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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導論：台灣環境風險治理探究

第一節　風險社會與傳統公共治理

2014年8月初，台灣發生了近年來傷亡最為慘重的石化氣爆事件。原本熱

鬧的高雄街區，一時之間宛如戰場，居民夜宿緊急收容所避難。而除了氣爆沿

線的受災戶被嚴重波及外，高雄市的消防隊員與環保署的毒災應變隊員更是傷

亡慘重。事件發生後，國人才赫然發現，原來高雄市的精華街區竟座落在石化

原料的輸送管線上，在地下管線資訊不明下，消防與毒災應變人員第一時間找

不到漏氣源頭，成為救災的第一線犧牲者。地下錯綜複雜的管線黑盒子還未解

開，行政院、經濟部卻提出在高雄海邊設立「石化專區」，作為處理市區氣爆

風險的替代方案，好似集中管理的「石化專區」可以降低市民所承受的風險。

但是，幾近同時，位於濁水溪南岸的雲林麥寮六輕石化工業區，爆發出附

近學童的尿檢結果，發現學童體內存有一級致癌物氯乙烯單體（VCM），一

些測值濃度並直逼高暴露勞工。
1
事實上，近年來六輕的風險爭議從未間斷，

地方長期抱怨六輕附近空氣品質惡化，學童戴口罩上課新聞更是屢見不鮮。從

高雄到雲林，環顧台灣石化廠區附近的狀況，空污與氣爆似乎早已見怪不怪，

癌症風險更長期籠罩，弊大於利是生活揮之不去的現實感。

不過，政府或企業在面對民眾的污染質問與抗議時，卻常常以科學不確

定、還需要更多的評估、調查與研究、或致癌物來源多重等來回應。以六輕旁

1 可參見張文馨，2014/8/13，〈六輕污染 學童一級致癌物爆量〉，風傳媒。取自http://www.
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event/card_stacks/FPCC_Cancer/index.html以及國家衛生研
究院網站上2014/8/18所張貼之「給許厝國小家長的一封信」。取自http://www.nhri.edu.tw/
NHRI_WEB/nhriw001Action.do?status=Show_Dtl&nid=20140818367506550000&uid=2008120
4954976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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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橋頭國小許厝分校爆發高濃度致癌物暴露值的爭議為例，當家長看到孩子

