欲關注係環境因素而引發之社會不正義，尤其關

乎強勢與弱勢團體間不對等關係之議題，不論是透過實質正義或程序正義

原則來檢視，社會上資本家等強勢團體均無法自圓將擴張生產後產生之廢

                                                 
1 劉阿榮、石慧瑩（1994：37-38；1999：37-38）將正義區分為「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
）」及「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二種。前者係指在形式、過程上符合公平正當的

原則；而後者則指資源、福利各方面是否符合公平的分配，故亦稱「分配正義」或「社會

正義」。另 Bullard（1996:495）指出：「分配正義包含的原則是所有的人或社區都被賦予相

同的權力以面對環境保護、大眾保健的法則與規定」；而 Lake（1996）則針對程序正義指

出：「對於產生環境危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的選址（

siting）之決策制定過程，人民可以充分地發出聲音以表達意見」（轉引自葉名森，200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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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棄置於無能力應付污染問題的弱勢族群家園（紀駿傑、王俊秀，1998

：88），使其蒙受環境風險不公平分配及剝削問題。 

     

前揭現象從台灣最近半個世紀觀之，政府各項施政措施莫不以促進經

濟成長為國家發展之主軸，自 1970 年代之十大建設推動以來，經濟快速成

長，產業升級，工商業蓬勃發展之結果，卻製造大量的事業廢棄物2，而該

廢棄物伴隨著各行業的不同，與過去農業社會所產生的垃圾相較，其數量

不僅龐大，組成亦日趨複雜3。由於科技日新月異，生產技術及產能不斷之

提昇，傳統大量事業廢棄物均由事業機構自行或委託民間代清除或處理業

者處理，因法令（廢棄物清理法）對違規處理者處罰過輕，及環境管理機

制無力預防下，致使廢棄物常以兩種方式被處置，一種是以「眼不見為淨

」之權宜心態，將廢棄物任意排放、丟棄，使環境遭受破壞之後果由地區

，甚至全球不特定對象來承擔；另一種則依循「最小抵抗路徑」（least 

resistance path）之原則，將廢棄物置放在特定之偏遠地區或弱勢族群生活

的區域（紀駿傑，1997b：5）。此種處理模式，雖肇致的政治阻力最小，完

全符合生產業者「成本及效益」之需求（許紹峰，2001：26），其不僅破壞

自然環境，更影響當地民眾的健康，且對各種危害抵抗力最弱的弱勢族群

，除屬社會資源分配不均的受害者外，亦在非自願的情形下遭受環境風險

之威脅（紀駿傑、王俊秀，1998：89；孫家琦，1998:232），常引發各地草

根環境運動的反抗，即所謂「不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

）」運動。 

 

縱使至 1999 年 7 月 14 日廢棄物清理法修正後，對廢棄物製造者及民

間代清除或處理業者明列刑責及造成污染之連帶責任，亦賦予有強制上網

申報之法源依據，並強化稽查及管制機制之規定，但依據環保署出版之環

境白皮書指出，2002 年、2003 年及 2004 年全國事業廢棄物申報總量僅佔

推估總量比率分別為 52.6％、45.2％及 59.1％4，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部

                                                 
2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條規定，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二種；一般廢棄

物大部分指家戶垃圾，而事業廢棄物係指由事業產生的廢棄物；其中事業廢棄物又可區分

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二種（行政院環保署，2003：204）。 
3 事業廢棄物之產源包括：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農委會、衛生署

、國科會等 8 大部會所負責該管之事業產生源，如營造廢棄物及污水廠污泥、工業、醫

療、農林漁牧、交通、國防、教育及其他事業（包含電力通信業、清除處理業、氣體燃料

供應業、百貨業等）廢棄物，其中以工業廢棄物占大宗。另行政院 2001 年 1 月 17 日訂頒

之「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理方案」，一般事業廢棄物由環保署負責整合、協調、監督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而有害事業廢棄物由經濟部統籌負責處理及處置設施之設置（行

政院環保署，2005：195-197）。 
4 依據環保署 2003 年版至 2005 年版環境白皮書刊載，有關 2002 年至 2004 年全國事業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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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51.8﹪、44﹪及 56.5﹪）更低於前揭全國事業廢棄物總量之比率，此

