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理論基礎探討 

 

「環境正義」所關注的係因環境因素而引發之社會不正義及環境風險

不公平分配的議題。在當代經濟活動不斷追求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基調之

下，因環境破壞所引發的社會不平等問題，實源自於「資本累積」之系統

性邏輯而產生的（Faber,1998:5），環境污染的製造與分配背後所隱含的其

實是「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問題（許紹峰，2001：26）。尤

其政府在追求經濟成長前提下，為滿足資本家資本積累及利潤最大化之需

求，往往漠視生產事業機構或資本家排放污染、破壞環境的事實，甚至無

視其將處理生產製造的廢棄物成本轉而由全體或部分民眾來負擔，在污染

者尋求「最小抵抗路徑」（least resistance path）之原則下，少數民族或弱勢

族群便自然是該行為合理化犧牲的目標，此衍生強勢團體對弱勢群體不公

平對待及環境剝削的議題，亦是環境正義所重視的規範性關懷。 

 

本研究從環境正義面向瞭解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施設置衝突背後隱含

那些不正義議題。因此，在理論基礎探討上，爰引環境正義、鄰避設施設

置衝突理論及相關文獻進行論述及整理；同時為使環境正義理論意涵作有

系統的詮釋，本研究擬先從正義概念的界定及環境正義相關課題，引伸出

與其觀點相關的羅爾斯（Rawls）正義論所關懷的正義原則，其次再就鄰避

設施設置衝突背後隱含之意義及衝突化解問題進行論述，俾作為本研究後

續相關議題分析之理論基礎。 

 

第一節  環境正義理論 

 

一、正義概念 

 

（一）正義概念之界定 

「正義」（Justice），時常被視為是一種理念或理想，自十八世紀以來，

歐洲民主國家興起使民主思潮逐步深入全球人類的生活各層面，而民主理

念中的平等精神亦是「正義」概念最重要的主張。在西方政治哲學史上，

早在古希臘羅馬時期，柏拉圖（Plato）提倡「正義」觀念，及亞里斯多德

（Aristotle）主張「至善」，皆可視為正義觀念最早的起源。而中國古代正

義觀念的產生，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將「正義」作解釋者殊不多見，大致

只以孔子、孟子、墨子等所論述之「仁」、「義」的信念解析中國固有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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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思想（蘇昱彰，2006：2-1），並不如西方學者一般作深入及系統的剖

析。 

 

然而，何謂「正義」？從柏拉圖、亞里斯多德，至十三世紀的阿奎納

（Thomas Aquinas）、十七世紀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十八世紀的休

謨（David Hume）、十九世紀的彌爾（John Stuart Mill），迄今的羅爾斯（John 

Rawls）與諾錫克（Robert Nozick）等重要思想家，對「正義」一詞的界定

，隨不同時代背景而有不同的觀點與詮釋（余桂霖，1996：2）。茲摘要簡

述前揭學者對正義概念之觀點，經歸納整理如表 2-1，即可概略瞭解西方思

想家對正義概念之界定，可謂是眾說紛紜，並無一致觀點，其係因渠等思

想家在不同的歷史時空背景或對問題思考解決切入點之差異，導致正義理

念呈現出不同之觀點與面向。 

表 2-1 西方學者對正義概念之觀點 

時代\代表學派 代表人物 正義概念之定義 

羅馬時期（西元
前 427-347） 

柏拉圖 
（Plato） 

正義即是統攝所有其他諸德目之「全德」，此
為崇高的德行，至善的境界，亦即人人能協
調和諧，分工合作，便是ㄧ個有秩序的整體
，即為「正義」之德的完成。 

羅馬時期（西元
前 384-322） 

亞里斯多德（
Aristotle） 

正義為德行的一種狀態，遵守法律，公平與
平等的分配；而分配的正義是關切利益之分
配。 

十三世紀（西元
1225-1274） 

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正義建立在人的位格之上，極度重視權利，
主張以權利為前提的正義，並明白揭示出正
義的限制。 

十七世紀（西元
1588-1679）\ 
契約論 

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以權利的觀點解釋正義，主張只有在社會狀
態下，經過公共的承認，確定每個人佔有財
產後，始有正義與不正義的觀念。 

十八世紀（西元
1711-1776）\ 
效益主義者 

休謨 
（David Hume） 

人懷有仁慈胸襟的有限性、知識的侷限性及
滿足人類需求所須資源與手段的有限性，此
三者導致基本正義原則產生之原因。 

十九世紀（西元
1806-1873）\ 
效益主義 

彌爾 
（John Stuart Mill）

主張權利、應得、需求三原則的正義，權利
原則在於保障人民所期望安全與選擇的自由
；應得原則在於承認每個人行動與德行的個
別價值；需求原則在於提供個人人生規劃的
必要條件。 

二十世紀（西元
1921-2002）\ 
自由主義 

羅爾斯 
（John Rawls） 

公平即正義，每個人在正義的基礎上，擁有
不受他人侵犯之權，不允許為了多數人享有
較多的利益，而以犧牲少數人的利益為其代
價。 

二十世紀（西元
1938-2002）\ 
自由主義 

諾錫克 
（Robert Nozick） 

主張持有正義原則，權利是純粹個人的、天
賦的，國家功能只限於消極的保護權利，不
能以任何理由將人民財產「再分配」。 

資料來源：戴華、鄭曉時（1991）、余桂霖（1996）、程雲鵬（2004），本研究整理。 

     

（二）正義之分類 

有關正義之分類，依亞里斯多德（Aristotle）的正義觀，可區分為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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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正義（universal justice）」及狹義的「特殊正義（particular justice）

」。所謂普遍正義指的是：正義就是合法、守法而又行事公正、一切德行在

正義之中得到成全；亦即全德（complete）。特殊正義則指涉及與「公平」

概念相關的「殊德（particular virtue）」，亦即指行事公平或公正，此狹義正

義的概念包括之範圍如次（葉名森，2002：10；程雲鵬，2004：23-25；蘇

昱彰，2006：2-17）： 

 

1.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基於公平分配財貨或資源。歷代思想家

中，諸如亞里斯多德（Aristotle）、羅爾斯（Rawls）、諾錫克（Nozick）

均以分配正義作為研究核心，其中亞里斯多德（Aristotle）的衡平概念

及羅爾斯（Rawls）的差異原則，都主張給予弱勢者獲得較多資源補助以

杜絕不均。 

2.矯治正義（certificatory justice）：亦稱「矯正正義」，屬於一種規範，此正

義涉及個別市民的適當關係，其可在交易過程中提供是非的準則，因此

在交易中的正義是一種公平；而不正義就是不公平，也就是要將某種既

成的不正義結果予以矯正或重新分配。而諾錫克（Nozick）認為矯正只

限於對持有及轉讓的不正義之上。 

3.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係指欲得到實質上保障正義之手段上，須

予以注意公平正義之理念。此正義面向主要從分配正義的概念而來，羅

爾斯（Rawls）認為要達到分配正義的理想，必須從分配正義的程序著手

，只要分配的程序公平，無論結果如何均符合正義。 

 

二、環境正義 

（一）環境正義之意涵 

何謂「環境正義」？欲瞭解該意義之前，應先瞭解「環境平等」之概

念， Bryant（1995:5-6）將「環境平等」定義為：「透過環境保護法而得到

的平等保護，政府必須做到不論該社區的種族及經濟地位，保障每個社區

（尤其是污染性）工廠設置地點之適當性，清理廢棄物及有效的污染工業

防治」。而「環境正義」則是一個比環境平等更廣泛的平等主義，係由「文

化規範、價值、法令、規則、行為、政策、以及決斷力來支持的永續社區

，使社區居民在一個安全與有生產力的環境之下互動及參與決策之機會。

」 

 

彭國棟將「環境正義」定義為：人類不分世代、種族、文化、性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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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社會地位，均可同享安全、健康及永續性環境之權利，且任何人皆

無權破壞或妨礙這種環境的權利；而這裡的環境是包括生物性、社會性、

政治性、美學性與經濟性環境。而其內涵是追求環境權利的平等，以維護

個人與團體之尊嚴，尊重其特殊性與不同需求，達到自我實現並提昇個人

與社區的能力（彭國棟，1999：6-7）。 

 

環境社會學家 Camacho（1998:35）定義「環境正義」：是一種反對政

府、資本家與強勢團體對弱勢族群的環境殖民行徑，並主張消除貧窮、資

源永續的共享，廢棄物的妥善處理，以及民眾參與權利的一種思考與行徑

。而 Heiman（1996:8）則認為「環境正義」之中心議題涉及授予社區權力

，以進一步利用必要性資源，在決定影響人們的生活時扮演一個積極的作

用。除參與生產決策之外，亦包括社區對基本的環境監控和健康調查的責

任。 

 

1997 年於澳洲墨爾本大學所召開的「環境正義問題國際研討會」中，

針對「環境正義」的內涵做了以下定義：「減少在國內、國際間與世代之間

，因不平等關係而導致的不平等環境影響。」（曾子旂，2002：2） 

 

