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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由於民眾對鄰避設施負外部性的恐
懼與「預期受害」的心理，以及犧牲當地
居民福祉造就大眾社會福利的設置程序
不具信心，而使鄰避設施的設置被認為是
不公平與非正義的。

就現象而言，鄰避設施設置是否存在
環境正義的課題？甚或存在因果關係？
其設置對所在鄰里產生何種衝擊？可能
須以更嚴謹的架構加以檢視與驗證設置
前、後與有無設施設置對鄰里社經結構變
遷的影響。就理論而言，若鄰避設施的設
置鄰里存在社經結構差異的現象，則此
「分配不正義」是否即是「環境不正義」，
或是有其他替代假設可以解釋鄰避設施
與鄰里演化的關係？亦為建立我國鄰避
設施與社區良好關係所需思考的。

基此，本研究以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
所轄之四百四十個里為實證範圍，首先探
討台北市三座垃圾焚化廠選址是否存在
環境不正義。其次，以設置前、後，以及
有無設施設置之對照驗證鄰避設施與鄰
里變遷的相關性；並以文獻回顧整理鄰避
設施與鄰里社經結構變遷之理論基礎。

實證結果發現，從三座焚化廠的環境
正義地圖顯示，北投與內湖焚化廠有選址
環境不正義之傾向，木柵焚化廠則無。

而以人口數、人口密度、低收入戶
數、及所得四項變數檢視台北市現存三座

焚化廠影響圈鄰里與其他鄰里的差異，

關鍵詞：鄰避設施、環境正義、鄰里變遷、
台北市、焚化廠

Abstract
NIMBY(Not-In-My-Back-Yard)

facilities have provoked many debates
from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Due to the
possible threats to living environment,
health, and property values, many
residents do not welcome NIMBY
facilities to be sited near their
residences. NIMBY facilities ar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achieving social
welfare.
 However, if residents' interests

have to be sacrificed and residents
have to bear unequal burdens to achieve
social welfare, then it is doubtful
that there exist “public” interests.
As a result, equity becomes a central
issue for sitting NIMBY facilities.
Moreover, "facility racism" has been
uncovered since the issue of the "Toxic
waste and race" report in 1987.
Thereafter,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quity issues are emphasized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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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wo basic issues can be found in
the environmental decision debate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A)
Whether communities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bear higher
ratio of environmental risk and
pollution? B) What a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what are the possible
policies for solv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Furthermore, two critical
issues worthy exploring: I.) Is the
NIMBY syndrome the best mechanism for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neighborhood community change? 2) Are
there any other community change
theories that can explain the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phenomenon
better than the NIMBY syndrome concept?
     Therefore, using three Taipei
incinerators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exists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regarding the sitting of NIMBY
facilitie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cility sitting
and community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Moreover, this research will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ssible surrogate
theorie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sue.
Several hypotheses will be explored to
explain possi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NIMBY facilities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this 1 empirical
study, locational criteria for sitting NIMBY
facilities will be proposed and possible ',
strategies for overcoming NIMBY syndrome
will be suggested as well.
Keywords: NIMBY Faciliti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neighborhood change,
Taipei, Incinerator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鄰避設施配置決策往往依據「經濟」
與「效率」標準，因而忽視民眾與社區對
負外部性的恐懼與「預期受害」的心理，
以及犧牲當地居民福祉造就大眾社會福
利（何紀芳，1994；Edelstein, 1988），
而使鄰避設施的設置被認為是不公平與
非正義的。目前國外已有相當多環境正義
實證性的研究出現（GAO，1983；Bullard，
1983 、 1990 、 1993 ； Capek, 1993；
Hofrichter, 1993），然而似乎都以環境
正義與鄰避設施的相關為前提，探討設施
選址所在地區有較高比例之黑人、少數移
民、或低收入人口之現象，但是鄰避設施
的配置是否具環境正義的疑慮，及二者是
否相關並無定論。

就現象而言，鄰避設施設置是否存在
環境正義的課題？甚或存在因果關係？
其設置對所在鄰里產生何種衝擊？可能
須以更嚴謹的架構加以檢視與驗證設置
前、後與有無設施設置對鄰里社經結構變
遷的影響（Liu，1997）。國內有關鄰避
設施設置之相關文獻，多是從態度與行為
與或是設置程序（何紀芳、1995；陳柏廷，
1994；翁久惠，1994；李世杰，1994；劉
錦添，1989；Groothuis and Miller，
1994；Dear，1992；Daniel Yankelovich
Group，1990）進行探討，並未論及環境
正義之範疇；至於環境正義的探討亦多針
對目前政府政策對於少數民族或原住民
「生活圈」之侵犯以及所造成的「環境不
公平」（紀駿傑，1996；紀駿傑、王俊秀，
1996），卻缺乏實證案例。

就理論而言，若鄰避設施的設置鄰里
存在社經結構差異的現象，則此「分配不
正義」是否即是「環境不正義」，或是有
其他替代假設可以解釋鄰避設施與鄰里
演化的關係？國外曾以人文生態學「侵
入— 承繼」理論、「推— 拉」模式、以及
「生命週期」理論進行驗證，發現前二者
或許提供了更佳的解釋。臺灣地區與國外
所建立的理論是否不同？亦為建立我國
鄰避設施與社區良好關係所需思考的。

