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環境正義理念實踐之探討 
 

從前（第四）章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個案分析中，即可

清楚明瞭地方住民抗爭的歷程及訴求，與開發業者及台南縣政府在個案申

請設置及開發決策過程中，所呈現環境不正義之關連性。本章擬接續進一

步建構，並推導出在地住民因環境權的被剝奪而從事抗爭運動，所衍生對

「環境正義理念」的主張，並研提地方政府進行環境開發決策時，如何透

過環境開發審議制度及法令結構的變革，作為遵循實踐「環境正義理念」

之方式，來改善決策制訂的思維，俾以消弭掩埋場設置因不正義造成的衝

突爭議。 

 

第一節   環境權的被剝奪與鄉民的主張 

 

環境正義的議題起始於 1980 年代的美國，依據第二章環境正義運動之

探討中，得以瞭解該議題係關注解決美國有害廢棄物處理設施大量不成比

例設置於少數有色人種社區，及強勢群體對弱勢族群在非自願情形下，進

行的環境剝削與迫害，引發環境不正義的問題。反觀國內探究此議題，雖

無面臨種族歧視問題，但仍存在以原住民或偏遠、邊陲地區居民為主的弱

勢族群，遭政府或資本家（開發業者）在鄰避設施選址或開發決策時，僅

考量成本效益及抗爭阻力最小原則，經常未能兼顧實質正義（公民環境權

）及程序正義（社區自主權），使其蒙受環境風險的不公平分配及剝削，導

致邊陲鄉鎮地區居民的環保抗爭運動，面對環保主管機關未能立即有效處

理，激化成為高衝突性的自力救濟行動，形成國內環境運動一項重要特徵

－即邊陲鄰避效應的激烈化（葉穎超，2003：36）。而前述第三章第四節雲

林縣林內焚化廠及嘉義縣大林焚化廠設置衝突個案，地方居民抗爭的訴求

與行動，即是抗議政府與廠商的程序及地理不正義，遂行其焚化廠開發決

策合法化，並進一步追求民眾參與社區決策的自主權，居民的訴求主張符

合環境正義理念暨邊陲鄰避效應之衝突實例。此種現象與美國少數有色人

種社區遭環境迫害的情形，如出一轍；因此國內仍存在環境正義的議題，

值得本研究予以深入關注及探討。 

 

環境正義主張環境權的平等，任何人或群體對於自然資源都有平等的

享用權；尤其，反對弱勢族群的家園被當成主流社會廢棄物或資源剝削的

場所，除要求消極的替弱勢族群爭取其權益外，更積極的堅持應從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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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面作改善，防止不當的自然資源剝削行為與危害環境廢棄物生產及擴

散。因此，產生不平等狀態的環境議題，正是環境正義所關注的議題。但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環境正義可為居民的抗爭運動提出立論基礎，是否所

有類似鄰避設施設置的抗爭事件，皆可以環境正義的觀點來加以詮釋，換

而言之，是否所有的反廢棄物處理設施（如焚化廠、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抗爭事件皆是在環境不正義的情形下，在地住民基於捍衛自身權益而發起

的抵制行動。由於國內環境政策本身的制度性缺失，使民眾的意見無法在

政策決策過程中，獲得應有的尊重與表達權利。在缺乏民眾參與的管道，

以及政府部門的官僚心態下，儘管廢棄物處理設施可為當地有效解決廢棄

物處理問題，甚至其配套的回饋制度亦能協助當地公共設施的改善，然而

該設施的興建卻常被在地居民質疑為「官商勾結」或抗議其「黑箱作業」（

葉穎超，2003：29），究其癥結在於在地住民往往事後才被告知及被迫接受

「不平等」開發決策的安排，在這樣的情況下，無論居民的抗爭意識是源

自於保衛自身居家環境的「鄰避情結」82，抑或出自於抗拒政府或資本家不

公平的環境剝削，藉由激烈的訴求與行動所展現的環境價值意識，即對於

環境權平等及環境保護的重視，皆可與環境正義理念予以詮釋。 

 

無可諱言，「環境正義」的論述雖看似存在個人意識層次的認知，對於

「環境正義」內容的認定，往往會隨著個別群體主觀的認知差異而產生不

同的詮釋結果。因此，面對 1991 年美國舉辦「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領

袖會議」討論通過 17 項「環境正義」的基本原則，如何凸顯其明確行動的

指導方針，以呈現出具體理念的意涵，經簡化歸納出與本研究議題有關「

環境正義」的 5項理念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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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平等參與環境開發決策權及擁有社區

自主權、（五）尊重所有社區公平享有自然資源的權利。其中前三項原則即

屬環境正義運動中訴求的公民環境權；後二項則為社區居民自主權之訴求

，同時可兼顧 Rawls 在『正義論』所強調之「實質正義」及「程序正義」。 

 

本研究經由東山鄉反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抗爭運動之研析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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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正義理念」的主張。 

 

                                                 
82 鄰避情結之意涵，詳見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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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弱勢居民反環境剝削的控訴 

     

按 Rawls 所強調「公平就是正義」觀點，其揭櫫二項正義原則之一中

的「差異原則」，就是要合乎「使社會弱勢成員獲取最大的利益」，並可透

過社會的再分配或補償程序，使弱勢成員能取得較平等地位；亦即促使公

部門官員在權衡鄰避設施決策的公平性上，應參酌採納最少得益的經濟與

社會族群成員利益最大化，不因社會多數人享受較大的利益而正當化少數

人的犧牲之原則。東山鄉反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抗爭運動，係發生於一個

經濟發展相對落後的邊陲地區，由於青壯人口大量外移，使當地多數固守

世居農地的老弱婦孺成為名符其實的弱勢族群，此種現象於場址所在地「

嶺南村」更是明顯。而永揚及南盛隆公司選址於嶺南村設置掩埋場，除顧

及成本效益因素外，最重要的癥點在於該場址位處偏遠山區的窪地，且現

居東山鄉民多數以老弱婦孺為主，不易引起強烈的抗爭。因此，二掩埋場

業者開始進行場址選定或購地過程，均暗中秘密作業，刻意隱匿實情，避

免地方住民知情而逢生變數，完全忽略該場址一旦完成申設程序，接踵而

來的各種風險，包括財產風險（如地價下跌）、環境風險（如地下污水流入

灌溉溪流、場址鄰近水源集水區）等都必須由掩埋場鄰近住民加以承擔。

誠如，Lake（1996）所言：對於產生環境危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選址之決策制定過程，民眾應可充分地發出聲音以

表達意見（轉引自葉名森，2003：97）。但開發業者面對前揭風險疑義，從

未主動向在地住民告知，並提供雙方適當對話、討論管道，甚至一般鄰避

設施設置案常見的「回饋措施」亦避而不談，卻以強勢態度進行掩埋場申

設程序，使在地弱勢住民在非自願及資訊封閉的情況下，矇受不公平環境

風險的威脅。 

 

由此可見，如依循 Rawls 正義原則中「差異原則」的主張，永揚及南

盛隆掩埋場業者一開始選址決策表現出「漠視弱勢居民環境權益」的思維

，就已明顯呈現出程序及地理不正義。東山鄉反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抗爭運

動，可視為邊陲地區的弱勢族群，為抗議政府部門的決策不當、開發業者

刻意欺瞞於水源保護區設置掩埋場之行為，避免其生活環境遭到污染，捍

衛供應大台南地區飲用水源安全無虞—免除烏山頭水庫集水區水源遭受污

染危害，激起環保團體紛紛主動協助弱勢在地住民與政府與資本家進行對

抗展現的堅持與決心。在地住民藉著籌組自救會吶喊「政府圖利業者」、「

掩埋場污染環境」及「捍衛清凈水源」等訴求，來形塑他們對生活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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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與保護，以及兩者（政府與資本家）強勢入侵造成的環境剝削，避免