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則認為要維護

環境正義必須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策指引，亦即是從中央政府開始來釐清

概念並訂定適當之法規，以利各地方政府及個人得以遵從。於是將環境正

義定義為：「經由環境法令、計畫及政策，以確保不同種族、文化及收入之

人類均能獲得公平之待遇」（葉名森，2003：15）。 

 

綜合上述學者對環境正義的定義所作之回顧中，本研究認為環境正義

之意涵：是一種強調人之平等權利，無論其膚色、種族、性別、文化、經

濟或社會地位及世代，均應獲得公平之對待，所有人類及社區應賦予相同

的參與決策權力以面對環境保護，避免遭受不合理環境負擔，以達環境資

源永續使用的目標。 

 

（二）環境正義運動之概述 

自從西方啟蒙運動以來，大力倡導的「人本精神」，代表著一種將人重

新置於社會主體的思維。而在每個主體的互動關係裡；產生了一種希望「

平等」的願望，即所謂「正義」。在人類為主體的發展歷史中，人類大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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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環境、利用資源以作最有效的運用，如以「正義」的面向觀察，人類

在開發的過程中，經常為追求「經濟發展」的目的，往往遺忘了「平等」

的界線。所以，在一昧投入開發的愉悅中，環境開發者往往從中獲得利益

，相對於居住在環境破壞區的民眾，須承受著因環境破壞而導致的危害。

由於環境的破壞者通常為社會中權力階層較高者，而透過這種權力，他們

無須承受破壞後果，並將此後果轉嫁給社會地位較低階層的民眾；因此環

境的破壞一再循環發生，而環境正義正是依循著此脈絡下所發展出來的概

念（曾子旂，2002：1）。 

 

19 世紀末，美國主流的環境保護運動的焦點，在於野生動物保護及自

然資源，其中包括有 John Muir 為代表的對自然環境、古蹟文物等的保護

主義者及 Gifford Pinchot 為代表的天然資源保護論者，以及許多民間環

保團體都將主要的人力與物力投注於此，他們透過立法遊說及科學的評估

來進行保護運動及污染防治等環保行為（Schlosberg,1999:22）。至 1960

年代開始有反污染的環境運動興起，並且訴求以科技來解決污染問題，因

此無法顧及遭到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色人種及處於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社區

居民的權益。所以，在 1970 年代，已有一些有色人種及貧窮社區的居民，

為從事爭取其雇用、居住及健康等方面的權益，逐漸興起環境正義運動的

意識，並批判主流環境運動，未關注到社會不公平及權利不平衡的事實，

缺乏公平正義（魏瀅珊，2001：16）。 

 

承上所述，在近代美國環境保護運動發展的脈絡之下，環境正義運動

的興起及訴求，其所關懷的對象及議題，乃是過去主流環保運動者，所忽

視的一種「種族歧視環境政策」16（Environmental Racism）所造成的社會

不公平現象。 

                                                

 

1.環境正義運動關懷種族歧視的環境政策 

「環境正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 是 1980 年代以來，伴隨著西方

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而提出一個新的議題或概念，它的出現亦代表著西

方環境倫理思潮的轉向。該議題在美國最初係以環境種族主義形式呈現，

因當時注意到種族的因素造成歧視性的環境政策（魏瀅珊，2001：16）。從

以下許多相關的研究顯示，在美國境內有色人種（包括非洲裔、拉丁美洲

 
16「種族歧視的環境政策」所指之「歧視」，不僅於公開，或是帶有強烈主觀動機之歧視行

為，亦包括政府的法令與執行系統中以鑲嵌入歧視因素的「制度性歧視」（Institutional 

Distrimination）（李永展，19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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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及亞洲裔美國人，以及美國原住民等）遭受各種現代物質文明的廢棄物

──有毒廢料、垃圾、核廢料等之機會，確實比白種人高。 

 

根據 Bullard 研究顯示，在休斯頓市八座焚化廠中，有六座焚化廠位於

非洲裔美國人為主的社區（Bullard,1984:88；紀駿傑，1997a：74）；另在一

份研究指出，在 1980 年代末期，美國南方所有的有毒廢棄物掩埋場中，63%

是在黑人社區，而黑人在南方只佔總人口的約 20%。就全國而言，五座最大

的商業性有毒廢棄物處理場中，其中三座位於黑人及西班牙裔人為主的社

區（Bullard,1990:37-38）；而 Bullard 甚至追溯至 1970 年代資料，並與多數

的白種人相較，研究結果認為有色人種必須忍受更多健康和環境風險的負

擔（Bullard,1996:494）。 

 

另，Goldman 則從檢視周遭生活及工作場所暴露的危險因素（如危險

廢棄物、焚化廠、污水處理場、空氣或水污染等），藉由種族及收入二項要

素，找出環境不平等差異之 64 篇研究報告中，發現將近有 75％之研究結果

指出，種族差異較收入差異所呈現環境不平等現象，更為明顯（

Goldman,1994:8）。雖然有些學者試圖將上述的現象，解釋為經濟因素所造

成，此係因少數民族社區附近的土地較為便宜，而非種族因素，促使政府

及企業選擇將廢棄物傾倒在少數民族社區裡（紀駿傑，1997a：74-75）。然

而，相關研究一再顯示，在美國境內，長期以來，族群是作為預測有毒廢

棄物及垃圾處理場設置地點的最好指標（Untied Church of Christ,1987; 

Bullard,1990：35），同樣是經濟條件較差，土地價格較便宜的白種人社區

，就未遭到如上述少數民族社區一般嚴重的垃圾與毒物入侵的問題。因此

，有色人種被迫承受不合理的環境負擔，並在其社區建造危險化學物工廠

、有毒廢棄物掩埋場等設施，所造成環境損害及污染風險之機會較白種人

為高，此現象即所謂「種族歧視的環境政策（Environmental Racism）」（

Bullard,2005:439-440）。 

 

2.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過程 

1982 年，北卡羅來納州沃倫縣（Warren County ,North Carolina）的居

民（65﹪為非洲裔美國人），在聯合基督教會的支持下，遊行示威，抗議建

造一座 PCB（多氯聯苯）廢棄物掩埋場，500 多名黑人示威者，試圖阻止掩

埋場的施工而遭到逮捕，遂喚起社會大眾開始對社區土地公平利用、污染

防治及資源平等分享等問題之重視（Ringquist,2006:240-241）。該事件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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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計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進行一項南部 8個州有毒

廢棄物處理場設置地點、周圍種族及經濟狀況之研究，並於 1983 年提出了

一份報告指出，國內 4 座最大的商業性危險廢棄物處理場，其中有 3 座建

在只佔該區人口 20%非洲裔美國人的社區，此份報告遂引起人們對種族歧視

現象的關注（Bullard,1999:36-37；彭國棟，1999：6）。 

 

此外，在 1987 年，聯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Unti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UCCCRJ）發表一篇題目爲「有毒廢棄

物與種族」的研究報告亦指出，美國境內的少數民族社區，長期以來不成

比例的被選爲有毒廢棄物的最終處理地點；在聯邦環境保護署和州環境保

護機構所確定的有毒廢物掩埋場址中，有 40%集中在三個地區:分別為阿拉

巴馬州的埃默爾 (Emelle,Alabana) 、路易斯安那州的蘇格蘭維爾

(Scotlemdvile,Louisiana) 和 加 利 福 尼 亞 州 的 凱 特 勒 麥 市 (Kettleman 

City,California) ;而這三個地方恰巧都是少數民族的聚集區(埃默爾的非洲

裔人口占 78.9% ,蘇格蘭維爾的非洲裔人口占 93 % ,而凱特勒麥市人口中

有 78.4%爲拉丁美洲裔) (Chiro,1998:109-110；王韜洋，2002：174)。不論

是 Warrant County 抗議事件，抑是 GAO 或 UCCCRJ 研究報告，都獲得許

多環境學者與草根性環保運動組織的支持與協助，強烈抗議對少數民族社

區進行跨地域的環境侵害，並揭開環境正義運動之序幕。 

 

3.環境正義運動之訴求 

從前揭環境正義運動興起過程，可以瞭解環境正義的議題，是要協助

處理少數族群社區中廢棄物不當處理，及強勢族群或團體對於弱勢者的迫

害等問題。同時，Heiman（1996:118）認為，該議題亦涉及賦予社區權力

，對強勢團體決定開發使用自然資源影響其生活環境時，扮演著積極的監

督角色；除要求參與生產決策之外，亦包括社區對基本的環境監控與健康

調查的責任。 

 

Bullard（1993b:15）指出，在美國所有社區並非都是平等的被對待，

當政府以其他的方式看待某些社區是習慣性的被毒化時，環境規章並沒有

一致性對社會所有份子都有益，有色人種在他們的工作上和鄰里內被工業

毒物不成比例地危害著。這些弱勢群體被迫須承受地方性垃圾掩埋場、焚

化廠、污染性工業、危險廢棄物處置、貯存及處理設備所產生之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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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環境正義運動的議題，主要集中在廢棄物處理及少數族群問題上