被驗出濃度甚高，卻表示「博士一再強調全世界都沒有正常值，我們也不知道

這樣的數字到底嚴不嚴重，聽起來好像問題不大，所以『應該沒關係吧』？」

而國衛院研究員強調TdGA與學童「空氣、水質、食品容器、塑膠袋⋯⋯」有

關；台塑集團表示，六輕旁學童體內致癌物較多，可能是吃維他命、吃塑膠袋

內的食物、吸二手菸等生活習慣造成。雲林縣衛生局則回應，需要更多調查來

瞭解問題。
2

上述例子呈現了無法有效回應環境健康風險的無力感，似乎驗證了德國

社會學家Ulrich Beck於1986年出版「風險社會」所提的洞見：人類對於當代社

會變遷，有一種無法掌握外在危險處境的可計算性，也還不清楚什麼樣的政策

或制度可以妥善處理風險加劇問題，即便在政治上有許多的討論，但如何處理

風險相關問題的政治權能與制度，仍處於「真空」狀態（汪浩〔譯〕，Beck

〔原著〕，2004：47）。

Beck提出風險社會的彼時，歐洲還在面對車諾堡核災所帶來的衝擊，這

個距離歐洲有數千公里之遠的核能災變，凸顯了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以及人類

掌握風險的侷限性。但時至21世紀的今日，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各式風

險，從攸關一般民生食品健康的餿水油、毒澱粉、塑化劑等事件，工業污染所

造成對環境、人體健康的破壞影響，到全球暖化、核能災變等問題，無法預料

到的災難危機層出不窮，後續應變處理更是捉襟見肘，在在印證了Beck對於

當代風險背後一種政治體系「組織性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的批評。

誠如Beck所強調，當代風險的產生，是依附於現代化科技創新與投資過

程，與政治決策息息相關。而傳統政策制訂與決策模型，深受科學實證主義的

影響。Lasswell於1950年代發表〈政策導向〉（The Policy Orientation）一文，

2 原文可參見吳松霖，2014/9/6，〈這份報告的曝癌風險 嚇壞家長！〉，自從六輕來了電子
報。取自http://fpccgoaway.blogspot.tw/2014/09/blog-post_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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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政策科學具有「問題導向、跨學科、方法論上的嚴謹、理論上的嚴謹與價

值取向」等特徵（蘇偉業〔譯〕，Smith and Larimer〔原著〕，2010：7），從

此奠定了一個以科學方法研究公共政策的取徑，也開展了對政策本身科學理性

的追求。影響所及，強調價值中立、重視數據資料，以及運用模型化分析等實

證邏輯研究取徑，逐漸成為政策分析的主流。而此取徑將「客觀知識」與「主

觀價值」截然二分，更試圖將政策分析界定在技術層次，以擺脫政治與利益衝

突的影響。Nelkin（1975）即指出，政策制訂者喜歡將他們的決定界定為技術

而非政治，這使得決策看起來理性、客觀而有效率，可以擺脫利益紛擾。

相較於其他知識的生產方式，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可以原則化、組織化與

邏輯化（Jasanoff, 2004b），其強調客觀中立不帶價值判斷的色彩，在傳統決

策模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成為決策程序的設計核心，也常是決策正當性

的支柱。面對複雜難解，甚至所知有限的如酸雨、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污

染、健康風險等相關環境公共議題，政策體系期待透過一種嚴謹客觀方法取得

的知識，作為決策判斷的基礎。強調標準化與客觀性的科學知識，因而產生強

大的政策說服力（Keller, 2009）。

將科學以一種線性模型的方式引入行政決策程序中，從確認問題、到資

料蒐集與變項控制，得出量化模型與預測結果，再進行成本效益等評估分析，

考量各類因素等權重衡量，被認為可以得出最佳政策方案（Sarewitz, 2000）。

而科學家在實驗室中透過嚴格的環境控制、遵循嚴謹的資料蒐集與變項控制過

程，經由不斷試誤取得回答科學假設的數據與論述，提供許多問題的解答，更

被視為是確認事實與瞭解真相的重要權威（林宗德〔譯〕，Latour〔原著〕，

2004）。奠基於實證主義觀點所主導的政治決策脈絡，主導科學理性反覆辯

證與科學知識詮釋的專家，理所當然地扮演著處理科技風險的要角（Ren n, 

2005）。

當科學豎立起中立客觀的旗子，科學家被視為是客觀、有遠見、誠實、

嚴謹或理論清晰的人物，將複雜的環境與科技問題交由「專家／科學家」，似

乎是再適當不過的事。Jasanoff（1990）的研究即顯示，美國在1970年代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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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並成立環保機構管制環境風險，在其管制政治（regulatory politics）的發

展史上，科學諮詢委員會的專家們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成為政府治理中重

要的「第五部門」。而美國政府中的科學諮詢結構更影響其他國家進行類似的

安排，開創了政治與科學關係的新紀元，也影響、轉變政治與科學兩個體系

（Weingart, 1999）。台灣既有的研究也顯示，許多科技風險決策高度仰賴以

科學實證為基礎的專家政治（周桂田，2002, 2004）。

不過，誠如前述例子所指出，面對科技風險的不可預測性與科學不確定

性，講究經濟成本效益分析與科學技術理性的傳統決策模式，在現實運作上

卻充滿限制與爭議。一些學者認為，將科學以線性模型引入政策程序中，忽

視風險社會面與複雜性，並無法解決複雜、多元的公共問題（DeLeon, 1990; 