隱含之意義表示大量事業廢棄物在未經處理的狀況下，任意傾倒之情況仍

十分嚴重，尤其棄置於偏遠地區之案例屢見不鮮5，不僅造成環境嚴重污染

及自然生態的破壞，使原本應由廢棄物製造者自行負擔之處理成本，卻將

污染轉嫁給地方社區來承受（Lake,1993:88），亦使得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

不足之窘境益發凸顯，亟須有效解決。 

                                                                                                                                  

 

另，依據環保署「一般事業廢棄物中間處理及最終處置推動方案」指

出，2000 年最終處理設施不足量約 658 萬公噸/年；至 2003 年不足量約 28

萬公噸/年；預估 2010 年不足量高達 296 萬公噸/年6。長期以來，國內事

業廢棄物處理設施不足，已明顯影響產業正常發展與投資意願，該署為解

決此問題，除推動多項廢棄物管理政策7，期能以有效的法令與輔導措施，

達到妥善處理事業廢棄物之目的外，並將廢棄物管理政策方向，逐步由末

端管制處理轉移至強調源頭減廢與資源回收、再利用，以符合國際潮流趨

勢，藉此減少事業廢棄物的產生。 

 

 
物申報量及推估量統計數據（單位：公噸），經本研究整理如下：（備註：推估量僅為概估

值） 

 申報量   推估量  申報總量佔
推估總量之

    項目 
 
年度 有害 一般 總計 有害 一般 總計 比例 

2002 725,885 11,220,691 11,946,576 1,026,715 21,663,444 22,690,159 52.6% 

2003 1,001,058 11,780,000 12,781,058 1,491,929 26,762,978 28,254,907 45.2% 
2004 1,354,372 11,047,501 12,401,873 1,443,987 19,527,360 20,971,347 59.1% 

 
5 諸如：2006 年 7 月爆發高雄縣田寮鄉牛稠埔山區國有地，7 年來遭不肖業者非法棄置大

批有害事業廢棄物事件；同年 4 月亦爆發新竹縣大埔水庫水源地（北埔鄉大湖村）遭偷倒

醫療事業廢棄物事件（中國時報，2006/4/5，C2【新竹】版；中國時報，2006/7/14，C3【

高雄】版）。 
6 依據行政院環保署委託學者研究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中間處理及最終處置推動方案」正

式報告，經計算推估 2000 年全國一般事業廢棄物總產出量約為 3,990 萬公噸/年，扣除資

源回收、減廢、再利用 2,783 萬公噸/年及焚化處理等中間處理及垃圾掩埋場處理後，最終

處理設施不足量約 658 萬公噸/年；預估 2003 年總產出量約為 3,856 萬公噸/年，因推動「

鼓勵公民營機構興建一般事業廢棄物（含垃圾焚化灰渣）最終處置場設置計畫」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含垃圾焚化灰渣）最終處置場緊急設置計畫」及業者自行籌設，仍不足量約

28 萬公噸/年；預估 2010 年全國總產出量 3,789 萬公噸/年，因部分最終處理場址已達使用

年限而封閉，且「鼓勵公民營機構興建一般事業廢棄物（含垃圾焚化灰渣）最終處置場設

置計畫」設置之最終處理場使用年限為 2003 年至 2006 年，不足量高達 296 萬公噸/年（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2001a：5-140~5-145）。 
7 環保署推動的廢棄物管理政策：包括產源減量措施、制定資源再利用相關法規、管制有

害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輔導與管理公民營清除處理機構之成立與合法營運、推動廢棄物

共同聯合處理體系、積極設置處理及處置設施及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計畫等（資料來源行

政院環保署，2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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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事業廢棄物處理程序，須先經由回收再利用、焚化等中間處

理後8，始能進入最終處置場9（亦稱掩埋場），在國內缺乏專用處理場的情

形下，以往一般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仍多仰賴垃圾掩埋場處理，惟環保署

為推動「鼓勵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一般事業廢棄物（含垃圾焚化灰渣）最

終處置場設置計畫」10，要求各縣市垃圾焚化廠興建完成後，垃圾掩埋場須

陸續予以關閉，並鼓勵公民營機構興建一般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場掩埋不

可再利用之不可燃的一般事業廢棄物及垃圾焚化灰渣，藉此可解決事業廢

棄物無處處理問題，以及掩埋場設施嚴重不足之困境。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之立法意旨，事業廢棄物掩埋