，但它已能體現出「環境正義」對環境問題之基本主張：即在強調人們應

消除對環境造成破壞行為的同時，肯定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及自決

權，亦是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面向；另方面更認為，強勢族群與團體能夠

毫無阻力地對弱勢者進行迫害，是造成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 

 

（三）環境正義的實踐 

 

1. 環境正義基本原則 

從環境正義運動觀點，反對弱勢族群之家園被當成社會中的廢棄物處

理場，它的終極目標卻不是將這些社會不可欲的垃圾及有毒廢棄物送回原

生產者，而是從根本防止不當的資源剝削行為之發生，及危害環境的廢棄

物之生產與擴散。人類對待大自然的方式終究會複製於人群間的關係；當

有一些企業或資本家肆無忌憚的剝削與破壞大自然時，必定會有另一些弱

勢族群要被迫承受後果。因此，唯有當人類社會能以一個新的、友善的態

度與永續經營的方式對待大自然，人類社會之間的剝削關係才有可能獲得

改善（紀駿傑、王俊秀，1998：89）。基於上述的信念，在美國聯合基督教

會種族正義委員會（UCCCRJ）的資助下，於 1991 年 10 月 27 日在美國華

盛頓所召開「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領袖會議」(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 500 多名來自各民族、種族、文

化和經濟團體的人員參加大會，經討論通過實現環境正義應遵循的 17 項「

基本原則」，茲列舉說明如次（Hofrichter,1993:236-9；紀駿傑，1997a：79-80

；Dryzek & Schlosberg,1998:469-470；彭國棟，1999：7-8）： 

    

（1）尊重地球及生態系：環境正義確認地球之母的神聖性，生態調和，物

種間的互賴性及免於遭到生態摧殘的自由。  

（2）人類應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環境正義要求公共政策是基於所有人種

的相互尊重與正義而制訂，去除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見。  

（3）永續利用：環境正義要求基於人類與其它生物賴以維生的地球永續性

之考量，以倫理、平衡及負責的態度使用土地及可再生資源。  

（4）反核及危害生存之毒物：環境正義呼籲普遍保障人們免於受核子試爆

及採取、製造、棄置有毒廢棄物與毒品之威脅；這些威脅侵犯了人們

對於享有乾淨的空氣、土地、水及食物之基本權利。  

（5）尊重所有人之自主權：環境正義確認所有族群有基本的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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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環境之自決權。  

（6）停止再生產並有效清理管制有毒物質：環境正義要求停止生產所有的

毒物、有害廢棄物及輻射物質，而過去及目前的生產者必須負起全責

來清理毒物及防止其擴散。  

（7）民眾平等參與權利：環境正義要求在所有決策過程的平等參與權利，

包括需求評估、計畫、付諸實行與評估。  

（8）安全及健康之工作環境：環境正義強調所有工人享有一個安全與健康

的工作環境，而不必被迫在不安全的生活環境與失業之間做一個選擇

的權利；同時也強調那些在自家工作者，有免於環境危害的權利。  

（9）環境不正義之受害者獲得合理賠償及救治：環境正義保障環境不正義

的受害者獲得完全的賠償、損害修繕及良好醫療服務。 

（10）環境不正義係違反國際規範之行為：環境正義認定政府的環境不正

義行為，係違反聯合國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及聯合國種族屠殺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Genocide）的行徑。  

（11）少數民族自主權及自決權之調和：環境正義認可少數民族可透過條

約、協議、合同、盟約等方式，要求美國政府制定法律保障他們的自

主權及自決權。  

（12）重建自然和諧之城鄉並尊重社區文化：環境正義主張我們需要制訂

都市與鄉村的生態政策，來清理與重建都市與鄉村地區，使其與大自

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區的文化完整性，並提供公平享用所有資源

的管道。 

（13）嚴守充分說明及協議原則：環境正義要求嚴格執行告知（被實驗/研

究者）而取得其同意的原則，並停止對有色人種施行生育、醫療及疫

苗的實驗。 

（14）反對跨國公司之破壞行為：環境正義反對跨國企業的破壞性行為。  

（15）反對對土地、文化之開發破壞：環境正義反對對於土地、人民、文

化及其他生命形式，實施軍事佔領、壓迫及剝削。 

（16）加強社會及環境議題之全民教育：環境正義呼籲基於我們的經驗及

多樣文化觀，對目前及未來世代進行社會與環境議題的教育。 

（17）改變生活型態，減少資源及廢棄物的耗費：環境正義要求個人做出

各自的消費選擇，以消耗最少地球資源及製造最少廢棄物為原則；並

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以確保大自然的健康，供我們這一代及後代子

孫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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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原則亦包含環境正義在「正義即平等」的原則下，所要關懷國內

平等(Intra-national equity)、國際平等(International equity)及世代間平等

(Inter-genernational equity)的環境議題17，並道出人類與自然間關係的基本主

張，同時確定環境正義的命題是具有高度規範性的意義。其一方面關懷自

然環境被人類破壞，另一方面更認為強勢族群與團體對於弱勢者的迫害是

造成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因而，其主張人與自然及人與人之間應平

等和諧的對待；任何違反此原則的行為與主張，都是其所批評與打擊之對

象（紀駿傑，1999：52-54）。 

 

2.美國政府確保環境正義之實施 

1994 年 2月七個隸屬聯邦政府的機構18發起一個名為「如何確保環境

正義」全國健康座談會，會中參與者包括：草根組織的領導人，被污染的

社區居民，及聯邦政府的代表。該會議建議事項：諸如從事與有色人種及

低收入社區的研究；促使各部會的協調使其達到環境正義；研究有關立法

與合法的補救措施等（魏瀠珊，2001：32）。 

  

 美國總統柯林頓為呼應社會大眾對環境正義議題的高度關注，於 1994

年 2 月 11 日發布「聯邦政府在為少數民族和低收入居民實現環境正義議題

的行動」第 12898 號行政命令（Executive Order 12898,Federal Action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Minority Populations and Low-Income 

Populations），該命令要求所有聯邦機構在實施項目、制定政策、採取行動

時，都應將實現環境正義作為自己的使命，並組織一個跨部門的環境正義

工 作 小 組 來 統 籌 相 關 事 項 的 推 行 。 其 主 要 職 責 摘 要 如 次 （

Bryant,1995:221-226）： 

 

                                                 
17 紀駿傑（1999）在「環境正義的三重平等關懷」一文中指出，（一）國內平等：係關懷

國內之族群、性別、階級與地域不平等關係導致的環境影響，例如社會中的強勢者（強勢

族群、中上層階級、都市居民）為持續並擴張既有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因而繼續以大量剝

削生態資源、生產各種垃圾與廢棄物的方式來破壞生態，且多數由鄉村、落後地區居民來

承受。（二）國際平等：為關懷國際間不平等關係，導致全球貧窮落後國家的環境迫害與

資源匱乏之問題。例如，國際上之經濟強權國家，往往將有毒廢棄物及本國禁用的農業（

如 DDT），對生態與人體健康產生重大危害的物質，輸往經濟上較貧窮國家。（三）世代間

平等：要求當代人將生態環境合理開發和利用，以滿足後代子孫也能平等享用環境資源。 
18 七個機構包括：the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毒性物質與疾病登

記機構）；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國家公害防治科學研究機

構）；the EPA（環境保護署）；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國家

職業安全與健康機構）；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衛生署）；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能源部）；and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疾病管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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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確定會帶給少數民族和低收入居民，造成的不良環境影響的標準或

規則，提供聯邦機構參考。 

（2）與各個聯邦機構合作，提供指導並充作資訊交換中心，制定環境正義

策略，確保其專案、行動、政策的連續性。 

（3）支持各聯邦機構間共同合作從事研究工作。 

（4）支援各聯邦機構間共同合作蒐集資料。 

（5）覈實有關環境正義的資料和研究題材。 

（6）舉辦民眾參與的會議，查明事實，接受民眾評論，進行有關環境正義

的調查。 

（7）開發可以表明係聯邦機構之間，進行跨部門合作的環境正義模範工程

。 

前揭行政命令影響力僅止於美國國內政府機構，對於在國內或全球性

的私人企業所持續進行環境殖民的行徑，並無法產生有效的拘束力。 

 

另，美國環境保護署（EPA）亦於 1995 年公告實踐環境正義的宗旨

內容（Feng,2001:2-5；吳釧瑜，2004：30）： 

 

（1）以「溝通」、「伙伴關係」、「研究」、「民眾參與程序」的方式，將環境

正義實踐於每個社區。 

（2）主動提供相關訊息，使社區得以更有效率地參與相關活動。 

（3）扮演領導與協調的角色，與其他的聯邦機構一同為倡導環境正義而共

同努力。 

 