Dunn, 1993; Wynne, 1996; Fischer, 1995）。Smith and Larimer即指出，計量分析

方法所產生的知識，與現實、混亂及價值驅動的政治世界有所落差（蘇偉業

〔譯〕，Smith and Larimer〔原著〕，2010）。蓋風險問題不止牽涉到科學專

業化，也含涉風險分配的社會衝突，與價值道德層面的辯證課題；而相關政策

決定與科技的發展，更往往重塑了社會資源與風險的配置。瞭解傳統實證主義

決策模式的限制後，什麼樣的觀點與理論可以進一步幫助我們更為洞悉環境風

險課題呢？

第二節　解構傳統風險決策：批判理論觀點

面對各種越來越難以掌控，與潛在危害超出當代科學知識能夠掌握範疇外

的各種風險，以及涉及風險分配衝突的當代社會，傳統獨尊科學實證主義的風

險管理模式，受到相當大的限制。主要呈現在兩方面：首先，過去的治理典範

預設科學／政治兩階段架構，科學負責釐清事實，政治負責依據事實進行政策

判斷（Latour, 2004）。但這樣的預設忽視了科學與其他社會元素一樣，是鑲

嵌在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脈絡之下，科學並不如常識想像般中立

（Davi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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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學並非萬能，科學工具在面對高度變動和不確定性的自然社會

中，能掌握的事實僅有很小的一部分（Hinchliffe, 2001）。在開放系統（例如

大氣循環系統或全球暖化的爭論）中，科學的模型系統備受各種未知因素的挑

戰，理論模型隨著最新知識的出爐必須不斷修正。隨著科學資訊的增加，有

時科學所提出的問題比所給的答案還要多（Sarewitz, 2000）。而過去研究也顯

示，科學無法及時釐清辨明早期的警訊，最後所導致的危害，常遠超過我們的

想像，如石綿、輻射的風險等課題，時至今日，我們仍不斷要回應新科技所帶

來的風險不確定性（Lambert, 2002）。這兩個層次─即科學的社會性與風險

的不確定性─動搖著獨尊傳統科學線性決策模式的正當性。

Beck（1986）從風險社會看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指出科技專

家所宣稱的真理常是建立在科學的「假設」與「資料」基礎上，但假設僅是一

種推測過程，並不代表完全正確，而資料則是製造生產出來的，所謂的「事

實」，也是科學建構出來的，經過不同的電腦，不同的專家，不同的研究實驗

室，即會生產出不同的事實。一些研究更指出，風險包含了主客觀不同形式的

評估，雖然專家嘗試提供客觀工具評估風險，但往往忽略社會脈絡與價值道德

問題，而嘗試將風險在不確定性與猜測操作上簡化，也可能將個人偏見隱沒在

不可觀測的計算中（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因此，將科學知識運用在

政策領域中，政府永遠無法在完整的知識下進行決策，甚至在決策過程中，基

於不同價值／認同立場的科學社群會針對各自研究發現進行相互批評與競爭。

面對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環保團體與政府部門更賦予可進行管制決策的知識

不同門檻，致使風險爭議不斷（Kao, 2012）。

風險社會概念中對於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觀點，與同為批判理論出發的

後實證政策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觀點相互切合。持後實證觀點的政策分

析論者主張，面對常常無法以金錢衡量的風險成本，以及既有科學尚無法掌

握的未知性，傳統實證取向的政策分析（如成本效益分析），並無法解決風險

決策過程面臨的難題。Sarewitz（2004）認為，環境爭議中的科學研究，無法

擺脫被政治化的命運。因為不同的學門與方法，以特定的意義和規範性架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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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在分別的脈絡下都是正確的；位居不同政治、道德位置的人們，利用這