生存環境遭破壞。此訴求隱含著環境正義所強調，停止對弱勢族群所處生

存環境的剝削與破壞，及不因政策開發行為承受環境風險之理念意涵。 

 

（二）設置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能否解決大量廢棄物問題之迷思？ 

 

回顧國內事業廢棄物處理政策趨勢，以往中央政策專家對事業廢棄物

處理的重點，置於探究這些廢棄物中，「誰」是製造者、「哪裡」製造、「數

量」多寡、「如何」杜絕非法棄置及「鼓勵」設置最終掩埋場解決需求等問

題，較少探究這些廢棄物對人體健康以及環境品質所造成的實質影響。從

中央政策專家的觀點而言，「事業廢棄物」是工業化生產過程中，不可避免

的副產品，亦是資本家追求利潤過程中，所必須承受的代價。既然事業廢

棄物的產生無可避免，且數量急遽增加，推動回收再利用措施緩不濟急，

而解決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如何制訂一套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場設置計

畫，除可有效地處理大量事業廢棄物外，亦可併同解決垃圾焚化灰渣掩埋

去處問題。因此，儘可能地鼓勵公民營機構興建事業廢棄物掩埋場，便是

解決廢棄物問題的當務之急。 

 

然而，反對興建事業廢棄物建掩埋場的自救會及環保團體成員卻提出

一種完全不同的觀點： 

 

「事業廢棄物不一定要透過掩埋方式來處理，可否比照一般垃圾方式，

要求廢棄物製造者落實源頭減量或回收再利用，如此就可以大幅降低

事業廢棄物之數量，減少掩埋場設施興建的需求量。」（A-01） 

 

「台南縣政府從未正視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對當地環境產生危害的嚴

重性，並嚴格要求事業廢棄物生產機構承擔廢棄物減量、回收再利用之

責任，否則僅為解決轄內掩埋場地不足的燃眉之急，而大量受理業者興

建事業廢棄物掩埋場，並非解決廢棄物問題長治久安之計。」（C-01） 

 

自救會及環保團體成員提出此一事業廢棄物處理的觀點，彰顯長期以

來，政府對事業廢棄物處理政策著重於掩埋處置、污染控制的末端管制處

理，思考上的一個盲點，似乎認為大量興建掩埋場即能解決問題，而未從

根本理解在工業化生產過程中，廢棄物製造所付出的環境成本，並要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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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承擔處理廢棄物之責任，透過調整產業生產結構方式，重視廢棄物生

產源頭管制，因而忽視了環境主義關於「減量」(reduce)、「再利用」(reuse)

、「回收」(recycle)等面向的重要性。因此問題的癥結不是要以什麼方式

來處理廢棄物，而是必須將廢棄物的製造，放置在整個工業生產關係的網

絡之中來分析，基於生態體系互依性(interdependence)的前提，尋求一套

將人為破壞生態體系的危害降至最低的生產關係（陳俊宏，1999：107-108

）。除非事業廢棄物之減量、回收及再利用，可以全方位的實施並達致「零

廢棄」最大的成效，否則興建掩埋場並不能完全解決事業廢棄物對環境危

害的隱憂。 

 

就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案而言，台南縣政府對此設施設置決

策之思維，係如何儘速解決事業機構產生龐大的廢棄物，避免造成日後無

處可處理之窘境，影響產業正常運作；至於事業廢棄物源頭減廢、回收、

再利用政策之推動或執行成效，可能以事關中央執掌事項，非屬其地方治

理職權範疇為由，反而是易於被該府忽略的議題。由此也發現一個重點，

依循這種決策思維脈絡，即該府對於目前的工業生產方式給予極力的維護

，反而將原本應由事業機構自己須承擔處理事業廢棄的責任，轉嫁給東山

鄉嶺南村等少數住民來承擔。這也就是說，真正問題的焦點反而被忽略掉

了，地方環境污染與環保抗爭問題，往往被化約成掩埋場設施區位選址不

當的問題，原本的工業生產方式及資本積累模式仍然是維持不變。然而，

究其根源，掩埋場之設置已屬問題處理之末端，當政府的政策不在源頭多

下點功夫，減少工業生產產生排放出來的廢棄物時，其所造成的後果，反

而是由那些位於偏遠地區或鄰近場址所地受害最深的居民承受，此與環境

正義的理念是相違背的。例如，事業廢棄物問題未必完全要靠興建掩埋場

來解決，從生產源頭減廢、資源回收及再利用都是可行的替選途徑，但該

府對事業機構宣導執行這些替選方案的努力程度如何？值得加以重視。如

地方政府未能正本清源，正視問題源頭（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以大量設置

最終掩埋場作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之決策思維，如此一來，卻將問題留待

給地方社區來解決時，可預見的結果將是一場環保抗爭問題的產生。因此

，自救會及環保團體提出此廢棄物處理之新思維，隱約表達希望能維護自

然環境永續使用，避免遭人為不當開發破壞，剝奪未來世代人類享有自然

資源之權利等環境正義理念的訴求。 

 

（三）東山鄉環境開發的濫觴－失當的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解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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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籍立委郭添財曾於立法院中向行政院提出質詢指出：「台灣省自

來水股份有限公司於山上鄉建築攔河堰，收集曾文溪及蔡寮溪之水淨化後

做為自來水使用。攔河堰設立後，上游之鄉鎮劃定為水源保護區，其中曾

文備用取水口到玉峰攔河堰 48 平方公里保護區已正式公告解編，然而山區

6個鄉鎮仍在保護區內，其中楠西、玉井全鄉均為保護區，妨礙地方經濟發

展甚鉅。由於玉峰攔河堰所攔截的水質已不符飲用，經濟效益不佳，相關

單位除應儘量規劃部份工業用水外，亦應盡速移轉供水用途，以利當地經

濟發展，保障居民生活權益」。爰此，建請水利署應儘速針對玉峰攔河堰以

上曾文溪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進行解編之具體規劃，以真正維護地方均

衡發展及保障當地居民之生活權益（立法院公報，2004：271）。 

 

然而細究立委所關切「以利當地經濟發展、保障居民生活權益」的質

詢內容的重點，並常以某某取水口的水質已不符飲用為由，要求水利署解

編取水口上游的保護區，而非要求調查水質被污染的原因並將以改善，實

難令人理解。更進一步探究，民代所謂的妨礙地方發展，非將之解編不可

的自來水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究竟限制了哪些人的開發行為，值得予以

省思？事實上，保護區所限制禁止的行為是一些會傷害水源水質水量的行

為（參照自來水法第 11 條規定），而非全盤性管制當地住民土地使用權。

雖此管制行為並不受地方住民歡迎，但民代所謂的保障居民權益，其實是

要保障被受管制行為的開發業者權益。此可從經濟部 2001 年 2 月 7 日公告

廢止「急水溪水系新營淨水廠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後，東山鄉二座事業

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案，隨即於同年順利通過台南縣政府環評審查，獲得映

證。 

 