除上述由政府機構提出一些具體實踐環境正義的方案外，Bullard 亦建

議政府應採取下列五個步驟，以確保環境正義的實踐（Bullard,1995:79；蔡

名森，2002：17-18）： 

 

（1）國家立法機關，應規範任何事業不成比例地危害少數民族社區的行為

，認定是不合法的。 

（2）環境污染危害發生前便予以預防，減少環境的傷害。 

（3）由受害者負責舉證污染者污染環境的行為，轉換成由被指控污染者負

舉證的責任。 

（4）應對環境產生危害之污染性工業或設施之設置採取不同的審核標準。 

（5）移除目前已存在環境不正義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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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立實踐環境正義理念之研究架構 

雖然環境正義運動訴求的內容十分明確，但從環境正義運動興起至迄

今的實踐過程，包含的內容非常多元，難以凝聚成具體及明確行動參與的

指導方針。本研究基於研究之目的，以及冀能清楚表達前揭多元環境正義

實踐之主張，擬參採前揭 17 項基本原則，並簡化整理為 5項原則，俾作為

本研究實踐環境正義理念研究架構之基礎，而該 5項原則包括：（1）停止

對弱勢族群環境殖民及剝削行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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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續環境及世代正義；（4）民眾平等

參與環境開發決策權並擁有社區自主權；（5）尊重所有社區公平享有自然

資源的權利。其與前揭 17 項環境正義原則之內容對照（請參考表 2-2）。其

中第（1）、（2）、（3）原則較符合正義概念中羅爾斯（Rawls）『正義論』所

論述之「實質正義」（李少軍等譯，2004：54-56），即環境正義運動中訴求

的公民環境權；或抑為某些學者19所強調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之「分配正義」

。而第（4）、（5）原則為居民與政府可透過的程序保障正義的方式，環境

正義運動中社區居民自主權之訴求，較符合羅爾斯（Rawls）『正義論』所

論述之「程序正義」（李少軍等譯，2004：77-78）。本研究冀期透過東山鄉

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個案之研析結果，試圖藉著環保團體質疑焦點

與在地住民的抗爭訴求，來建構並推導出在地住民對前揭 5項「環境正義

理念」的主張及關連性。 

 

表 2-2  17 項環境正義原則與本研究歸納之環境正義理念研究架構對照內容 

正義的類型意
涵 

17 項環境正義原則歸納之研究架
構 

17 項環境正義原則之內容摘要

 （1）停止對弱勢族群環境殖民及剝 1.尊重地球及生態系 

     削行為 2.人類應互相尊重，彼此平等

  4.反核及危害生存之毒物 

  15.反對對土地、文化之開發破
壞 

實質正義 
（公民環境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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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停止再生產並有效清理管制
有毒物質 

     補償 8.安全及健康之工作環境 

  9.環境不正義之受害者合理賠
償及救治 

  14.反對跨國公司之破壞行為 

 （3）永續環境及世代正義 3.永續利用 

  16.加強社會及環境議題之全
民教育 

  17.改變生活型態，減少耗費資

                                                 
19 劉阿榮、石慧瑩（1994：37-38）認為，「分配正義」係指資源、福利各方面是否符合公

平的分配亦稱「實質正義」；蕭振邦（2005：1）則認為，「分配正義」關注接受者獲得利

益與負擔時的倫理適切性，特別強調在資源分配上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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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及廢棄物 

 （4）民眾平等參與環境開發決策權 5.尊重所有人之自主權 

     並擁有社區自主權 7.民眾平等參與權利 

 （5）尊重所有社區公平享有自然資 10.環境不正義係違反國際規 
 源的權利 範之行為 

程序正義 
（社區自主權） 

 11.少數民族自主權及自決權
之調和 

  12.重建自然和諧之城鄉並尊
重社區文化 

  13.嚴守充分說明及協議原則 

資料來源：參酌（魏瀅珊，2001：59-62）修正整理 

 

（四）環境不正義類型 

目前各國政府對環境議題處理上，逐漸重視「公平」及「正義」原則

，尤屬環境工程的開發行為，仍可發現諸多不正義之情形。本研究依據

Bullard（1993a:31-32）及彭國棟（1999：9）對環境正義之分類，觀察國

內廢棄物處理設施（如焚化廠、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過程中，常引起

民眾關注環境不正義之議題型態如次：  

 

1.程序不正義（Procedural inequity） 

係指公平性問題，即管理規則、規章、評價標準及執法活動，以歧視

的方式，未能全面一致適用的程度。興建廢棄物處理場常涉及土地開發使

用，為預防及減輕該設施設置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條參照），並有效解決開發行為與環境保護之衝突，

我國於 1975 年逐漸將美國實施的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觀念引進國內，直至

1994 年底環境影響評法通過後始正式實施，該制度強調在開發活動進行前

，必須先經由評估、審議等程序的進行，並且結合開發單位、地區居民、

開發計畫核定機關及環境保護機構等專業知識、責任與關切，從中尋求最

合理適當的方式，亦是最能預防公害產生以及保護環境的開發方案（朱斌

妤、李素貞，1998：86-87），照理來說其應被視為解決二者衝突的最佳利

器，但許多廢棄物處理設施之開發案件（如第 3 章第 4 節論述之新店安坑

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雲林縣林內焚化廠、嘉義縣大林焚化廠），除選址、決

策黑箱作業，暗中進行外，縱使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地方民眾的環

保抗爭運動卻未因此而消失，此導因於以往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缺乏民眾

參與機制的設計，仍以科技決定論及專家治理為其主要之根基
20，雖科技所

代表是客觀及中立的立場，但隱藏許多價值的選擇21，並由專家掌握決策影

                                                 
20 參閱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3 條有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及第 7 條有關環境影響

說明書之審查及結論公告等規定。 
21 例如，許多環境開發單位提出的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多數均請工程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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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力（徐世榮、許紹峰，2001：126），該制度提供民眾參與管道只停留在

第二階段環評程序中，被告知、說服或單向溝通的形式參與模式（如參加

說明會、界定評估範疇、現勘及公聽會意見提出）22，難使民眾意見受到重

視（王芳筠，2004：99）。雖現行法令已針對第一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在資

訊公開及民眾參與不足的缺失進行改善，但該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的審查作業，仍將民眾參與排除在外，由於審議過程未能透明化，偏重於

專家學者的菁英參與及專家治理，導致環境影響評估結果之公信力仍遭民

眾質疑。此外，該制度偏重於開發型態審查，而忽略開發用地對於是否屬

於現行法令（如自來水法、飲用水管理條例等）規定應予禁止或限制發展

地區者23，欠缺明確否准受理之審查規範（李永展，1999：86），致開發單

位往往透過政治運作迫使主管機關受理此環評審查案，無法發揮環評制度

事前審查以防範環境破壞的功能。此種因缺乏民眾實質參與政府開發決策

制訂等程序不正義，而產生環評結果之「信任差距」，常迫使民眾以抗爭手

段表達其不滿的心聲。 

 

2.地理不正義（Geographical inequity） 

係指選址與社區空間配置接近環境危害、有害設施及地方上不想要的

土地使用之設施。政府或開發單位常基於維護公共利益前提下，以詮釋設

置廢棄物處理設施的正當性，但該設施具有潛在與實質之風險性，其所產

生之鄰避效果常與社區居民維護環境福祉之想法相悖。尤其政府或開發業

者基於「環境殖民」的心態或成本效益之考量，經常將設施選址不公平分

配於少數民族或低收入的弱勢地區，迫使該地區居民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

，須非自願性承擔鄰避設施的外部性效果。渠等利用少數人犧牲自我利益

造就大眾福祉，而使某群體須承當社會不公平的風險時，不僅令人質疑「

公共利益」的正當性，而且有違羅爾斯（Rawls）所謂「最不利成員獲得最

                                                                                                                                   
協助編製，渠等公司擁有豐富科技及專業之資訊，照理應能提出公正、客觀的評估意見，

但往往其所製作出來的說明書幾乎皆傾向開發單位為主，故所謂的客觀及中立，仍取決於

價值選擇的取向，此亦為環評制度一直無法建立起公信力之原因（徐世榮、許紹峰，2001
：126）。 
22 參閱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9、10、12 條之規定。 
23 自來水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自來水事業對其水源之保護，除依水利法之規定

向水利主管機關申請辦理外，得視事實之需要，申請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公布水

質水量保護區，依本法或相關法律規定，禁止或限制左列貽害水質或水量之行為：…六、

設置垃圾掩埋場或焚化廠、傾倒、施放或棄置垃圾、…或其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物品。…

」；另，飲用水管裡條例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或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離內之地區，不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行為」、同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前項污染水

源水質之行為係指：…四、傾倒、施放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泥、糞尿、廢油、廢

化學品、動物屍骸或其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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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利益」之「差異原則」及「公民基本的平等自由權」的正義理念（李少