場開發決策、審議權已下放予地方政府治理之情況下，地方政府在決策制

訂之審議運作過程中，如何使該結果具有公信力及正當性？攸關能否消弭

民眾衝突抗爭之重要因素。依據楊宜掄（2001：5-6）分析指出，當前事業

廢棄物掩埋場設置常遭遇困難之原因11，以「土地取得不易」及「環保抗爭

」為主，其原因係該掩埋場屬於鄰避設施12，雖為社會大眾所必須之服務設

                                                 
8 國內事業廢棄物中間處理方式約略可分為：公告回收、廠內回收、事業機構申請再利用

、廠內焚化/固化處理、委託代處理及共同聯合處理體系處理等六種方式。依據環保署「

國內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及暫時貯存中心規劃與協助設置」正式報告（2000：3-64）指

出，以 2000 年事業廢棄物總產量統計資料為例，其中後三者之中間處理率約為 3.42﹪，

而公告回收、廠內回收、事業機構申請再利用等三種中間處理方式的事業廢棄物回收再利

用率佔事業廢棄物總量 59.7﹪。 
9 林健三（2001：8-1~8-4）依其構造不同將廢棄物最終處置分成下列四種：一、安定掩埋

法（指將廢棄物置於掩埋場，覆以土壤之處理方式）；二、衛生掩埋法（指將一般事業廢

棄物掩埋於不透水材質或低滲透性土壤所構築，並設有滲出水收集或處理設施及地下水監

測裝置之掩埋場之處理方法）；三、封閉掩埋法（指將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於抗壓及雙層

不透水材質所構築，並設有阻止污染物外洩及地下水監測裝置之掩埋場之處理方法）；四

、海洋棄置（指將利用船舶運送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而章裕民（

2003：15-16）則分類為五種，除前開四項外另增加「深井注埋法」（即指將廢液注入深井

內）。 
10 行政院 2001 年 5 月 11 日臺 90 環字第 027852 號函核定「鼓勵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一般

事業廢棄物（含垃圾焚化灰渣）最終處置場設置計畫」，嗣為配合廢棄物資源回收及減量

政策，經修正為「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灰渣再利用廠及最終處置場設置計畫」，

並經行政院 2005 年 3 月 9 日臺環字第 0940008504 號函核定。 
11 楊宜掄（2001：5-6）在「台灣地區事業廢棄物現況分析與清理機構功能探討」一文中指

出，設置事業廢棄物最終處理場常遭遇困難之因素，除「土地取得不易」及「環保抗爭」

外，其次為處理設施投資金額龐大、廢棄物來源容量不足、相關證照申請審核複雜困難等

因素。 
12 根據李永展與翁久惠（1995：91-92）的定義：「鄰避設施」旨在服務廣大地區民眾或為

某特定之經濟目標，但可能對居民健康與生命財產造成威脅的設施。此類必要卻不受歡迎

的設施，在國外通常稱之為「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
LULU）或「不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NIMBY）。該設施的產生，一部份

是為滿足社會文化的需求，如殯儀館、焚化廠；一部份是為迎合經濟成長的目標，如核電

廠、事業廢棄物處理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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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但其具有潛在污染的威脅性、不確定的高風險性等不受歡迎之特質，

一般大眾享受其利益的結果，須由附近居民承受該設施所帶來的負面效應

（李永展，1994：46-47），加上政府、資本家（開發業者）對於弱勢族群

的「環境殖民」13行徑（紀駿傑，1997a：91），常引發鄰避衝突事件。 

 