依東山鄉自救會抗爭運動的歷程觀之，永揚及南盛隆掩埋場開發案得

以順利通過環評審查之重要關鍵因素，除台南縣環保局明知場址所在地原

屬水源保護區禁止設置掩埋場，仍不當受理業者提出的環評說明書外，與

經濟部水利署事前公告廢止「急水溪水系新營淨水廠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

」，似有相當的關連性。因此，經濟部水利署檢討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解編

政策，究竟有無提出相對應的防杜水資源保護區，可能遭到恣意開發破壞

因應措施，抑或僅是順應民意要求，全面性解除管制使用之立論思維，似

有商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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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易見，該署所謂順應「地方要求」及「限制地方發展」的解編理

由，其實如同必須正視前揭立委所提出解編玉峰攔河堰以上曾文溪自來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之建議案如出一轍，顯然是屈服於各級民意代表，建議解

編之壓力下，主動配合將「急水溪水系新營淨水場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

全面棄守使用管制的作法，卻不思如何研擬相關因應保護或改善對策，避

免遭不當人為開發破壞，如此失之嚴謹的解編政策，誠如看守台灣協會研

究員謝和霖所謂：究竟是保障地方居民權益，抑或使擬從事受管制行為的

開發業者獲益？（謝和霖，2003） 

 

事實上，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場址不但蓋在山坡地上，場址區位

更是地下水源豐沛，與烏山頭水庫水源區僅數百公尺之隔（台灣日報：

2005/2/6，A12）。在地住民惶恐灌溉的溪流上游設置二座掩埋場，一旦污

水滲入灌溉水源，將使他們種植的農產品遭受污染威脅，更讓他們畏懼掩

埋場對水土保持造成破壞，使他們居住環境遭受土石流的威脅（中國時報

：2003/5/27，C2）。除此之外，自救會與環保團體所訴求掩埋場的設置，

恐將影響烏山頭水庫集水區水源，進而威脅大台南地區民眾用水安全的疑

慮，渠等訴求與追求永續環境及公平享有自然資源權利的環境正義理念不

謀而合。但主管機關縱使明知開發業者針對該疑義已委請學術專業單位提

出「掩埋場無滲透之虞」之監測結果（中華日報：2007/9/22，B5），卻因

受開發業者環評說明書涉嫌造假及環評委員遭控訴瀆職等事件影響，嚴重

斲喪政府環評制度的公信力，唯恐被影射有圖利業者之嫌，而選擇不願對

外界公開說明該監測結果的消極態度。 

 

是以，環保團體曾經更貼切的形容，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興建，

凸顯政府單位不當解編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造成水資源及環境破壞弊端

的浮現，進而導致烏山頭水庫水資源恐將受到污染的主因。這些都足以與

環境正義理念中所關切的「民眾不因政策開發行為承受環境風險」、「尊重

所有社區公平享有自然資源的權利」等議題相連結。 

 

（四）不再具有說服力的科學與專家治理 

 

按環境影響評估之定義為：「指開發行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

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度及範圍，

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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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公開說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83，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條中明確說

明其為「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

目的」而制定該法。從上述的定義及立法目的觀之，環境影響評估係透過

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檢視開發行為可能帶來的環境影響，並經公正

客觀的審查機制決定開發案是否可行，俾減輕或預防所造成的環境衝擊（

王茜霈，2005：16）。由於長期以來，環境問題涉及科學的不確定性及科技

的複雜性，且無論是科學或科技都屬於相當專業的學問，非一般民眾所能

理解，只有藉助專家才能理解及評估環境的風險，以制定出理想的環境政

策，形成以專家科技為主的政策決策導向，而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中環評審

查委員會的組成，就是因循此理念所建構「專家治理」為主導的審議機制

。 

 

然而，根據徐世榮、許紹峰（2001:126）研究指出：「國內環境影響評

估制度，仍然是以科技決定論為其最主要之根基，只要是科技所認可的，

一般民眾似乎皆無置啄的餘地，因為科技所代表的是客觀及中立的立場。

這樣的立論卻存在相當大的問題，最主要的乃是科技其實也隱藏著許多重

要的價值選擇，這也就是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一直無法建立起其公信力的主

要原因。」反觀東山鄉反掩埋場抗爭事件，自救會發現永揚掩埋場環評說

明書內容涉嫌製作不實，增加設場對環境的風險性，曾向台南縣環保局陳

情，卻未獲該局重視並積極回應，嗣經台南地檢署檢察官主動偵查，認定

永揚公司所提的環評說明書有偽造之嫌，而以偽造文書等罪名起訴，顯示

當初通過環評審查之結果仍具爭議，使開發業者原企圖利用科學數據增加

說服力的環評制度，完全無法發揮說服在地住民的效果；同時，現行環評

制度，又賦予台南縣政府掌握環評審查會議「專家學者」之遴聘權，當該

府為貫徹執行興建掩埋場的政策目的時，形同可間接操縱該會議的運作情

況，看在東山鄉自救會的眼裡，自然認為環評會議的「專家治理」僅是為

完成環評的程序，反而讓在地住民及環保團體不斷質疑環評委員草率審查

，甚至以環評過程粗糙為由，向台南地檢署控訴環評委員瀆職、涉嫌草率

審查、袒護業者通過環評，使環評制度所建立公正、客觀的環評審查機制

，其公信力頓時喪失殆盡。 

 

至於，屬於科技產物的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是否因為科技的成分更濃

                                                 
83 參閱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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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而提昇村民的接受度？從本研究個案的觀察結果，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雖掩埋場屬於科技產物，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卻不等於該設施就是

安全的、毫無風險性的，而值得被接受，更何況透過虛偽不實的科學數據

所編製成的環境影響說明書，更難獲得在地住民信服該科技設施是安全無

虞的。誠如某環保團體成員形容，東山鄉掩埋場設施是國內環保團體 2007

年票選公認最不永續開發案的第二名，其對環境是否產生重大影響？似乎

是無庸置疑。 

 

「東山鄉掩埋場開發案於 2007 年全國 NGO 環境會議，環保團體所列舉

『政府最不永續開發政策』票選活動中，被環保團體票選為『十大不

永續開發政策』之第二名，足見該掩埋場對環境產生的重大危害。」（

C-01） 

 

尤其，在永揚掩埋場環評說明書尚未遭檢察官認定有製作不實之前，

台南縣政府對於自救會與環保團體質疑前揭掩埋場通過環評存在重大瑕疵

之疑義84，總以倨傲的態度回應「必須尊重環評委員會通過的審查結論」，

無法容納自救會等對爭議的不同認識與不同意見，似乎認為環評委員會即

代表客觀、中立的立場，應能審慎洞察環評說明書中複雜的科學知識。因

此，經由專業委員會所通過的環評，意味著開發單位於東山鄉鄰近烏山頭

水庫水源區設置掩埋場，並不會帶來環境風險的疑慮。殊不知，當環評說

明書被司法機關認定有製作不實之嫌後，環評結果的公信力立即受到強烈

的衝擊，自救會義正辭嚴要求撤銷環評決議，讓該府不得不改變回應外界

「俟司法判決結果再做處理」的態度，就如同徐世榮、許紹峰（2001：126

）所謂，環評委員會對於環評說明書中的「科學」，其實也隱藏著許多主觀

的價值選擇。 

 