些不可共量的科學事實，支持各自的立場。科學不確定性能占據環境爭議的核

心，並不是因為缺乏科學性的理解，而是沒有這些競爭性理解之間的共識，且

在政治、文化和體制脈絡中，被放大為更複雜的爭議。

Wagenaar與Cook（2003: 140）也指出，嘗試將不穩定、意識型態驅動，

以及充滿衝突的政治世界，放入理性科學的知識規則之中；把「知識」簡化

為「技藝」，這樣的政策認識論反而阻礙了我們在政策分析上更深入的探索。

誠如Stone在「政策弔詭」一書中指出，政策目標並非總是清楚明確，即使有

共同贊成的目標，也可能存在競爭性觀點主張。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決策者常

會控制決策相關的選項數目與種類突顯自己的偏愛，運用議題框架的設定或貼

標籤的技巧，讓自己偏愛的結果成為唯一選項。在「理性、客觀、中立」的帽

子下，可能只是突顯了既定政策擁有最佳分析結果的偏見（朱道凱〔譯〕，

Stone〔原著〕，2007）。後實證論者不認為有所謂客觀的政策設計，主張公

共政策分析需要瞭解政治景觀及符號的運用，以及價值鑲嵌的問題（蘇偉業

〔譯〕，Smith and Larimer〔原著〕，2010），科學研究作為社會元素的一部

分，需瞭解其社會脈絡中的角色來進行好的政策設計與決策判斷。因此他主

張，唯有透過政治方法闡明環境爭議背後的價值基礎，科學才能進入扮演解決

問題的角色。

而近年來興起的科技與社會研究／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

ety），也提供另一個視野幫助我們解讀科學在風險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奠基

於一個跨越科技史、科學哲學、科學知識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領

域，STS研究探討科學科技發展與社會間的關係，以及其發展方向與風險，主

張科技與社會是相互形塑與相互建構，認為普遍原則與去社會脈絡化的科學實

作所得到的知識，只能呈現完整事實的一部分。長期關注科學、法律與政策知

識互動關係研究的學者Sheila Jasanoff，即強調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質疑

將風險問題科學特性化可以導出較好政策的預設，挑戰科學事實具客觀標準的

正當性見解（Jasanoff, 1990）。相關研究認為科技中立以及科學為純粹追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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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考慮任何立場的說法，早已站不住腳。