又，根據 Morell（1984:560-561）研究顯示，民眾反對鄰避設施設置

的主要原因，除心理因素、經濟因素及對政府之不信任外，尚包括公平性

的爭議。而李永展（1998：35-36）亦從經濟、社會、心理、政治等層面之

因素加以探究其肇因，前揭反對設置因素背後，除凸顯鄰避設施帶給附近

居民無法預測的環境風險外，亦反映出民眾對政府決策者與資本家維持相

互依存關係下，以其家園作為政策規劃目標及科技專家掌握政策最後決定

權決策模式的不滿（李建華，2001：4），此外更重要是民眾希望能透過「

不要在我家後院」（NIMBY）進一步提昇為「不要在任何人家後院」（Not In 

Anybody's Backyard）的運動，將以往完全由私人掌控，並帶給社會污染之

生產模式，賦予民眾參與管制私人生產的權力（Heiman,1990:361；徐世榮

，1998：49-5）。如政府不能重視遭受環境危害的弱勢者之實質權益，使其

參與影響其生活與居住環境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制度之決策過程（

Faber,1998:9），將難以消弭衝突對立的局面。因此，民眾抗爭訴求背後隱

含究竟係該設施區位選址問題，抑或社區與政府或是社區與資本家（開發

業者）之間，政治及社會結構性的衝突（Lake,1993:88）？是否與該設施

設置決策制訂過程存在著環境不正義的議題有關？實值得予以探究。 

 

本研究選取之「台南縣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個案，位於台

南縣東北方之邊陲偏遠地區，當地居民在台南縣地理及政經地位上居於弱

勢群體，境內許多溪流為「急水溪水系新營淨水場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

之支流，亦為當地多數居民倚賴務農謀生的重要灌溉水源。開發場址原位

於禁止設置事業廢棄物掩埋場之水源保護區範圍內，台南縣政府為配合事

業廢棄物處理政策之需要，竟先後同意二家廢棄物處理場業者於同一地區

申請籌設，繼而經濟部水利署亦技術性配合個案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期間

，作成廢止該保護區之管制，使業者得以「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政府決策單位有意偏袒業者的處理態度，使業者自申請籌設至完成環

                                                 
13 紀駿傑（1997a：80-81）認為，「環境殖民」意謂強勢團體藉著優勢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

力量，對於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之使用權與使用方式行使主導權或根本的搶奪，而弱勢

團體往往沒有能力來反抗這種環境入侵。例如，愈是貧窮地區的人民，愈有可能基於眼前

的經濟利益而被迫接受強勢團體將有毒廢棄物或核廢料掩埋至其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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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響評估程序近 3 年期間，除遭指控涉嫌製作不實的環評說明書外，始

終以強勢態度漠視地方民眾參與之權利，面對民眾疑慮之聲浪，該府卻以

個案業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依法審查完竣的處理態度，回應民眾之

訴求，此凸顯政府決策者企圖利用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專家治理模式合理

化開發業者之不正義行為。縱使本案其中一個案已取得合法設置程序，然

而該環境影響評估結果、選址決策及環境風險仍存在諸多難獲民眾信任的

疑慮，除引發地方草根性環保抗爭運動外，更因其訴求遲未獲釋疑，地方

民眾不惜持續循著司法及行政訴訟途徑，以維護其清淨家園之權利（陳顯

茂，2006；台南環境保護聯盟，2006）。因此，個案民眾反對事業廢棄物

掩埋場設置衝突肇因背後所隱含的意涵與「環境正義」理念的主張與實踐

是否有關？亦值得進一步予以探究。 

 

本研究認為前揭現象有值得進一步加以思索的課題，並提出下列問題

作為後續論述基礎： 

 