依自救會及環保團體一再以「搶救烏山頭水庫水源」為由，反對永揚

掩埋場興建，然而永揚公司對於掩埋場是否對鄰近水源區產生污染危害之

爭議，在台南縣環保局要求下，始於 2007 年 9 月提出難以讓自救會及環保

                                                 
84 有關自救會及環保團體指控永揚掩埋場環評說明書內容涉嫌製作不實之事證，諸如：（

一）隱瞞已存在的天然湖泊濕地。（二）地下水流向敘述不實。（三）地質圖上故意標錯場

址位置，嚴重誤導地下水流向判斷。（四）鑽探資料不實，鑽探位置有造假嫌疑，隱瞞場

址地下水豐沛的事實。（五）雨量及水文分析錯誤百出等。（六）隱瞞中國石油公司在東山

鄉大埔段進行之高溫地下鑽探潛能初評報告之地質圖、地質構造說明及地層走向資料顯示

，場址一帶的地質非常不穩，且位於牛稠子斷層上，合理證實掩埋場滲出污水將經由破碎

岩層污染烏山頭水庫（陳顯茂，2005；陳椒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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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信服「掩埋場無滲漏之虞」的監測報告，罔顧當地住民享有安全不受

污染威脅的生活環境與灌溉水資源的權利。甚至，自救會及環保團體成員

明確表達其反對掩埋場設置之目的，亦與追求後代子孫生存環境權的關連

性： 

「為阻止大台南地區飲用水－烏山頭水庫被污染，也為下一代爭取基本

生存環境，必須阻止永揚、南盛隆事業廢棄物掩埋場之設立」（A-01） 

 

「自救會抗爭活動的目的，多少與追求其世代生活的環境權有關」（C-02

） 

 

經由本章前節的整理分析，可清楚的呈現出自救會及環保團體反對設

置掩埋場的思考方式，他們不將掩埋場視為一個孤立的科技設施而加以思

索，反而將掩埋場設置是否影響他們的生活環境連結在一起，以確保他們

擁有永續的生存環境、公平享有自然資源的權利、不受污染的水資源，並

維護未來世代仍能擁有相同生存環境的權益，以兼顧世代正義之生存權。 

 

（五）欺瞞、漠視民意之反噬－公平參與社區開發決策權與自主權的主張 

 

永揚及南盛隆公司除一開始選址購地秘密進行外，從申請設置掩埋場

至通過環評審查程序期間，更是低調暗中作業，此種「先斬後奏」方式，

不願主動與當地住民進行告知、宣導，使居民對掩埋場開發案能在民眾參

與不足的環評程序外，獲得充分資訊的權利，讓彼此能透過交互主觀的溝

通、論述方式，凝聚共識，消弭彼此間對環境風險產生之歧見。甚至，在

設場實情遭揭露、曝光後，永揚公司仍未改變其強勢的態度，於取得設場

許可後所舉辦公開說明會的場合，仍刻意排除在地住民的參與，讓在地住

民一再遭到漠視、矇蔽的情況下，該公司於掩埋場環評說明書所做的民意

調查結果，場址所在地嶺南村民竟高達有六成二的村民贊成興建掩埋場，

如此失真不實、高民意支持度的假象，除有誤導環評委員認為地方住民無

強烈反對意見而通過環評外，亦凸顯該公司寧願冒著捏造不實民調數據的

風險，以達設場目的的霸權心態。 

 

而開發業者會表現出如此強勢蠻橫、漠視民意的態度，此與東山鄉地

方首長及民代未公開表態反對設場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同時與本研究先前

所探討新店安坑事業廢棄掩埋場、雲林林內焚化廠及嘉義大林焚化廠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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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案例相較，尚未出現過地方民代膽敢違逆民意默許業者設置廢棄物處

理設施的景象，格外顯得東山鄉掩埋場設置個案政商關係之密切，亦是造

成自救會及環保團體為何會質疑或聯想地方民代是否收取業者不當利益的

原因。這種情形與經濟部擬規劃在退輔會龍崎工廠興建同性質的南區事業

廢棄物處理中心，卻遭當地及鄰近鄉長與地方民代以唯恐污染二仁溪流域

上游為由堅決反對設置的場景（中國時報：2004/9/16，C2），似乎形成相

當強烈的對比。甚至，自救會曾不惜透過拒投立委選票方式來引起社會大

眾關注，藉此表達對現任民代未聲援其抗爭行動的無言抗議。就如同某位

自救會成員表達村民反對設置掩埋場原因的看法：  

 

「1.環評說明書涉嫌造假，恐有污染烏山頭水庫水源之虞。2.永揚及南盛

隆二家開發業者事先沒有徵詢村民的意見、不願與村民溝通及協調，

偷偷摸摸申請設場。3.永揚公司取得設場執照後，仍然故意矇蔽村民設

場訊息，以不正當、欺瞞的手段召開說明會。…」（B-02） 

 

因此，在地住民發起反對設置掩埋場之抗爭行動，除開發業者環評說

明涉嫌造假外，亦對業者始終矇蔽設場訊息、不願提供村民公平公開的溝

通、協調管道，讓村民一再被漠視、欺瞞結果，所表達的嚴正抗議。致使

地方住民在孤立無援、陳情無助的情況下，自組自救會的方式對抗開發業

者此種程序不正義的行為。 

 

此外，台南縣政府對掩埋場開發決策環評運作過程，受限於當時環境

影響評估法之規定，民眾在第一階段環評程序中，僅能於開發業者通過環

評審查後，於取得設置許可動工前，依法舉辦之公開說明會場合，被動性

告知的參與方式，此時民眾所發表的意見於法規上亦無任何直接的影響效

力；且未能提供民眾參與環評審查的管道，在缺乏地方住民代表審查監督

機制下，易給予該府透過環評審查委員會有權無責之審議機制主導運作之

機會，甚至可能為貫徹掩埋場設置政策護航而偏袒業者，做出影響公共利

益的決定，這也使該府一再回應以環評決議為依歸的說辭，無法獲得在地

住民的信任。 

 

本研究觀察發現，個案地方住民抗爭肇因，簡言之，源自於開發業者

提出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前，並未對設場資訊事先與地方住民雙向溝通、

理性對話；而台南縣環保局於審查過程亦未邀請當地住民或代表就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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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有關事項列席陳訴意見，並隱瞞業者設場事實，嚴重剝奪當地住民

知的權利及表達意見的機會；同時，該局對於當地住民多次的陳情、抗爭

，始終強調依法行政，並將一切的決策歸責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決

議，且未針對當地住民關心切身環境污染等問題，提供有效、公開對話的

空間與機制，適時向當地住民釋疑或採取積極有效的作為，以釐清事實的

真相，以致加深當地住民對其之不信任感，並採取更激烈的抗爭手段，因

而耗費了更多的社會成本。東山鄉反掩埋場抗爭事件，在地住民的抗爭可

說是在缺乏參與管道下，針對開發業者的隱瞞、欺騙及政府袒護業者設場

所發起的反動行為，藉以表達政府及開發業者不尊重住民對地方開發案參

與權及自主權等環境正義理念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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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境開發審議制度及法令結構的變革 

 