STS觀點反對將科技發展成一般人無可置喙的黑箱運作，認為此將造成知

識權力壟斷的風險，而失去一般民眾檢證以及其他領域對話機會，使專業朝向

集中化與自閉化。林崇熙（2008）即指出，飽受享有決策資源優勢者青睞的科

技評估，常以「理性」與「去政治化」來排除多元論述，其實就是最為「政治

化」的社會運作。而這樣的風險決策模式，終會導致公眾對於科學的主導、支

配以及政策機制的不信任（Wynne, 2001），使我們暴露於更大的風險中。

強調個案觀察與田野實地工作，STS研究發展出很多精彩的案例成果，提

供我們一個探討當代科技風險的觀點、面向與策略。Wynne（1987）以精彩的

英國北部輻射羊爭議案例為例指出，科學家著眼於標準化的科學實驗，低估牧

羊人豐富的在地知識，導致錯誤的風險評估，批評科學研究輕忽研究對象與環

境差異的侷限。這個案例顯示，去脈絡化的科學研究對於現實環境問題的解

決，往往無法帶來任何確定性的保證或及時化解衝突（Fischer, 2004），而奠

基在觀察經驗基礎的常民知識，對於風險的判斷與認知，有時更具參考價值

（Wynne, 1996）。

一些研究則注意到，宣稱客觀、理性的科學研究，其發展途徑其實深受

資本趨力的影響（Hess, 2007）。Wynne（2007a）指出，風險社會變遷的驅動

力是「未知」，而非「知識」，當科技承諾帶來不可預測的後果，科學知識沒

有時間好好發展並精鍊不同領域的檢測，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科技創新與商業

化對研究的主導性，這種「未知」，使公共政策必須嚴肅面對「不確定性」議

題。Lambert（2002）以輻射問題為例，儘管早期已有科學證據顯示輻射對人

體的危害，但一些政策與管制的回應總在不確定的爭議中延遲。在科學爭辯的

場域中，最能掌握產品風險資訊的產業界，往往運用科學不確定性的特質，質

疑管制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影響行政與司法在保護公共健康與環境的積極作為

（Michaels and Monforton, 2005）。既有經驗研究顯示，科學不確定性成為一

種可以被管制者影響政策，甚至規避管制的資源（Rushefsky, 1986；杜文苓，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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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STS研究與後實證政策分析等批判理論，皆主張當今領域分殊

化與專業技術化的線性評估模式，並無法掌握或解決複雜的環境生態問題。在

此，科學與政治不再被視為截然二分的兩個運作體系，科學不是無涉價值利益

的真理追求，而是與政治社會間有著相互交纏的關係。在本書後面章節的討論

中，我們借用上述批判理論觀點，檢視幾個台灣重要的環境案例，勾勒出台灣

環境決策的問題樣貌。以下，我們繼續深入探討幾個可以指引瞭解台灣環境決

策問題的思考面向：有關科學知識產製的政治性，以及專家與常民在政策知識

建構中的角色辯證。

第三節　環境決策中的科學、專家與政治

一、科學知識產製的政治性

前文提到，Beck的風險社會點出了當代風險是各種工業、法律制度、技

術與應用科學等共同運作後所產生的結果，現有的風險計算或經濟補償方法已

經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社會目光總是投向生產力的優勢，而這樣的系

統決定了風險的盲目性。由於風險的特性常有不可見、不可預測與知識不確定

性，導致掌握風險相當不易，也使風險存在與否的問題，往往需要經過相關的

專家，透過科學理性方法來認定。不過，現代風險的不確定與不可見性，卻常

無法透過強調嚴格因果建立通則的「科學」來證實，社會對於風險存否的認知

也因而產生高度的歧異（汪浩〔譯〕，Beck〔原著〕，2004）。

Beck這個鉅視的分析，成為我們理解與反思科學知識在當代風險爭議

中的侷限一個重要起點，但對於風險攸關的知識生產狀況，缺乏微觀層次分

析，對於操作性政策措施的引導有其侷限。相較之下，強調社會建構論的STS

取徑，藉由許多具體案例討論當代處理科技風險問題所奉為圭臬的「科學知

識」，則細緻的呈現了科學知識的生產與社會價值、運作變遷息息相關，而科

學不確定性的理解與處理、風險規範的差異與管制標準的設定等，更無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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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於社會力與政治力的影響（Pielke, 2007；周任芸〔譯〕，Wynne〔原著〕，