基此，本研究擬台北市三座垃圾焚化
廠為實證案例，建立鄰避設施與鄰里變遷
的分析架構檢驗是否存在環境正義之課
題；再者，以鄰避設施的政治、社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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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及心理等理論基礎，整理出鄰避設施
與社區演化關係的假設，提供解決鄰避設
施與社區關係多面向的思考方向。

本研究目的有：
（一）探討鄰避設施與社區演化關係之基

礎理論。
（二）驗證臺灣地區鄰避設施之選址是否

存在地理與社會上之不正義。
（三）建立檢視鄰避設施與鄰里結構變遷

之分析架構。
（四）檢視鄰避設施設置與社區社經結構

演化是否相關。
（五）以上述成果提出鄰避設施設置之政

策建議。

三、結果與討論

鄰里變遷是都市研究中的主要議題，由
於社會經濟發展、生活方式的改變皆導致
鄰里結構產生變化。鄰里變遷相關理論對
於鄰避設施與鄰里變遷二者之關係較少著
墨，「侵入-承繼」模式未應證鄰里的族群
變遷和鄰避設施的設置有關，反而鄰里的
族群變遷為不同社會團體（種群）間的衝
突、競爭、適應等之生態過程；「生命週
期」模式認為鄰里的衰敗為自然過程，並
非鄰避設施設置的結果；而「推-拉」理論
也並未應證鄰避設施會降低鄰里財產價
值，成為鄰里的推力；「機構理論」也暗
示鄰避設施的存在並不一定造成鄰里衰
敗。

有學者 (如 Bullard，1984； cited in
Liu,1997)提出鄰避設施會導致鄰里變遷之
論點，也就是廢棄物設施的設置造成周圍
鄰里社經結構產生變化，Liu(1997）則認為
有其他理論可解釋鄰里變遷（推-拉理論、
侵入-承繼模式），而鄰避設施的設置和鄰
里變遷並無直接、絕對的關係，鄰里變遷
的過程在鄰避設施設置前已經開始。

植基於上述理論基礎，本研究所採取
的方法係以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所轄之
四百四十個里為實證範圍，為探討其選址
與當地鄰里社會經濟背景的關係是否存
在地理與社會上的不公平，將比較設置

前、後，以及有無設施設置之對照驗證鄰
避設施與鄰里變遷的相關性；並以文獻回
顧整理鄰避設施與鄰里社經結構變遷之
理論基礎。此分析架構主要在釐清以往對
鄰避設施存在環境正義之先入為主觀
念，藉由驗證的結果可瞭解臺灣地區鄰避
設施（焚化廠）之設置是否有環境正義之
課題，以及對當地鄰里結構產生之影響，
並整合基礎理論，作為設置程序考量之依
據。

實證結果發現：
（一）焚化廠選址與環境正義之關係

以三座焚化廠影響範圍里的鄰避指
數與環境正義變數（所得、都市更新地區
數及受補貼貧戶數）疊出的環境正義地圖
顯示，北投與內湖焚化廠有選址環境不正
義之傾向，木柵焚化廠則無。

亦即，北投焚化廠三公里影響範圍內
的北投區奇岩里落在鄰避指數（含廟宇）
第四級與受補貼貧戶數第一、二級重疊
區；內湖焚化廠所在的內湖區葫洲里為鄰
避指數（含廟宇）第四級與受補貼貧戶數
第一、二級疊合區內，三公里影響範圍內
的內溝里則是鄰避指數（含廟宇）第五級
與所得第一、二級疊合區內；至於木柵焚
化廠所在的文山區博嘉里及三公里範圍
內的青峰里、南港區九如里雖為鄰避指數
第五級之里別，但並無如前述二焚化廠有
鄰避設施設置與環境不正義的傾向。
（二）焚化廠設置與鄰里變遷之關係

而以人口數、人口密度、低收入戶
數、及所得四項變數檢視台北市現存三座
焚化廠影響圈鄰里與其他鄰里的差異，乃
先就設置前後四項變數的時間序列以統
計方法檢驗不同年度是否有差異，再者分
析關鍵年度四項變數有差異的里是哪
些？藉此檢視焚化廠設置是否與鄰里變
遷有關，而其他無焚化廠設置的地區的鄰
里變遷又為何？焚化廠是否為影響鄰里
變遷的因素？

結果發現焚化廠設置時間民國（內
湖：76 年；木柵：民國 78 年；北投：民
國 80 年）前後，影響範圍不論是 1.5 公
里或 3公里的人口數、人口密度、低收入
戶數、及所得四項變數的演化並無顯著差
異。而焚化廠設置影響範圍內鄰里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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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前述四項變數的變遷也未有差異的
現象。顯示焚化廠的設置與鄰里變遷並無
顯著的關係。

四、研究成果自評
本研究主要希望藉由焚化爐設置時程

的觀察，驗證鄰避設施設置對鄰里變遷是
否會有直接的影響，更甚會有環境不正義
的問題；而由研究的成果中發現，台北市
區內三座焚化爐的設置，並未明顯造成低
收入戶的集中趨勢或鄰里居住環境的衰
敗，如此的結果是否意味著鄰避設施對鄰
里變遷不具影響力亦或有其他更有力的因
素會影響鄰里變遷？在本研究並未針對此
部份有更多的論述及研究。

故在未來的研究方向上，可以鄰里變
遷的相關理論為基礎，進行更深入的分
析，並以本研究之初步研究成果為選定實
證地區的基礎，由鄰里變遷的過程中重新
詮釋地區鄰避設施進入時之影響力，並可
更清晰地重新建構鄰避設施、環境正義及
鄰里變遷的完整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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