從東山鄉掩埋場抗爭衝突事件的發展脈絡觀之，清楚的呈現出目前國

內經濟成長的意識型態仍主導著政府的主要政策，加上資本家與政府部門

間緊密的連帶關係，以及地方民代一反常態的暗中協助，再再凸顯出環境

開發決策過程所呈現環境不正義，致使弱勢地區居民生活區域遭受環境風

險的威脅，導致衝突抗爭現象日益嚴重。尤以前揭掩埋場設施之性質而言

，其代表是可能的污染源及潛在的環境風險，目前政府雖循序漸進倡導源

頭減廢及資源回收再利用之政策措施，藉此減少廢棄物之產出量及掩埋場

之需求量，然而在尚未達成「零廢棄」之事業廢棄物處理目標前，為避免

不可燃之事業廢棄物或垃圾焚化灰渣無處可掩埋的窘境，遭非法棄置而污

染環境或河川水源區，對社會大眾生存環境造成重大的危害，屆時政府得

以透過此說詞予以詮釋掩埋場設置的正當性。因此，事業廢棄物的「零廢

棄」目標能否積極實現，可能並非現階段政府積極關注的問題焦點。但不

可諱言，在實現「零廢棄」目標前，該設施可能也有達成公共利益的作用

，且難以否定其設置的必要性與迫切性。換而言之，基於公共利益的達成

，儘管掩埋場的設置可能會造成環境污染或水源污染，但其仍然是目前政

府解決事業廢棄物去處問題的重要思維。 

 

既然無法迴避掩埋場設置的問題，為確保掩埋場開發政策的正當性及

可接受性，進而有效降低住民衝突抗爭。本研究期望政府、開發單位等強

勢團體面對此設施環境開發行為時，應深切記取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設置事件衝突肇因之前例，莫再重蹈覆轍，停止對於弱勢地區住民的「環

境殖民」行徑，並賦予其擁有平等的環境權，民主參與社區開發的自主權

，降低其承受環境風險的疑慮，當面臨污染危害時，應得到合理補償或請

求環境回復的權利。如此，方能使政府在制訂環境開發政策決策過程中，

兼顧本研究所謂環境正義理念的實踐，除消極的保障弱勢居民的權益外，

還更要積極的要求事業機構負起調整生產結構的責任，防止不當的自然資

源剝削行為與危害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生產與擴散。 

 

至於，應如何實踐前揭環境正義理念？環境社會學家 Capek（1993）及

紀駿傑（1997a）主張弱勢居民在面對可能的環境不正義時，應該擁有的 5

項基本權利，即獲得充分資訊的權利、公開聽證的權利、民主參與的權利

、請求賠償的權利、污染清除與被破壞環境復原的權利。如此，方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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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居民的自主性、資訊權與參與權的程序正義之外，亦兼顧居民受到污

染危害時應得到的補償，並要求政府或污染者必須負起生態回復責任的實

質正義。此基本權利與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實踐環境正義意旨所強調「

溝通」、「住民參與程序」、「主動提供相關訊息」等方式，亦不謀而合。因

此，為使開發單位及地方政府所為掩埋場選址、開發政策制訂，能兼顧實

踐環境正義理念，使決策結果具正當性及公信力，避免產生環境不正義。

本研究以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個案為借鏡，針對影響開發決

策制訂之制度運作方式，即環境開發審議制度及環境影響評估等法令結構

之缺失，以提出變革之意見，使地方政府進行掩埋場開發決策制訂過程中

，能賦予場址所在地的住民除擁有前揭基本權利外，亦積極宣導並要求事

業機構落實生產結構調整，減少事業廢棄物之產出，作為環境正義理念實

踐的方式，俾能有效消弭住民衝突抗爭。 

 

一、獲得充分資訊的權利 

 

環境政策目標的執行，往往須要多面向的政策手段加以配合，而資訊

的公開是絕對必要的配合措施，因民眾獲得公開、充分的資訊，才能化解

不必要的衝突與相互猜忌，尤其在進行民眾參與及協商程序時，正確的資

訊更是不可或缺；由此可知，資訊公開與否，實乃是民眾參與及協商程序

中成功化解衝突、紛爭與否的重要關鍵（葉俊榮，1997：278-279；李卓翰

，1988：34）。因此，環境資訊的公開，除滿足民眾獲知資訊的權利外，其

本身亦為民眾參與的基礎。 

 

依環保署出版之環境白皮書統計資料顯示，2003 年至 2005 年全國各級

環保機關（含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個案審查件數，於第一階段環評程序

中即審查通過或有條件通過者，其佔總案件數比例分別為 84.6%、83.7﹪及

81.2﹪85，而各該年度實際進入第二階段環評的案件比例僅約 2﹪，由此推

論，絕大多數開發案在第一階段環評程序中即已完成審查作業。無論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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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

                                                 
85

2003 年至 2005 年全國各級環保機關（含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個案審查件數 
項目   ＼        年度 2003 2004 2005 
第一階段環評審查通過
或有條件通過 

77（84.6﹪） 108（83.7﹪） 95 （81.2﹪） 

進入第二階段環評 2 （2.2﹪） 3  （2.3﹪） 2  （1.7﹪） 
認定不應開發 6 （6.6﹪） 9  （7﹪） 12 （10.3﹪） 
駁回或撤回 6 （6.6﹪） 9  （7﹪） 8  （6.8﹪） 
合計 91（100﹪） 129（100﹪） 117（100﹪） 
資料來源：（環保署，2006：357；2005f：361；2004b：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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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等設置衝突個案，皆屬在第一階段完成環評審查

之情形，以往地方住民經常是處於資訊不對稱的情況下，幾乎無暢通的資

訊來源，加上開發單位刻意隱匿設廠（場）訊息，當地住民往往於事後才

被告知實情，自覺不受尊重的不滿情緒，溢於言表，轉而與開發單位處於

對立狀態，亦有經由環保團體之協助，並針對環評說明書或環評本身失當

之處（如資料蒐集不全、評估過程草率）作出批評，導致政府與住民間對

開發決策的正當性與審查結果的公信力產生各持己見的困境。此種情況，

導因於現行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開發單位在第一階段審查通過並取得設

場許可後才舉行公開說明會，致住民無法即早獲得充分資訊，不但「知」

的權利被剝奪，亦無法對攸關其生活環境的開發案表示任何意見；更甚者

，潛在受影響的群眾乃由不瞭解而轉為不信任環評；若開發單位能儘早開

誠布公的主動提供住民相關訊息，將可降低住民的疑慮與不安，增加住民

的信任感，甚至因此減少衝突抗爭的原動力86。 

 

為改善第一階段環評開發資訊揭露不足之盲點，雖政府現已透過法令

修訂要求開發單位將公開說明會提前於編製說明書前舉辦（參閱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準則第 10-1 條規定）外，主管機關於收到開發單位繳交之審查費

後，應將環境影響說明書初稿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會議紀錄公開於

網際網路（參閱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13、15-1 條規定），確保民眾

獲得充分的資訊。但為避免開發單位舉辦公開說明會流於形式，抑或製作

環評說明書未能充分反映民眾的意見之流弊，主管機關似宜透過檢討環境

影響評估法之規定，將開發單位未確實履行前揭資訊公開者納入處罰之規

定，以符合環境開發政策決策透明化的要求。                                        

 

二、公開聽證的權利 

 

國內現行環境影響評估制度採取「兩階段審查制度」，其審查作業流

程，詳如圖5-1，第一階段主要目的在於評估開發行為對環境可能造成的不

良影響及其嚴重性，並審查決定開發案是否應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如評估結果認為不須進入第二階段者，則於作成審查結論公告及舉