軍等譯，2004：56-57；余桂霖，1996：4-5），其選址不公平分配之結果，

迫使地方民眾發動「不要在我家後院」（NIMBY）環保抗爭運動。 

 

3.社會不正義（Social inequity） 

係指社會因素（如種族、民族、階級、文化、生活型態、政治權力等

）對開發決策評估的影響性。當政府以經濟發展及減輕環境風險偏差之決

策反映至土地使用時，某些弱勢族群地區的居民因無足夠的政經影響力，

便成為廢棄物處理設施選址決策的犧牲地區。尤其在民主社會裡，政府對

經濟或環境政策的制訂易受強勢資本家運用政治力量影響，如社區民眾政

治影響力薄弱，其對社區規劃發展自主權易被剝奪或漠視。最明顯之例證

，莫若於政府妥協強勢資本家為經濟發展利益，而將「鄰避」視為狹隘的

地方主義，認為社區居民反鄰避是短視自利的心態，將阻礙整體社會「公

共利益」之現實說法（李永展，1996：265），此種社會強勢群體透過政治

力量影響政府選址決策模式，使弱勢族群經常成為特殊利益團體競爭下的

犧牲品。 

   

環境社會學家 Capek 提出個人、社區或少數民族在面對可能的環境不正

義時，應有的四個基本權利，分別為：1.得到充分資訊的權利；2.公開聽

證的權利；3.民主參與社區事務的權利；4.請求賠償的權利（1993:12-19）

。這些基本權利的提出，除了最主要在保障居民的自主性、資訊權與參與

權的程序正義之外，以及兼顧萬一居民受害時應得到合理補償的實質正義

。不過，紀駿傑（1997a：81）認為 Capek 至少應再加第五個基本權利才較

符合環境正義的基本精神，那就是污染清除與被破壞環境復原的權利。如

此一來，不但能確立政府或污染者（破壞者）必須負起生態回復的責任，

當地居民的長久環境安全也才能得到保障。但此項主張必須藉由弱勢群體

及民眾，積極的監督政府與實際參與環境運動，方可能獲得成效。 

 

（五）國內環境正義之經驗性研究 

    環境正義運動起始於美國，因此文獻回顧所論述，環境正義的理論，

都是以美國為主軸；反觀國內的歷史與文化背景，畢竟與美國不同，探求

環境正義議題，較少探討種族歧視問題，主要以弱勢族群為主，如原住民

與偏遠地區居民。目前國內經濟成長的意識型態，仍主導著政府的主要政

策，資本家與政府部門間，緊密的連帶關係，使因土地開發行為而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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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衝突，亦日益升高，地方民眾從事環保抗爭運動，其訴求與鄰避設施

選址及決策，引發的環境不正義議題似有關聯，但民眾以環境正義的名義

，參與抗爭運動者，殊不多見。以蘭嶼反核廢料事件為例，從相關文獻中

（孫家崎，1998：223-224；徐世榮，2005：130-134）可發現，民眾參與

各項反核或反核廢料設置場運動，並不認為他們是環境正義行動者，但其

訴求卻與國外環境正義運動，抗議對少數族群社區，進行跨地域的環境侵

害等主張，如出一轍，如同魏瀠珊（2001：42）所言：只是多數行動者，

尚未熟悉使用這樣的口號而已。 

 

李卓翰（1998：94）亦研究指出，環境正義的終極目標，不僅要求消

極的替弱勢族群，爭取他們被主流社會剝削的權益，更應積極的堅持，從

根本結構面出發，防止不當的自然資源剝削行為，與危害環境之有害廢棄

物生產與擴散。因此，環境正義的實現，最重要仍須靠受壓迫者與環境意

識覺醒的民眾，對政府的監督及實際參與環境運動，方可能實現（李卓翰

，1998：26）。 

 

有關國內環境開發過程中衍生環境不正義之實例，茲以興建核電廠為

例加以說明：電力被視為經濟發展中必要的能源，因此電廠的興建有其必

要性，但魏瀠珊（2001：43-44）研究指出以下三點，認為政府在核電廠興

建設置過程，及所製造廢棄物之處理，被視為是環境不正義的作法。 

 

1.核電廠被視為是使用低能源的新科技，然而核電廠一旦發生事故，核能

外洩範圍廣大，當地居民首當其衝遭受危害之波及。 

2.核能電廠的設置地點，不公平分配於偏遠較低收入或少數族群所居住地

區，且其排出的廢水，對該地區環境及居民健康，產生難以預測之潛在

風險。至於設置地點的決策，都由政府部門的菁英掌控決策事務，且決

策前欠缺與當地民眾說明或溝通協調之程序。故被選定廠址的地區，除

本身社會不正義外，更遭受程序不正義。 

3.核廢料處理問題，更是嚴重的環境不正義及環境種族歧視之行為。核電

廠生產出的核廢料，屬於高放射性有毒物質，即使經過高科技處理，仍

具有低輻射危險性，故世界各國所生產的核廢料，通常存放於較偏遠的

地區或運載至第三國貯存。國內核廢料貯存場，選址於蘭嶼達悟族人生

活領域之決策過程（黃德秀，2001：38-41），即是種族歧視環境政策的

實例（紀駿傑，1997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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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羅爾斯正義論 

從前揭環境正義運動所關懷的議題，較符合西方學者羅爾斯（Rawls）

所強調以「公平即正義」的正義原則，來保障社會權利分配公正性，及每

個人在正義的基礎上，不允許為多數人享有較多的利益，而犧牲少數人利

益的觀點，本研究並以此觀點，作為詮釋「環境正義」理念之論述基礎。 

 

美國哲學家羅爾斯（Rawls）在 1971 年出版之「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是二十世紀劃時代的政治哲學著作，該書主要目的，是要建構

一套在道德上值得追求，易於實踐的道德原則，以此規範社會的基本制度

，決定公民的權利與義務，及分配社會合作中個人應得的利益，此即所謂

的「正義原則」（principles of justice）。其所強調之正義觀點為＂公平

就是正義＂，並提出正義的二大原則（施俊吉，1991：306；李少軍等譯，

2004：56-57；程雲鵬，2004：54-55）： 

 

（一）第一正義原則：每個人都有同等權利，擁有最大程度的基本自由。 

一個人所擁有的自由，要與他人擁有相同且能夠相容的自由，此原則

稱為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則（the greatest equalliberty principle）。羅爾斯（Rawls

）所謂基本自由權利，包括政治自由（選舉與被選舉權）、言論與集會自由

、良心自由、思想自由，及在法治保障下免於被任意逮捕拘禁及剝奪財產

之自由。這些基本自由權利，在一個合乎正義的社會中，每個公民必須處

於平等地位，不得以任何理由（包括促進經濟繁榮或改善社會不平等等理

由）侵犯這些基本自由權利。按照此一原則，這些自由都被要求一律平等

，因為在一個正義的社會中，公民都擁有相同的基本權利。 

 

（二）第二正義原則：社會與經濟的不平等，應透過合理期待，符合每個

人的利益，及附隨著地位與職務，向所有人開放方式來作安排。 

羅爾斯（Rawls）認為，在社會與經濟的不平等下，必須滿足下列兩

個條件：1.應使社會中處境最不利之成員，獲得最大的利益，即差異原則

（the different principle）；2.社會的各項職位及地位，須在公平的機會均等

原則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即機會均等原則（the principle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此外，Rawls 亦針對前揭正義二大原則提出以「詞典式次序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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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cal order）的先後適用關係，即「第一正義原則」優先適用於「第二正

義原則」；而且第二正義原則兩項條件，亦有此種關係，亦即「機會均等原

則」優先適用於「差異原則」（李少軍等譯, 2004：114）。其目的在要求正

義所保障的自由平等權利，決不能受制於政治交易與社會利益的驅動，並

以維護個人自由權利與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儘量限制社會不平等，使社會

處境最差者的經濟利益，得到一定的改善。換言之 Rawls 的正義原則，一

方面要優先維護「自由權利」和形式上的「機會平等」，另一方面則試圖對

經濟利益進行再分配，以求達到一種更「實質性」的平等（王中江，2002

：174-175）。 

 

Durkheim 在「分工論」中提及，由於社會分工越來越細，造成社會中

人與人之間的不平等關係。因此，其認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任務便是「正

義」的推展，以減除不平等帶來的弊病（Durkheim,1984:321）。現代民主

國家，在形式上賦予公民自由平等權，並奉行「少數服從多數」之原則，

但在此社會原則之下卻容易形成「多數總是對的」道德權威，甚至以多數

為名，而濫用權力來壓抑少數，造成所謂的「多數暴虐」之後遺症（張鎮

東，1991：192-193）。因此，Rawls 指出，其所堅信的正義原則，為公民皆

享有自由權利之平等性與不可侵犯性。其主張的正義原則否定允許為了大

多數人的更大利益，而犧牲少數人之正當性。在正義的社會中，公民當然

享有平等的自由權利，此權利不能屈從於政治交易，或社會利益的算計之

中（趙敦華，1988：32）。 

 