2007；Jassanoff, 1990；Wynne, 2007b; Corburn, 2005）。

Ascher et al（2010: 10）界定「知識」在環境政策過程中扮演多重角色，

可以協助我們「知曉問題、澄清目標與目的、指認與評估替代方案、支持行動

方針、提供管理上規則、指導、或行動制訂的參考、決定應用規則，以及評

估進度，
3
而環境政策過程處理的知識，包括生物物理資料與生態界相關行為

科學，也有人類、生態健康與自然資源的影響，更包含形塑或回應環境條件與

變遷的人類的社會、政治與經濟行為」。從上述定義觀之，Ascher et al對環境

決策所需相關知識的界定是廣泛的，他們注意到政策過程對於知識進入決策考

量的篩選，而強調政策過程如何選擇「可接受的環境知識」（p. 11），並無一

個普世標準，僅只代表了特定的環境知識被當局所採用而得以進入環境決策過

程。

社會建構論取向特別關心科學技術知識的產製過程與社會因素交織纏繞

的關係。這類研究指出，科學知識在公共決策的運用中，往往無法如科技官僚

所宣稱的「理性客觀」，在社會實際運作上，也常可看到科學家意見充滿分歧

（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雖然科學主張是環境爭議判准中的的重要元

素（如美國法庭在Daubert案中對科學進入法院爭訟程序設定的標準，參見陳

信行，2011），但大部分涉及科技專業知識的爭議，並不存在單一的真實。將

問題定義解讀成單一故事，通常只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也忽略了風險的複雜

特性與受眾的多樣性（Clarke et al., 2006）。

一些研究更進一步分析攸關公眾健康與環境管制的科學證據生產，與社會

經濟權力之間的糾葛，指出依賴大量樣本與實驗設備所產出的科學證據，很難

不受資本的影響。一些學者注意到反對管制者常以「製造不確定性」（manu-

facturing uncertainty）與「垃圾科學」（junk science）等策略，運用科學確定

3 原文為 “it can inform the problem; clarify goals and objectives; identify and evaluate alternatives; 
support courses of action; prescribe rules, guidelines, or or actions for management; determine 
which rules ought to be applied, and evaluat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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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物質與健康危害間因果關係不可求之特點，來達成延遲或去除管制之目的

（Michaels and Monforton, 2005; Michaels, 2008）。尤其在環境管制政策中，要

求科學向權力說出事實似乎與經驗法則有所扞格（Jasanoff, 1990）。科學產業

所座落的社會權力結構會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科學本身的假設檢定邏輯，應

用在環境風險評估中，存在相當的侷限，但相關限制卻常在環境管制政策或標

準制定中被忽略（Davis, 2002）。台灣的環境研究也發現，科學在風險決策中

的論辯，受限於決策時程、資金贊助、範疇界定以及資訊不足等因素，只能生

產出有限的知識供決策參考。但掌握論述權的一方，往往主導了科學知識的生

產、詮釋與解讀，影響了管制政策的走向。科學討論中的「不確定」與「未

知」，反而成為不同利益行動者據以各自表述的爭辯工具，而這樣的過程，使

科學專業在政治與價值的角力下威信漸失（杜文苓，2009）。

相關研究也觀察大尺度的科學研究趨勢，關注整體科學研究議程走向。

Pielke（2007）指出，科學與科技在二戰期間以及戰後經濟成長的角色，使科

學研究導致社會利益這樣的模型發展與預設並未受到挑戰，但如今在全球競爭

下，政治的課責性往往使決策者傾向於支持短期、小規模且有可預見利益的研

究上。Hess（2007）認為，科學研究的自主性在快速全球化的腳步下，深受資

本邏輯的影響。他觀察到任務導向的學術計畫補助，在科技移轉與產業創新的

號召下，已向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以及區域產業聚落靠攏。政策管理者以預算、

資源來形塑科學發展走向，決定那些可以且會被執行，那些不被執行。這樣的

科學發展趨勢，使我們必須反省科學研究背後的規範性價值，並尋求替代性的

科學發展取徑。

認識到當今科學知識的生產與運用密集地出現在管制與商業活動中，科

學家、公民、政府以及企業的角色也在這政治社會過程中產生變化，彼此的利

益鑲嵌於政治、法律與商業的連動結構中，新科學政治社會學（new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探討以資本利益導向的科學研究（Frickel et al, 2010），

主張從法律制度、社會運動、經濟資源與組織關係等廣義制度安排以及網絡的

概念，分析知識生產權力的歸屬以及其被運用、散佈的過程。相關討論指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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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應只看到科學知識生產如何被商業資本所主導，更要看到何以有些知識