辦說明會後即可進行開發作業。因此，進入第二階段的審查程序，代表該

                                                 
86 住民獲得充分資訊權情況下，能否因此降低衝突抗爭？本研究在訪談東山鄉環境保護自

救會總幹事時，他曾感性的表達：「如果開發業者一開始很有誠意跟村說要蓋掩埋場，而

且不耍欺騙的手段，讓村民信任業者所說的話及感受到他們的誠意，我想村民因知識程度

不高，可能就會率性地認同他們蓋掩埋場，不會刻意去找理由去抗爭。」（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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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行為可能對環境產生重大的影響，則須進行實質且複雜的環境影響評

估，包括自範疇界定開始，開發單位應以嚴謹、審慎的態度並參酌有關機

關團體及當地住民等意見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送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理現場勘查及公聽會後提出審查，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完成後，便會

做出是否許可開發的決定87（行政院經建會，2003：105）。 

 

     

 

圖 影響評估審查作業流程圖 5-1  環境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2008，網址：

http://www.epa.gov.tw/ch/aioshow.aspx?busin=336&path=6    
334&guid=facc3c4c-6d31-434b-bb75-90a895799948&lang=zh-tw）

                                                 
87 參閱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7、8、10、11、13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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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避免開發單位製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產生避重就

輕、偏頗不實或漠視當地住民意見等情，原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2 條規定，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 30 日內，應會同環保主管機關、環評

委員會委員、其他有關機關，並邀集專家、學者、團體及當地住民，進行

現場勘察並舉行「聽證會」，並作成紀錄送交環保主管機關。惟該法於 2003

年 1 月 8 日修正公布時，卻將原條文中之「聽證會」改為「公聽會」，並強

調二者之行為性質與目的均不相同。從該次修正的理由觀察，可知立法者

欲明確排除行政程序法之「聽證」在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之適用，援用「公

聽會」一詞，僅係作為廣泛聽取或蒐集有關機關、專家學者及居民等所表

達的意見，以利後續環評委員會審查之參考88。但公聽會如何進行（如法定

參加人數、參加者的選擇、會議舉辦方式等）？其法律效果為何？在現行

環境影響評估法暨施行細則中，尚欠明確規範，恐將淪為變相「公開說明

會」之流弊。從有效落實民眾參與的觀點，似應恢復原「聽證」程序為宜

，其相較於公聽會而言，聽證的程序規定更為嚴謹而繁瑣，不但須公開言

詞為之，對於民眾所提意見程序上之保障上亦更加周全。如爰採行政程序

法之聽證程序辦理「聽證會」，不僅只是廣泛聽取意見而已，還可進行正、

反意見交互辯論，且民眾陳述之意見及提出具體證據，應作成聽證紀錄，

環保主管機關於作成開發決定前必須斟酌聽證的結果，較具有拘束力。尤

其，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屬於開發計畫一環，影響當地住民生存環境

權益甚鉅，為尊重當地住民對社區開發的自主權，似宜將環境影響評估法

中之「公聽會」提升至「聽證會」之層級，並比照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

辦理聽證程序，由公正人士擔任主持人，以辯論與討論方式進行，俾以增

加開發決策的合理性及可接受性（高源平、游千慧，2005：31）。 

 

三、民主參與的權利 

 

在一個民主制度下，民眾能夠評估生活中所做的種種選擇，透過參與

選擇的過程，使民眾能真正關切並熟悉公共事務，進而全面提升民主水平

。然而民眾參與則是落實民主制度的具體方式，必須透過公開的辯論及審

議過程，讓各種不同甚至衝突的意見皆能呈現，這種公開思辯審議的學習

                                                 
88 環境影響評估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12、13 條行政院提案說明，其立法理由謂：「本條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聽證程序，其性質、目的與行政程序法之『聽證』有所不同，為

有所區分，爰將第一項之『聽證會』修正為『公聽會』，以利執行。本法所稱『公聽會』

，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向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委員、有關機關、專家學者、團體及當地

居民，廣泛蒐集意見，以利後續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之會議。」（立法院公報，200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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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正是民主訓練的重要學習過程（黃武雄,1997）。因此，環境保護不

僅是政策專家的責任，對環境議題的發言權也不是科技專家的特權，而是

社會大眾都共有的權利與責任，不僅有權利參與討論環保議題，更有權利

決定環境政策。 

 

尤其當政治社會的運作，不再僅於探討如何有效且公平地分配社會資

源（social goods），同時必須探討對於社會所產生的垃圾與各種廢棄物

等不可欲的社會惡物（social bads）如何分配、以及資源擷取之後的生

態後果由誰擔負的問題時，這些問題都必須透過強化其民主的合法性及正

當性，才足以解決（紀駿傑,1997b:13）。以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

衝突事件觀之，由於現行環境影響評估法中關於民眾參與的機制不足，主

管機關進行開發決策過程中，無法提供民眾參與理性論證的機會。尤其當

時第一階段環評程序中，僅在事後才告知當地住民開發政策的結果；抑或

民眾的意見並未反應在最後的決策結果時，體制外的街頭抗爭便在所難免

。政府如欲有效降低衝突抗爭的發生，應重視如何提昇住民對政府的信心

，特別是如何提昇環評結果的客觀性及環評程序的公正性，則有賴提供住

民民主參與的權利。 

 

有鑑於此，如何落實住民於環境開發決策過程中的參與權與決定權，

俾利主管機關在政策決議過程中，建立適當的審議機制，使得住民在作決

定前對環境開發議題有深刻的瞭解，同時使得各種不同的聲音皆能在決策

過程中顯示出來，以符合審議式民主所強調，使受到決策影響的民眾參與

真正的審議，並且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前提下，

經由對話、溝通、反思後尋求最大公共利益及各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或

意見，如此做成的決定，才具有正當性。茲就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決策

制訂過程中二種重要制度的安排，即現行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及非都市土地

變更審議機制，研提因應改善之對策： 

 

1.由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或環保署委由具有公信力的專業評估者進行

環評書面製作 

 

在民眾參與環評程序中，往往被質疑公信力不足的原因之一，在於環

評程序進行的主體不夠客觀，例如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由開發單位撰寫環

評說明書、舉辦公開說明會，並作成會議紀錄，亦規定開發單位應將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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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見及相關答覆意見記載於評估報告書初稿中89。但一般開發單位因專業

能力的考量，通常委託工程顧問公司代為編製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報告

書，此公司因受開發單位之委託，自應忠於其事，與開發單位形成共生關

係（王迺宇，2006：98）。為使開發計畫能獲得主管機關認可，進而獲得開

發許可，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報告書的內容，往往避重就輕，無法反映

事實或充斥有利開發單位的說法，難以客觀中立。為導正此種情形，宜將

前揭書面編製權轉移至「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使該委員會能擁有環

境工程顧問公司的聘用權，亦即由審查委員會來主導環境影響說明書及評

估報告書的編製（徐世榮、許紹峰，2001：122）；抑或改採開發單位繳費

給環保署，由該署委託具有公信力的工程顧問公司執行，如此編製的書面

報告才能反映開發行為對環境的真正影響程度，所做出來的環境影響評估

可能會比較具有公信力，容易獲得當地住民的認同。 

 

2.民眾參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及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會議

成員組成之建議 

 