Rawls 認為一個合乎正義的社會，應使其社會最不利的成員，能獲得最

大的利益，並可透過社會的再分配或補償程序，使得社會成員，尤其是弱

勢成員，能取得較平等的地位。基本上，Rawls 在正義論述中，凸顯對社會

中弱勢份子的人道關懷，他主張社會不應為了讓某些人分享較大利益，而

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同時，不能為了讓多數人享受較大的利益，而正當

化少數人的犧牲（紀駿傑、王俊秀，1998：88；李卓翰，19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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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鄰避設施設置衝突 

 

一、鄰避設施之意涵 

「鄰避設施」之概念，在國外文獻及國內學者均有不同之稱謂24，但其

所隱含的意義差異不大，一般係指「提供廣大地區民眾社會、文化、經濟

、政治等服務機能的設施，但該設施具有潛在的風險性與污染性，可能為

設施附近居民，帶來立即或潛在的外部成本，如環境風險、影響居民生活

品質、危害身體健康、或降低其財產價值，以致令居民排斥或感到嫌惡的

設施」（李永展1994a：24、1998：34；曾明遜1995a：19）。因該設施常使

當地居民產生成本利益不對稱的感受，所以當地居民、受鄰避設施服務之

廣大居民、政府、科技專家、企業廠商、環保團體，對於設施影響環境的

程度、風險估計等看法皆有不同，造成多方討論難有交集，易使當地民眾

對於政府、科技專家、企業廠商產生深層不信任感，以致有自我防衛的反

鄰避設施的抗爭行為，即是「鄰避衝突」（陳俊宏，1999：100；丘昌泰，

2002：35）。此類設施所包括的類型範圍十分廣泛，諸如：焚化廠、垃圾掩

埋場、事業廢棄物處理場、變電所、核能電廠、公墓、精神病院等（李永

展，1994b：46；曾明遜，1994：36；蕭代基，1996：39）。 

 

鄰避現象的構成，可分成鄰避設施、整體社會和當地居民三部分（如

圖2-1）。鄰避設施興建所帶來負外部效果，及具有污染疑慮環境風險之不

利影響，必須由該設施鄰近居民直接承受；但社會整體民眾卻因此間接矇

受該設施所帶來的利益，造成地方居民反鄰避的受害意識。如屬事業廢棄

物掩埋場之鄰避設施興建所帶來的效用遠大於地方居民所承受之成本，此

設施有興建的必要性，但如何調整地方民眾的感受，使其被犧牲或不公義

的感受能降至最低，亦是解決鄰避設施問題之關鍵 (黃德秀，2001：10)。 

 

 

 

 

 

                                                 
24「鄰避設施」在國外通常稱為「Locally Undesirable/Unwantted Land Use，LULU」（地方

上不想要的土地使用）或「Not In My Back Yard，NIMBY」（不要在我家的後院）（李永展

、翁久惠，1995：91）；而國內學者在相關的研究中，對該設施之稱謂有：污染性設施（

蕭代基，1996；黃燕如，1988：1）、不寧適設施（曾明遜，1992：10）、嫌惡性設施（陳

柏廷，1994：10；翁久惠，1994）、風險集中設施（李永展、何紀芳，1996：28）、空間摩

擦設施（紀素菁，1991）、鄰避設施（李永展，1994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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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其他地區居民  

 

 

當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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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避設施設置過程引發衝突之原因，可從該設施具有之特性予以瞭解

其徵兆。茲歸納國內學者研究指出，其具有下列四項特性（李永展、翁久

惠，1995：92；李永展、陳柏廷，1996：55）： 

 

（一）鄰避設施所產生的效益為全體社會所共享，但負外部效果卻由附近

民眾來承擔。 

（二）居民對鄰避設施之認知與接受程度，受到居住地點與此類設施距離

遠近的影響。 

（三）對具有污染性的鄰避設施，如能妥善處理，發生意外的機率相當低

，但若不幸發生事故，則後果非常嚴重。 

（四）鄰避設施之興建，往往涉及專家科技知識與民眾普通常識之間的價

值衝突。 

 

二、民眾反對鄰避設施設置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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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之原因有下列幾項： 

（一）心理因素：民眾恐懼鄰避設施，可能對人體健康及生命財產，造成

嚴重的威脅。 

（二）公平性因素：大部分民眾均瞭解鄰避設施對社會全體有重大效益，

但當地民眾可能會質疑，為何該設施要設置在我家後院，而非他處

。 

（三）經濟因素：擔心鄰避設施可能帶來環境污染，進而影響地方形象與

間
接
受
益 鄰避設施

間 不利影響
接
受
益 

圖 2-1 鄰避現象概念圖
（2004：18） 資料來源：黃德秀(2001：10)、呂春香



房地產價值。 

（四）對政府不信任因素：由於政府對環保工作長期的漠視與輕忽，更增

加民眾心理不安，進而反對鄰避設施之設置。 

 

但 Lake（1993:88-90）則從不同觀點，詮釋「不要在我家後院」或

「鄰避」（NIMBY）觀念產生之原因為： 

（一）社會整體價值判斷與個別社區價值判斷之差異。 

（二）反映地方社區在扮演動員與抵抗資本利益之角色時，政府往往將

NIMBY 視為不理性，使該抵抗行動遭遇阻礙。 

（三）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間之衝突。 

（四）政府放任（Laissez-Faire）與自由市場下的發展模式，促進私有財產

的極大化與保障資本累積，政府的作為自然是偏袒資本家而犧牲社

區居民的利益。 

 

本研究歸納國內外學者之觀點，認為民眾反對鄰避設施設置的因素

，亦可分別從心理、政治、經濟、社會等面向分析：  

（一）經濟因素：鄰避設施服務社會大眾，為不可或缺的集體消費財貨，

但其外溢的負外部性，因邊際效益遞減原理，將隨著距離增加而遞

減，造成鄰避設施周邊的負外部性最大，引發外部性分配不公平的

問題（王俊隆，2004：13）。 

（二）社會因素：政府、企業為避免鄰避設施外部性之影響，引發當地居

民的反抗，通常依循「最小抵抗路徑」（least resistance path）之原則

，將設施選址地點於貧窮、偏遠或弱勢族群地區，以減輕其不利影

響，因該地區的居民，多屬在政治上或經濟上處於較弱勢的地位，

因此有些學者便將此種現象稱為「種族歧視的環境政策」（

Environmental Racism）（Bullard,1993:17；紀駿傑，1997b：75），不

僅引發民眾對於環境生存平等權的訴求，亦令人質疑此種犧牲特定

地區民眾利益及須承擔社會不公平風險，以成就社會大眾福址，是

否真正具有「公共利益」之存在（李永展，1998：36；蕭代基，1996

：42）。 

（三）心理因素：在於居民對於設施開發與主管機關的信任度不足（蕭代

基，1996：42），尤其在設施開發前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上，由於民

眾參與機制的不足，相關設施環境風險資訊的蒐集與評估，均由開

發廠商及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主導，難獲民眾廣泛認同。同時，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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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設施受害者的經驗，藉由資訊傳播及預期恐懼，往往是造成民眾

對鄰避設施產生排斥抗拒的心理。（李永展、何紀芳，1996：29-31

）。 

（四）政治因素：鄰避性公共設施以往都考量效率問題，而以空間區位作

配置依據，經常不顧及地方民眾之意願與感受，即使有民眾參與亦

徒具形式，往往造成資本家與社區之間的抗爭，及社區與政府間之

衝突。而政府進行干預之結果，往往可反應出政治權力對資本家的

妥協（Lake,1993:88）。而此亦為鄰避問題是否會發生，與是否能圓

滿解決的決定性因素，因前述經濟因素與社會因素，均會轉變成政

治力量，而以政治方式作為設施設置與否的決策工具（蕭代基，1996

：42-43）。 

 

三、鄰避衝突下環境風險、專家治理及民眾參與之省思 

長期以來，由於環境問題涉及科學的不確定性及科技的複雜性，造成

以專家科技為主的政策導向。因科技屬於相當專業的學問，非一般人所能

理解，專家最能理解及評估環境的風險，以制定出理想的環境政策。因此

在當今許多環保爭議中，科技常常成為處理「不要在我家後院」症候群時

的主要武器。每當政府或是企業面對著嚴峻的環保抗爭時，決策者常常會

以環境議題的高度複雜性，解決環境污染之道，在於科技不斷的創新與改

進；在此種思維下，政治及社會方面之價值觀，如民眾參與、社會公平及

環境與生態的均衡發展，都遭置之一旁而無暇顧及(徐世榮、許紹峰，

2001:108)。此種情形，從國內核四建廠、核廢料處置場、濱南工業區、美

濃水庫興建及各鄉鎮垃圾焚化廠興建規劃等，可見一斑。Norgaard（1988:610

）亦認為，這種科技決定一切的論點，其實是受到社區民眾的強烈質疑及

反對，因為他們已逐漸體認科技所帶給人們的負面影響。 

     