不被科學社群所生產。

Gross（2007）針對科學之「未知」（Unknown）的探討中，曾提出幾

個層次的探討，指出未知的幾種類型與層次，包括缺乏知道的「先決條件」

（prerequisite）而無從想像、無從「去想要」知道的「未知」（nescience）；

與明確知道有此知識對象存在但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未知。而針對後者，他更進

一步區分為四種知識進展的狀態：首先，所有知識領域皆無可避免面臨所知有

限（ignorance）的問題。其次，在知道這樣的知識極限後，選擇將其設定為未

來瞭解進程的暫時未知狀態（non-knowledge），或是明知其存在卻壓抑其生

產的未知（negative knowledge）。最後，是針對第二狀態，即未來設定要進一

步理解的未知狀態，真的進入理解的過程狀態（extended knowledge）。Gross

的論文協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未知」的多重狀態，以及諸狀態間的動態關係。

但要瞭解「未知」狀態的經驗基礎，我們可能還是要回到制度取徑上，分析社

會政治經濟脈絡對於科學知識生產的影響。

Hess（2007）即指出，在文化偏見、研究網絡與制度管控下，主流科學議

程深受產業創新競爭之價值影響，攸關環境永續的研究雖很重要，但成果卻有

限，他把這些研究稱為「該做而未做的科學」（undone science）。Frickel等人

（2010: 445）進一步將之界定為「沒有資金支援、不完全、或普遍被忽視，但

被公民社會或社會運動團體指認值得投入更多研究的主題」。他們以含氯化合

物的落日爭議（chlorine sunset controversy）為例，指出政府部門從未完成不安

全含氯化合物系統性鑑定（systematic identification）的科學研究，這類該做卻

沒做的研究，使國家無法管制不安全的含氯化合物（Frickel et al., 2010）。此

外，Joseph LaDou（2006）的調查也顯示，電子產業相關之工業衛生、環境、

安全、職病等研究投入屈指可數，僅有的研究也多限於美國。他批評，半導體

產業協會等產業機構控制了研究資金的配置，限縮了研究的範疇，使產業風

險相關面向無法被完整評估。又如美國的公民參與空氣品質救援團隊（bucket 

brigades）在參與中提出替代性研究議程與資料蒐集方式，挑戰官方空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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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安全保證的基礎，凸顯了主流空氣品質監測系統的隱晦偏見（Frickel et al, 

2010; O’Rourke and Macey, 2003）。

社會建構取徑的STS觀點展現了科學政治在風險決策中的幽微運作，解構

了科學中立性的迷思，挑戰了科學需要將外來因素隔絕於外，以生產出可靠知

識的普遍觀念。科學專業知識不再對風險的「真實／真相」掌握唯一的詮釋

權，因為透過「科學」生產出來的知識，也意涵著應用特定的協議準則、價值

與規範（Ascher et al, 2010: 27）。誠如Ascher等人（2010: 163-64）在《知識與

環境政策》一書中所闡述，「科學」在「客觀」與「同儕審查」的面紗下，隱

匿地在政治過程中運作，這些未言明個人、專業和制度的偏見影響著知識的生

產與散播，影響著知識進入政策過程本身。他們注意到，不同的法律、行政命

令、法院判決、法規與決策程序等在運用相關知識上採不同取徑，也反映了不

同環境決策考量的規範性原則（p. 125），決策中占絕對優勢的科學知識，如

果被狹隘界定，反而成為風險。因此，如何將這些偏見闡明清楚，可以協助人

們意識到決策過程中偏好的價值，以及偏見如何影響到知識的選擇。

瞭解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有助於我們耙梳科學與政治決策之間的複

雜關連，從而思考科學在環境決策中的適切角色，以及科學與政治的關連。持

此研究取徑的論者主張，政策過程應要求廣納不同系統的知識進入決策場域，

並努力整合環境相關科學知識與替代性知識，以瞭解政治過程中的篩選機制，

以及知識生產的其他可能性。Ascher（2010）等人認為，在評量環境決策知識

的標準上，應包括完整性（comprehensiveness）、可靠性（dependability）、

精選性（selectivity）、及時性（timeliness）、相關性（relevance）、開放性

（openness）、效能性（efficiency）、創造性（creativity）（p.14-16）。而有

時「利益攸關」的知識（“interested” knowledge)，可以呈現問題與政策的分布

影響，協助政策執行的進展，反而是最有用的環境知識之一。

上述討論，提供本書分析環境決策過程中科學知識的建構與侷限。首先，

環境政策中的科學辯證並非想當然爾的客觀、中立，我們有必要正視科學知識

在環境決策中的政治性角色。誠如Jasanoff（2004b）所注意到，科學往往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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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出共識。不同學科的訓練、問問題的方式、方法的運用、對於環境問題有