國內環評制度過於強調專家治理的功能，此可從環評法第 3 條第 2 項

與「台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中得知，環評

審查委員會的成員幾乎都是以專家、學者與政府機關首長為主。據以研判

此規定的立法意旨，似乎欲強調環評審查具有高度專業性，非一般民眾所

能理解，故卻未將與開發案具有直接利害關係的當地住民或意見領袖，列

入代表邀請列席環評審查會，亦即將民眾排除於環評審查過程之外。尤其

，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直接關係到開發行為的許可與否，亦直接影響民眾

的權益；縱使基於專業知識的考量，而未將民眾代表列入環評審查委員會

之成員，亦應透過修法途徑賦予民眾參與審查的權利，調整該委員會組成

架構，除專家學者、主管機關人員外，應將當地住民代表納入，使當地住

民有參與審議決定權之機會，以期建立公正、公開、客觀之環評審查過程

。同理，非都市土地變更審議制度運作的健全與否，將直接影響到土地資

源使用的公平及效率，不應作為提供土地開發與變更做背書，更應兼顧經

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作出公平及客觀的決策。然而，地方政府召開

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會議審查成員之組成，政府官員代表幾乎掌

控用地變更之決定權，亦遭外界質疑有黑箱作業或政治力介入之嫌，宜透

過修法途徑增加民眾或公益團體（如環保團體）代表參與審查的機制，以

                                                 
89 參閱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6、7、11 條及該法施行細則第 22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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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審查作業各面向意見的表達權利，使審查過程更加公平與透明化（賴

品劭，2003，134），減少政治力影響，俾使主管機關作成開發設置許可的

決策，更具公信力。 

 

3.賦權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研提開發爭議評估報告之機制，俾供民

眾充分瞭解環境風險 

 

為建立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的公信力及權威性，力求在環境影響

評估過程中，既尊重專家所做的專業判斷，又能顧及民眾對其利益與價值

有表達及參與的權益。當政府受理對環境有所影響的爭議性開發案，抑或

開發單位在開發案申請過程中衍生「污染風險爭議」時，無法透過正常協

商程序解決地方住民之疑慮時，在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前，先由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對於開發可能引起的重大爭議點，提出一份詳實的

爭議評估報告。在該報告中，必須清楚的提出各種主要的可能替代方案，

以及各方案的利弊得失；同時必須對每一方案所產生的長期成本作妥善的

評估。換言之，該報告並非提供一個解決的答案，而是提出一份對所有議

題所涉及的層面，全面性且清晰的報告。同時在該報告中，必須將所有涉

及專業和科技的術語，轉換成一般民眾知悉的用語，使各不同階層的民眾

易於理解。因民眾分屬各種不同階層及知識水平，同時每個人對於任何方

案決定後，對其利益產生何種影響，都有知的權利（陳俊宏，1998：112-113

）。因此，為有助於民眾做決定時，能儘可能排除知識及資訊取得的障礙，

委員會必須提出些有助於民眾接觸的溝通管道來傳播這些資訊，以適應每

個民眾的能力，有助於讓民眾能夠審慎地做出判斷。這種強調分工，既尊

重決策者及專家的知識與專業性，同時擴大議題設定的範疇，廣納民眾的

意見，並使民眾有選擇的機會，經過集體辯論的學習過程，或許有助於降

低甚至消弭現階段環保抗爭衝突中，政府官員、專家、開發單位與民眾間

角色衝突及互信不足的問題。 

 

四、主動協調開發單位與當地住民簽訂「環境保護協定」 

 

近年來，國內社會高聲疾呼環境開發政策決策民主化、透明化的要求

，面對住民要求參與的訴求，雖然政府已透過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立法實

施，以保障住民的權益；但在實際的運作上，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抗爭事

件，與其他類似性質的廢棄物處理設施（如焚化廠）環保抗爭事件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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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因環境影響評估法的施行而有所減少，反而該法因資訊公開及民眾參

與方面制定的不夠完備，使環評結果的客觀性及環評程序的公正性不足，

屢遭民眾質疑，而加劇對立衝突。此外，為避免開發單位投機取考，事後

未確實做好污染防治措施或履行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報告書之內容及審

查結論事項，雖環境影響評估法訂定有後續追蹤考核之監督及處罰方式90

，但此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能否主動進行查核，依法行使公權力，以達

成立法意旨，但卻無法滿足地方住民直接就近參與監督之需求，減輕掩埋

場營運對環境產生風險的疑慮。 

 

為降低地方住民對掩埋場設施設置之反對阻力，環境風險減輕方案的

策略運用，亦視為是消弭開發衝突的可行方式，由開發單位應提出降低環

境污染、維護環境品質之誠意，提昇民眾對政府、開發單位的公信力，主

管機關除應公開資訊讓住民知悉產生污染的風險程度外，亦可建立民眾參

與掩埋場監督行為法制化，以彌補現行環評法規範之不足。在該設施施工

階段，由政府於掩埋場設置地區成立「環境監督委員會」，讓地方住民、民

意代表及學者專家等共同參與監督工程進行，並確定開發單位是否依「環

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中所承諾事項進行施工，確保

掩埋場施工品質；同時於完工營運階段，為防止污染發生，得參照公害糾

紛處理法規定，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協定」制度91，藉由社會各界的監督力

量，降低發生意外事件與污染損害之機率，彌補當地居民場址的不公平分

配之受害意識，由主管機關充當公證人，協調開發單位與當地住民簽訂「

環境保護協定」，明定營運期間環境監測檢查與報告、污染損害賠償、違規

處罰及回饋措施等（蕭代基，1996：44），除可凝聚地方住民共同的意見與

需求外，亦符合環境基本法第 4條及第 28 條規定，環境污染者應對其所造

成之環境危害負責及污染者付費制度之立法意旨
92，使開發單位在面對不確

定環境風險產生與污染防治都能呈現負責任的處理態度，進而贏得地方住

民的信賴。 

                                                 
90 參閱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18、19、20、23 條規定。 
91 公害糾紛處理法施行細則第 28 條規定，所謂「環境保護協定」係指事業為保護環境，

防止公害發生，與所在地居民或地方政府基於雙方合意，商定雙方須採取一定作為或不作

為所簽訂之書面協議。又同細則第 29 條規定，環境保護協定應載明下列事項，並由雙方

簽名：一、簽訂協定之人。二、協定標的。三、環境保護措施。四、緊急應變計畫。五、

其他有關環境保護約定事項。六、協定有效期間。七、簽訂年、月、日。 
92 環境基本法第 4 條第 1、2 項規定：「國民、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共同負環境保護之義務及

責任。環境污染者、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同法第 28 條規

定：「環境資源為全體國民世代所有，中央政府應建立環境污染及破壞者付費制度，對污

染及破壞者徵收污染防治及環境復育費用，以維護環境之永續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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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積極鼓勵事業機構落實生產結構之調整 

 

從環保署有計畫推動「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理方案」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處理後續推動方案」觀之，過去國內事業廢棄物處理政策仍著重於

事業棄物產生後污染源控制、流向稽查管制，並鼓勵設置最終掩埋場之末

端管理的清除與處理機制，雖隨著產業發展與民眾生活形態改變、全球天

然資源日益匱乏及廢棄物處理成本日益昇高等因素，加以「資源回收再利

用法」之制定實施，冀期透過逐漸推動「源頭減廢」、「資源回收再利用」

政策，進而達到「零廢棄」的終極目標，屆時即可大幅減少設置掩埋場之

需求。然而，從該署現行積極持續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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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處置場設置計劃」，甚至於前揭後續推動方