在民主的社會裡，民眾對於環境工程開發決策完全由科技專家決定，

自己反而被排除於決策過程之外的現象，往往是不能接受的，許多草根性

的環保抗爭或是社區運動不斷的風起雲湧，他們用直接的抗爭行動，來表

達其內心強烈的不滿。因此，由某個角度視之，這些抗爭行動可以被理解

為，民眾想要向官僚體系及科技專家取回他們自己的政治權力，重拾一個

自己能夠治理的社區（徐世榮，2001：136）。而這亦是 Goldsteen＆

Schorr(1991:218)在進行三浬島核電廠事件研究中所強調的：在決策過程之

中，當民眾面對環境風險時，民主的參與是絕對有其必要，科技的決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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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併入民主的過程當中，而當正規的政治管道無法容納他們的參與時，

來自於民間社會的直接行動，或許就成為民眾不得不採行的手段。 

 

根據顧忠華及鄭文輝（1993：11-16）研究指出，現代社會其實已進入

「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25的年代，科學家面對日益複雜的高科技，不見

得能預測所有技術應用所產生的後果，且技術應用又具有延遲效果(delayed 

effect)，因而預測風險能力降低，使得高科技產業成為最大可能風險的製

造者。換言之，科技的不確定性（例如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核能電廠

等鄰避設施規劃設置產生之影響），使得科技專家難以保證其有足夠的資

料以預測風險(蕭代基，1996：41)。就鄰避設施而言，當地方居民犧牲自

我利益，來成就社會大眾不可或缺之福址時，涉及的不僅是鄰避設施風險

性預測(針對開發案對環境、民眾心理、健康及財產等影響之預測)，更涵

括公平正義的價值(成本、利益不對稱分配、環境生存權的平等)，如此複

雜的決策，不單是科技專家的知識所能提供(Dah1,1998:31-32；王茜霈，

2005：11)。 

 

環境社會學者 Schnaiberg＆Gould（1994:4-5），將工業資本主義開發行

為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污染等威脅，不公平分配於社會中，導致不同社會

群體間的衝突（如誰是污染者？誰是被污染者？主張開發者與反對開發者

的衝突），認為是環境與社會間持久性的衝突，除非我們能改變目前生產模

式與生活型態，否則這些衝突是不可避免的。因此唯有將環境議題重新放

置於政治經濟的分析脈絡，以瞭解哪些環境破壞會被限制？哪些不會？哪

些人擁有決策權？哪些人被排除於決策過程之外？哪些人因這些決定而受

害？哪些人因而獲利？如此我們方能更深入瞭解環境與社會間的衝突問題

。 

 

四、鄰避衝突化解對策之探討 

鄰避設施遭到反對的原因錯綜複雜，諸如：設施帶來污染的環境風險

、負外部性，民眾對政府設施選址不公平分配，及公平參與社區環境自治

                                                 
25 顧忠華及鄭文輝（1993，11-16）、顧忠華（1994：58）指出，「風險社會」所揭露現代的

「風險」絕非單純技術性問題，它涉及十分複雜的社會溝通與決策過程，不但社會的組織

方式、發展階段和知識水準，都對風險的型態和層次有決定性的作用。其具有四項特質：

1.鉅大且影響廣泛而深入；2.難以認知性；3.難以計算性；4.決策決定性。傳統的主要風險

，例如地震、水災、颱風，其發生與否都是人類無法預測及決定，而現代風險有許多是在

決策前就可預測知道的，例如在決定製造核電廠時，政府應該知道核電廠在何種情況之下

將會發生災變。在這種情況之下，風險已經不再是意料之外的「潛在的負面效應」，而是

任何一項決策所必然包含的「利」、「弊」得失兩面中之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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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遭到漠視，以及對科技專家所做的環境影響評估、公害原因鑑定等，

抱持懷疑態度；此外，對開發單位降低環境污染、維護環境品質的誠意，

及政府與開發單位是否有利益酬庸關係的質疑等情況下，當地居民反對設

施之設置是可預見。欲化解鄰避設施與社區間之衝突，必須先降低當地民

眾反對設置之因素著手，因此政府應透過適宜的政策工具，使居民不再認

為自己是受害者；如何降低民眾對政府、開發單位產生不信任的問題（丘

昌泰，2002：45），不但可化解設施設置阻力，亦能達成促進公平正義的功

能。 

 

國內、外學界對於鄰避現象問題的研究文獻相當多，從鄰避設施之研

究對象而言，諸如焚化廠或廢棄物處理設施（Rabe,1994；李永展、翁久惠

，1995；李永展、陳柏廷，1996；李建華，2001；呂春香，2004；譚鴻仁

、王俊隆，2005）、電力設施（許哲雄，2003）、工業區（丘昌泰，1998；

湯京平，1999）、交通設施（林茂成，2001；湯京平、翁偉達，2005）、殯

葬設施（楊國柱，2003）等；但就該設施的研究途徑而言，目前已有許多

學者嘗試從不同的途徑進行衝突解決之研究，如衝突管理（李永展，1998

；湯京平，1999；許哲雄，2003）、公共政策（Rabe,1994）、空間規劃（李

永展、翁久惠，1995；李永展、陳柏廷，1996）、民主參與（陳俊宏，1999

；李建華，2001；王茜霈，2005）、環境風險管理（曾明遜，1994；丘昌泰

，1998；呂春香，2004；譚鴻仁與王俊隆，2005）、環境經濟（蔡宗秀，2004

）等。本研究歸納前揭各學者衝突解決研究途徑採行之對策如次： 

 

（一）經濟誘因 

此對策重點在於如何以金錢、非金錢補償或其他回饋的方式（如賦

稅減免、提供社區公共設施等），減輕設施周邊居民的損失，以降低居民

的抗爭，抵銷設施產生的負面影響(蕭代基，1996:44)。許多學者認為鄰

避設施設置過程中，透過經濟誘因解決衝突，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能提高居民接受度，降低民眾抗爭及增加設置的機會(翁久惠，1994：12

；陳柏廷，1994：13；蕭代基，1996:45；李永展，1997：76、1998:39)

。但李國豪、馮國豪（2001：12-13）指出，回饋制度之法制化與合理化

的補償辦法，將有助於改善鄰避設施糾紛之解決；但並非所有鄰避設施

周邊民眾對設施的支持度，都會隨著補償金的增加而有所提昇。例如：

蘭嶼達悟族人寧可不要補償金與回饋金，亦要求核廢料遷出蘭嶼。黃德

秀(2001：17-18)發現，民眾比較希望能在計畫實施與設施規劃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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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了解公部門在做些什麼？而不僅只是以後續回饋的方式來彌補民

眾。 

 

（二）民眾參與 

民眾參與是藉由民眾與政府官員及專業決策者溝通之機會，進而使

民眾意見能影響決策之過程 (李永展，1998:39)。Arnstein（1969:216-217

）依公民參與決策及公民參與的影響程度，建立公民參與階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將公民參與的形式分成以下八種（如表 2-3）：

政府操縱（Manipulation）、治療性（Therapy）、資訊告知（Informing）、

諮詢（Consultation）、安撫（Placation）、伙伴關係（Partnership）、授權

（Delegated Power）與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Arnstein 對於公民參

與程度的認知與分類，認為由政府主導的諮詢會議及團體集會等，雖有

邀請民眾參加，但實際過程仍多由政府所操縱，此種參與方式，實乃一

種政策宣導及教育性質，民眾無從表達，在 Arnstein 的「公民參與階梯

」分類中，其參與程度幾近為零，屬於「非參與」。至於，如公開說明會

、民意調查、地方會議及公聽會等方式，其目的則主要在於資訊的告知

、意見諮詢與協調安撫，公民能獲得相當的資訊，並且提供意見，但意

見能否受到重視甚至被採納，則非民眾所能掌控，在公民參與程度上，

屬於「象徵性的參與」。公民的意見，如能於決策過程中實際的參與，並

獲得重視，方屬於真正「公民權的參與」，依其參與及對決策影響的程度

多寡，可分為地區組織或利益團體與政府間伙伴關係的運作、地方民眾

對於政策方案的功能控制或行使否決權、以及地方政府與當地民眾完全

的主導控制等三個不同的參與層次（王芳筠，2004：19）。其中由民眾主

導控制，是公民參與涉入程度最高，對決策最具有影響力的參與階層，

政府權力於此完全無任何影響運作空間。 

表 2-3  公民參與階梯 

層次 公民參與程度 參與階層 參與方式例證 

 非參與 政府操縱 公民諮詢會議 

2  治療性 作為教育過程的團體集會 

3 象徵性的參與 資訊告知 公開宣布、說明會 

4  諮詢 地區會議、公聽會 

5  安撫 公民顧問協助議會的合作程序 

6 公民權的參與 伙伴關係 地區組織、利益團體政治 

7  授權 方案的功能控制、否決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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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民控制 地方政府/控制 