一、國內事業廢棄物處理政策既朝向源頭減廢、資源回收及再利用措施推

動，以達減少廢棄物產生之目的；何以環保署未能積極落實前揭政策

，以解決掩埋場設置需求，卻變相鼓勵興建事業廢棄物掩埋場？兩政

策運作是否有相互矛盾之虞？ 

二、國內事業廢棄物掩埋場之設置，在選址決策、環境風險與民眾參與方

面，為何一直備受爭議，難以讓民眾信服？此種出自地方住民反對鄰

避設施興建而引發的抗爭活動，是否根源於「不要在我家後院」（NIMBY

）土地選址區位「鄰避情結」14的自利心態，抑或係社區與政府或是社

區與資本家（開發業者）之間政治及社會結構性的衝突所導致？此項

政策的利害關係人，在開發過程中，是如何感受其訴求不受重視或需

求被剝奪的事實？地方居民抗爭之訴求，是否與開發業者及地方政府

在掩埋場選址、籌設或開發決策之制訂存在不正義有關？ 

三、開發業者、地方政府對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申請籌設或決策制訂過程產

生之「環境不正義」議題，是否導致住民衝突之肇因？如何透過實踐

環境正義理念以消弭掩埋場開發決策過程所衍生不正義（程序、地理

                                                 
14「鄰避情結」的概念內涵界定，目前仍是眾說紛紜，李永展（1998：34）認為它是一種

「個人或社區反對某種設施或土地使用所表現出來之態度」；陳俊宏（1999：99）則從民

主決策的角度認為是一種「鄰避症候群」，主要是描述一種反對國家強制執行某些對社會

整體而言是必要的政策，但在地方上卻強烈反對將當地作為政策目標的草根運動；而鄰避

症候群之產生原因有兩方面：一是來自於政策專家對於公共問題的界定方式，另一為以政

府官員與科技專家作為最後決策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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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現象，藉以紓解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 

 

 

 

 

 

 

 

 

 

 

 

 

 

 

 

 

 

 

 

 

 

 

 

 

 

 

 

 

 

 

 

 

 

 7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試圖透過「環境正義」運動關懷的議題與行動理念，及羅爾斯（

Rawls）「正義論」觀點，瞭解政府或資本家為解決廢棄物處理的問題，迫

使弱勢族群社區必須承受高環境風險設施不公平分配等議題，並藉著 1991

年全美第一屆有色人種環境高峰會議中所提出環境正義 17 項基本原則（

Hofrichter,1992：236-9；Dryzek & Schlosberg,1998:469-470；紀駿傑，1997a

：79-80；彭國棟，1999：7-8），歸納整理為 5個原則以作為環境正義理念

研究架構之基礎，這 5項原則（參酌魏瀅珊，2001：59）包括：（一）停止

對弱勢族群環境殖民及剝削行為；（二）民眾不因政策開發行為承受環境風

險並對不正義受害者予以補償；（三）永續環境及世代正義15；（四）民眾平

等參與環境開發決策權並擁有社區自主權；（五）尊重所有社區公平享有自

然資源的權利，並以該 5 項原則檢視國內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導致

環境不正義之議題，及試圖從個案實證分析中提出衝突化解另種思維，作

為地方政府以環境正義面向紓解鄰避衝突之參考。 

 

基於前揭研究動機與課題之探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次： 

一、從國內事業廢棄物處理政策發展脈絡及執行上產生之問題，檢視中央

政府現階段解決掩埋場設置需求的政策思維。 

二、瞭解地方政府如何遂行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決策之制訂模式，俾以

消弭決策過程衍生之環境不正義與鄰避衝突。 

三、透過「台南縣東山鄉事業廢棄物處理場設置案」之個案研究，審視地

方住民衝突肇因與環境不正義間的辯證關係，並研提以實踐環境正義

理念紓解開發決策衍生「不正義」的衝突。 

 

 

 

 

 

 

 

                                                 
15「世代正義」亦稱「代間正義」係從「永續發展」引伸出來的一個重要意涵，亦即現今

世代人所為決策，不得影響或損及未來世代的權益，此意味每一代人都有相同的權利得到

相同的資源作為生存之基礎，現今世代人不得因過度開發或不當使用，使得環境惡化超過

其涵容能力，危及未來世代之生存權（劉阿榮、石慧瑩，1999：4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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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一、研究範圍 

鄰避設施之類型，含括的種類包羅萬象，諸如：污染性工業設施、核

電廠與變電所、焚化廠或垃圾掩埋場、殯儀館、火葬場等。而鄰避衝突的

產生，有學者（曾明遜，1994；蕭代基，1996；李永展，1997；湯京平，

1999）主張，係地方民眾在環境意識高漲下，以自利為訴求，反對承受高

環境風險之設施；亦有學者（Lake and Disch,1992；Lake,1993）持不同

的觀點，認為係政府屈服於資本家利益，將環境成本集中於特定社區的不

滿所致。但衝突肇因亦須視其設施性質及環境背景而異。本研究之標的範

圍，雖以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為主，鑑於國內該類型設施設置衝突案例，資

料十分有限，為顧及鄰避衝突資料分析之客觀性，擬將一般廢棄物處理設

施（如垃圾焚化廠），與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性質相近之鄰避設施，納入本研

究解決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問題之探討標的範疇，並選擇台南縣東

山鄉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事件作為個案實證研究場域。 

 