案中推估至 2010 年一般事業廢棄物待處理量之觀點而言，其背後隱含著現

階段事業廢棄物處理政策之思維及基調，仍無法跳脫設置掩埋場是解決廢

棄物去處問題之窠臼。相反的，該署表面上積極擘劃「零廢棄」的願景，

但現階段所推動「源頭減廢」、「資源回收再利用」政策卻交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負責執行，加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司其職，欠缺橫向連繫整

合，縱使制訂相關再利用管理辦法及管理方式因應，如未能統合協助解決

相關事業機構配合意願或技術等問題，恐難以提昇整體執行成效。 

 

由此可見，既然廢棄物清理法明定93，事業機構在生產過程中，必須承

擔處理所製造事業廢棄物之責任，避免對環境產生嚴重危害，何以該署不

思積極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轄內地方政府配合宣導事業機構透

過調整生產結構方式，鼓勵清潔生產（亦稱綠色生產）
94，以提高資源使用

效率，減少對環境的負荷，例如：鼓勵廠商於原料取得、產品製造、銷售

而至消費者使用、棄置等各階段考慮減量及回收再利用之可行性，據此降

低末端處理之比重。積極落實事業廢棄物之源頭減廢、回收再利用政策，

                                                 
93 廢棄物清理法第 33 條規定，事業無法自行處理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

物處理機構可供委託處理時，事業應妥善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必要時，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向事業收取費用，自行或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處理或暫時貯存之。 
941997 年初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定義：清潔生產(Cleaner Production, CP)是指持續地

應用整合及預防的環境策略於製程、產品及服務，以增加生態效益和減少對於人類及環境

的危害。（1）對製程而言：清潔生產包含了節省原料及能源、不用有毒原料、並降低排放

物及廢棄物的量及毒性。（2）對產品而言：清潔生產在於減少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亦即從

原料的萃取到最終的處置）對環境的衝擊。（3）對服務而言：清潔生產在於減少因提供服

務，而對於環境造成的影響；因此在設計及提供服務的生命週期中，都應該將環境的考慮

融入其中。清潔生產可藉由改變態度、負責任之環境管理系統、和選擇一適當技術來達成

（經濟部工業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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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一昧短視近利著眼於鼓勵興建掩埋場，作為解決垃圾焚化灰渣及不可

燃事業廢棄物無處處理之迫切性危機的迷思。如此，豈非讓事業機構不用

操心廢棄物之去處，變相鼓勵其增產廢棄物，而未能努力專注於減少廢棄

物之產生？因此，該署應以長治久安之計，來嚴肅面對如何解決事業廢棄

物的處理問題，運用地方政府的職權功能協助配合，及督促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積極鼓勵事業機構改變生產結構方式，從整個產品週期的規劃設計

上，皆須從環境保護與維護生態資源考量的觀點出發，勵行源頭減廢、資

源回收、再利用的方式，來達到零廢棄以及資源的永續循環利用的目標，

讓台灣狹小的土地免於遭受廢棄物污染的沉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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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研究為具體呈現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各階段抗爭訴求，與實踐

環境正義的關連性，經參採本研究歸納之實踐環境正義 5 項理念原則（參

照表 2-2），作為推導個案地方住民及環保團體追求環境正義理念主張，該

主張包括：弱勢居民反環境剝削的控訴、設置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能否解決

大量廢棄物問題之迷思？失當的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解編政策導致東山鄉

環境開發的濫觴、不再具有說服力的科學與專家治理、公平參與社區開發

決策權與自主權。前揭主張凸顯出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業者從場

址選址開始，至後續申請設置過程，一再刻意隱匿設場訊息，剝奪當地住

民知的權利及表達意見的機會，遑論提供公平開放的論述管道，使相關選

址決策、設置過程淪為牢不可破的「黑箱」作業，進而剝奪在地住民實質

的參與權利，再再顯現出「漠視弱勢居民環境權益」的強勢態度；而開發

業者表現如此強勢蠻橫、漠視民意的態度，此與當地民代暗中給予支持，

未公開反對業者設場，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致使地方住民在孤立無援、陳

情無助的情況下，透過籌組自救會的方式，對抗開發業者此種程序不正義

的行為，同時曾以拒投立委選票方式，凸顯現任民代冷眼旁觀其抗爭行動

所表達無言之抗議。 

 

      此外，東山鄉二座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得以順利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

審查，肇因於經濟部水利署受制於民代要求檢討縮編自來水水源水質水量

保護區之壓力，不思防杜該保護區可能遭人為開發破壞之因應對策，草率

進行全面棄守管制使用之解編政策，於環評審查期間配合公告廢止「急水

溪水系新營淨水廠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外，台南縣政府明知場址原屬水

源保護區未公告解編前應禁止設置掩埋場，為配合中央鼓勵民營機構興建

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政策，以解決轄內垃圾焚化灰渣及不可燃事業廢棄物最

終處置問題之決策思維，從未正視如何減少事業廢棄物產生的問題根源，

而一昧認為廣設最終掩埋場方是解決事業廢棄物污染問題的迷思，從寬受

理開發業者提出掩埋場開發案環評說明書，以及事後一再藉由代表客觀、

中立形象的環評審查委員會做成的審查結論，回應自救會對永揚公司環評

說明書內容製作不實之疑義。詎料，當充斥著複雜科學數據與模式的環評

說明書，被司法機關認定有製作不實之嫌後，環評結果的公信力，頓時喪

失殆盡，環評會議的「專家治理」未能發揮專業判斷之功效，進而遭質疑

乃是為已預設的審查結論或履行環評程序背書而已。因此，自救會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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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可視為邊陲地區的弱勢民眾，為抗議開發業者刻意欺瞞於水源保護

區設置掩埋場之行為，避免其生活環境遭到污染，捍衛烏山頭水庫水源避

免遭受污染危害，僅能被動接收專家科技迷思及官僚體制所做成的開發決

策，當他們不願意接受此霸權機制的設計時，僅能以抗爭表達他們的意見

，幸而獲得環保團體共鳴聲援，紛紛主動協助自救會與政府及資本家進行

對抗。前揭抗爭訴求主張背後隱含著環境正義所強調，停止對弱勢族群環

境所處生存環境的剝削與破壞、不因政策開發行為承受環境風險、不應剝

奪未來世代人類享有的自然資源、民眾平等參與環境開發決策權及擁有社

區自主權及社區公平享有自然資源的權利之環境正義理念意涵。 

      

雖然，鼓勵民營機構設置事業廢棄物掩埋場，並非是解決廢棄物最終

處置問題之最佳方式，然而地方政府在未能改變賦予生產事業機構自行承

擔廢棄物污染惡果與改善責任，並正視積極協助宣導事業機構厲行源頭減

廢及資源回收再利用政策之執行成效，減少廢棄物之產出量，以解決掩埋

場設置需求的觀點前，難以否定掩埋場設置亦有達成公共利益的功效。本

研究為確保掩埋場開發政策的正當性及可接受性，參酌東山鄉住民反事業

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訴求為經驗借鏡，認為地方政府在進行掩埋場開發決策

制訂過程中，為摒除環境不正義所造成衝突抗爭誘因，似可透過研提開發

審議制度及環境影響評估等法令結構缺失的變革意見，亦即賦予當地住民

獲得充分資訊的權利、公開聽證的權利、民主參與的權利、協調開發單位

與受影響的住民簽訂「環境保護協定」，以及要求事業機構負起調整生產結

構的責任，作為實踐環境正義理念的方法，以提供另種紓解民眾衝突爭端

的途徑。 

 
 
 
 
 
 
 
 
 
 
 

 147



 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