資料來源： Arnstein(1969: 217)及王芳筠(2004：20) 

 

譚鴻仁及王俊隆（2005：110）認為民眾在面對鄰避設施的設置時，

普遍未能符合正式的參與管道（公民權的參與），而多半以召開說明會、

問卷調查等非正式的參與方式（象徵性的參與）來表達意見；甚至於設

施規劃後，政府才以被動方式，告知當地居民，剝奪民眾於體制內參與

決策的權利，將促使其投身體制外的抗爭行動中。因此，藉由民眾實際

參與決策權利之設置，使民眾在鄰避設施設置過程中，事前能監督或參

與決策之作成，事後亦可確保決策合法性之機會，此種參與模式，不但

符合現代民主政治的潮流，亦可避免行政官僚或利益團體的專斷，更可

化阻力為助力，集思廣益以作成較佳的決策，有助於鄰避衝突之緩和(曾

明遜，1995a：20；李建華，2001：11）。 

 

（三）風險減輕方案 

主要透過改善鄰避設施對環境產生風險，以減少當地居民反對的阻

力，但風險減輕方案能否被社區居民接受，必須視鄰避設施可能產生影

響之程度不同，及資訊的提供有相當程度之關係。該方案可分為下列三

種（曾明遜，1995c：27；蕭代基，1996：44；李永展，1998：38-39）

： 

 

1.安全與環保管制標準：屬於傳統的政策工具，設施若能符合安全與環

保標準，減低營運時發生意外、污染損害之機率，而環境影響評估制

度之目的，即在確保規劃中之設施可滿足各種標準，以幫助社區居民

降低對鄰避設施之疑慮。 

2.環境監測：為使鄰避設施的興建、營運符合安全保證與環保標準，政

府須派員，或由開發單位定期監測，當地居民亦能委託專業團體或環

保團體進行不定期監測，以提供民眾必要訊息，降低民眾恐懼之心理

。 

3.環境保護協定：此方式早先援引「日本公害防止協定」26，用以補足法

律規定之不足，透過政府或地方環保團體與企業簽定其具時效性之環

保協定27，明訂鄰避設施設置後須提供的安全保證、環保標準、監測、

                                                 
26 有關於「日本公害防止協定」之詳細規定內容，請參閱劉宗德（1998）所著之「日本公

害防止協定之研究」。 
27 台灣水泥公司計畫於蘇澳擴廠，宜蘭縣政府為避免產生公害糾紛，於 1992 年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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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與違約處罰等事宜，若未達標準則須立即停止該設施之營運

，俟符合約定標準後方能繼續營運。國內於 2002 年 6 月 26 日公布實

施之「公害糾紛處理法」中，已將前揭「環境保護協定」的規定及協

定內容予以法制化。因此，事業機構得與所在地居民或地方政府簽訂

環境保護協定，防止公害之發生。 

 

（四）生產結構之調整 

      主要透過節能或提高能源使用措施及資源再利用方式，以減少鄰避

設施規劃設置數量，有效杜絕民眾衝突政策工具。此方式可分為下列二

種（曾明遜，1995b：25-26）： 

 

1.能源綠色化：積極研發太陽能、風力、水力與地熱等「綠色能源」，並

有效利用，減少對煤、石油、天然氣、核能等能源之倚賴，避免對環

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藉由適當調整能源使用結構，並引進先進國

家的能源技術和設備，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以達減少能源鄰避設施之

設置數量。 

2.廢棄物資源化：傳統「用過即丟」之消費習慣，與忽略「資源再利用

」的生產過程，造成嚴重廢棄物污染與環境資源耗竭。因此，必須透

過生產事業機構配合調整產業生產結構方式，如源頭減量及綠色生產

，勵行「資源回收、再利用」，以達廢棄物減量之目的，如此可大幅減

少設置最終掩埋場之須求。 

 

此項措施亦符合 Heiman（1990:359）所謂：地方反對有害廢棄物設

施區位，不應歧視性描述為一種偏狹的“不要在我家後院＂之觀點，反

而是“不要在任何人家後院＂草根性行動主義的湧現，其目標在徹底執

行「零」環境廢棄物排放，及有毒事業廢棄物之生產與製造。此外，他

認為資本家未在源頭從事預防和產量控制，反而質疑末端廢棄物處理和

處置計畫之設施區位，遭地方社區質疑的適當性；而地方社區的環保運

動過程，亦能凸顯寬廣的改革力量，或許實際上能提出資本家擴張資本

及集約生產過程中對他們所受到之威脅。 

                                                                                                                                   
與該公司簽訂「環境保護協議書」，雙方共同聘請環境監督委員會，監督環境協議執行，

以確保宜蘭地區環境品質、地方民眾福址及產業發展。此外，台灣工程塑膠公司為確保五

輕能順利設廠，亦於 1980 年 5 月 17 日與高雄縣政府簽訂「環境保護協議書」，目的為保

護地區住民健康，保全生活環境，促進地區住民之福祉，謀求公害防治的合理措施；內容

包括：高雄縣政府有監測並要求改善工廠的權力，五年內台灣工程塑膠公司給予定期捐獻

，金額用途另訂，並依污染物排放總量及水電用量收費（黃德秀，200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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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綜上所述，環境正義運動歷經幾十年的發展，已經成為美國社會普遍

接受的一個政治概念，並進而成為法律概念及重要法律制度的雛形，對推

動美國現代民權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發展，產生極大的功效。環境正義概

念不僅著重在解決現實存在國內族群、性別、階級、地域的公平問題，同

時亦兼顧了國際間及世代間的公平問題，所以它具有研究和推廣的價值。 

 

環境正義所關注的是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社會每一群體均對自然環

境享有平等使用權；尤以反對社會強勢群體（政府或資本家）對弱勢族群

（少數民族或邊陲地區居民）在非自願情形下，進行具有環境風險設施（

如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焚化廠、核電廠等）之不公平分配及剝削行為，引

發環境不正義的問題。 

 

尤其，鄰避設施規劃設置是否會帶給鄰近社區環境污染的問題，此涉

及高度科學的風險性與不確定性。政府對前揭政策問題的界定與決策，常

透過科技專家或專業的技術官僚負責主導，社區居民在資訊不足及不確定

性等障礙下，訴求及政策建言不易受科技專家或技術官僚接納，受害意識

日昇；另方面，因參與管道不足，信任差距加大，激發居民參與環保抗爭

運動之行動意識（廖坤榮、陳雅芬，2005：45）。但是環境問題的複雜性

包含的不僅是專業的評估，還涉及公平正義等多元價值；科技專家或技術

官僚是否有足夠資訊評估環境風險，考量當地居民的權益，以維持決策體

系的公正客觀，避免有利於其科技體系與所欲確保的價值，尤其將原屬於

民眾必須積極參與的政治議題，轉變為科學及技術的問題，並以科技專業

的理由，阻止居民的參與，亦是造成「鄰避」衝突無法消弭的主因（陳俊

宏，1999：100）。 

 

因此，社區民眾反對鄰避設施設置之原因，往往可能不僅只是單一因

素所致，經常涉及社區民眾對鄰避設施是否存在主觀認定，更會隨著資訊

的流通而時有變動，鄰避設施問題牽涉的因素錯綜複雜。但許多鄰避衝突

抗爭與環境正義的問題往往相互結合，因為考量弱勢族群是否被迫承受更

多鄰避設施，而引起外界廣泛的重視，得以結合主流環保團體，發展成草

根性環保運動，促使政府正視鄰避效應的社會與政治意涵，並企圖從制度

面改善鄰避設施決策的程序正義與公平性，或重新檢視政策必須性，及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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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施（如焚化廠、核電廠等）被替代的可能（湯京平、翁偉達，2005：

144）。是以，鄰避衝突之紓解，除可從經濟誘因、民眾參與及風險減輕方

案等，綜合層面加以考量外，如何消弭設施設置過程環境不正義之肇因，

亦是一種化解衝突的途徑。本研究將以美國環境正義理念實踐經驗為借鏡

，並透過理念的建構，以期消弭國內環境開發過程中於程序、地理及社會

上的不正義（公平），消除強勢族群或團體對弱勢者的環境迫害，使弱勢族

群的基本環境權得以獲得保障，紓解民眾與政府或開發單位間之衝突。本

研究衝突解決之方式，雖與前揭諸多學者對衝突解決之研究途徑不同，但

各該研究途徑所提出之解決對策，部分已隱含環境正義理念所關注衝突紓

解之議題（如民眾參與社區決策權、廢棄物生產源頭控管及生產結構的調

整以符合永續環境等），亦可提供本研究進行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紓

解及個案實證分析的參酌觀點。 

 
 
 
 
 
 
 
 
 
 
 
 
 
 
 
 
 
 
 
 
 
 

 41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