二、研究內容 

目前國內針對環境正義的相關經驗性研究為數不多，且多數以個案探

討為主，探討的議題多傾向垃圾焚化廠或電廠等設施決策制訂或選址決策

（李永展與何紀芳，1999；葉名森，2002；葉穎超，2003；吳釧瑜，2004

；彭春翎，2006）、水泥專業區開發衝突（李卓翰，1988）、永續台灣環境

意識調查（魏瀅珊，2001）、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紀駿傑，1997b；紀

駿傑與王俊秀，1998）等，其中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並以環境正義面向探

討鄰避設施議題者，諸如：李卓翰（1998）、李永展與何紀芳（1999）、葉

名森（2002）、葉穎超（2003）、吳釧瑜（2004）、彭春翎（2006）等。前揭

與本研究主題相關文獻研究結論的共同特色，在於無論是何種鄰避設施政

策制訂或選址決策，政府應試圖建立符合環境正義原則的決策模式，消弭

民眾對當前政府決策不正義所引起的抗爭，及對鄰避設施產生的不信任感

與環境風險意識，以紓解民眾的鄰避衝突。但前揭文獻對於如何詮釋或實

踐「環境正義」原則之基本架構，及「環境不正義」之型態為何？是否導

致鄰避衝突之肇因，均欠缺深入的論述。本研究除參採前揭文獻有關鄰避

設施衝突紓解研究結論之思維外，亦冀望就其研究或論述觀點不足之處進

行增補。因此，本研究主要之研究內容說明如下： 

 

 9



（一）環境正義與鄰避設施設置衝突理論探討 

      透過環境正義所關懷之議題、意涵、不正義類型及羅爾斯（Rawls

）正義論引伸環境正義理念研究架構之基礎；同時亦探討鄰避設置衝突

發生之原因、背後隱含之意涵及解決對策，作為本研究實證分析紓解事

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對策之參考。 

 

（二）國內事業廢棄物處理政策與執行問題分析 

      藉由國內事業廢棄物處理政策演變脈絡，瞭解現行政府為減少事業

廢棄物產生，以及解決掩埋場設置不足問題，分別推動哪些因應的政策

措施？同時推動興建掩埋場面臨哪些問題？廢棄物處理設施設置衝突與

環境不正義的關聯性，及地方政府被賦予環境工程開發決策審議權時應

如何扮演決策制訂的運作角色，作為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背景及

紓解的分析基礎。 

 

（三）台南縣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衝突事件分析 

      蒐集案例相關資料，從個案發生之衝突問題中逐一檢討分析，檢視

台南縣政府如何運用環境影響評估及非都市土地分區使用地變更（或容

許使用）等二制度之運作，遂行開發決策之制訂；並透過實地深入訪談

方式，以瞭解地方住民反對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的看法，及環保團體

如何介入促使地方住民對環境正義意識之興起。 

 

（四）實踐環境正義理念以紓解掩埋場設置衝突之探討 

      透過東山鄉個案衝突分析結果，俾以詮釋民眾抗爭訴求與追求實踐

環境正義理念之關聯性，並檢討影響開發決策制訂之審議制度及法令結

構之缺失，俾以建構出地方主管機關實踐環境正義理念的途徑，作為紓

解掩埋場設置衝突之參考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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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係採「文獻分析法」及「深度訪談法」為主，茲分述如下

：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係從環境正義面向，探討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與環境不

正義間之辯證關係。故針對國內有關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及垃圾焚化廠等廢

棄物處理設施設置衝突抗爭案例，及國內外有關環境正義探討鄰避衝突等

相關研究與理論，透過蒐集國內外相關專書、期刊、論文、報章雜誌與網

站資料等文獻資料，作為研究之基礎。 

（二）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選擇「台南縣東山鄉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案」為個案研

究對象，除蒐集與該個案有關的環境影響評估說明書文件、媒體報導及網

站資料等加以研析外，並輔以「深度訪談法」，以瞭解東山鄉在地住民、當

地環保團體反對設置掩埋場之原因，以及台南縣政府主管機關（環保局）

人員對設置「事業廢棄物掩埋場」之觀點，俾對個案事實有正確瞭解，並

試圖從環境正義面向提出衝突紓解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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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識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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