不同的解讀等，都可能對問題提供不同的解答。而科學知識的生產也會受到法

規標準、資金投入等諸多的限制，科學知識建構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因

此，科學專業知識在政策過程中如何被建構與引進、政策議程設定如何影響知

識的產出與詮釋、誰在主導科學與風險的相關定義，以及「科學性」結論如何

被執行等，不再是決策程序中無法質問的前提，而是需要被檢視的問題。

其次，認知環境科技知識的政治社會性，並不代表我們應揚棄科學知識

的取得，相反地，是協助我們對於科學知識發展的議程設定，以及其在環境決

策上的應用，有更深入而系統性的理解。從檢視「科學知識」的問題假設、方

法論、與結果應用的脈絡性、適切性與公共性，進一步思考目前制度安排中獨

厚特定知識生產模式的問題，反省傳統政策過程高舉科學研究權威與客觀的侷

限，更寬廣地檢視環境決策中相關知識生產的可能路徑，從而發展環境行政中

「好科學」的典範樣態。

本書以下各章的案例分析，討論環境影響評估知識生產程序與過程、石化

業管制科學爭議，以及科學專家委員會的知識生產困境，即嘗試「問題化」環

境決策中習以為常的「科學評估」作業，描繪出台灣現行環境評估與管制制度

背後隱而未顯的價值偏見，希冀對「科學評估」在我國環境行政程序中的位置

與相關制度設計思考有所啟發。同時，進一步討論與反省我國公共決策依賴甚

深的專家政治。

二、專家政治與常民知識

倡議科學理性的行政準則，藉以提升行政機關專業、中立的形象，強化

了行政決策者的科學證據運用，以及與專家之間的連結
4
（Jasanoff, 1995）。

4 有關管制機關與專家之間的關係，Jasanoff（1995）依據管制機關與專家對風險的評估，和
仲裁型或立法型的行政程序，將管制的科學評估分為四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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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過去風險管理典範，凡涉及自然科學範疇議題，常交由「專家／科

學家」來評估解決。尤其環境風險治理常牽涉到大量「專業」的科學知識與資

訊，行政機關必須依賴間接、或是不確定的證據資訊，來進行判斷與決策，

這使行政機關的行政裁量空間逐漸擴大，而為避免決策上的困難，行政機關

（或政治人物）相當倚賴專家進行政策判斷（Peilke, 2007），各種專業委員會

在政府部門內因應而生，擁有科學專業者被視為擁有巨大影響力的政府第五

部門（Jasanoff, 1990）。這類決策模式強調優勢的科學取徑，為風險決策提供

「客觀而中立」判準，民眾的在地經驗與知識很少受到專業的認可。一些研

究即顯示，科技官僚常用實證主義的途徑，將日常生活概化成一個由專家技

術性操作管理的問題結構（Fischer, 1990: 44）。而與環境政策息息相關的管制

科學（regulatory science），做為決策的重要指引，結合了知識生產（produc-

tion）、知識合成（synthesis）與預測（prediction）三個過程，其制訂更仰賴

「專家／科學家」的分析、評估與建議（Jasanoff, 1990）。

不過，從前述批判理論角度出發，攸關風險決策中的專家與科學專業，

並無法獨立於社會脈絡外被檢視。Jasanoff（1990）指出，既有科學諮詢機制

對於專家挑選、框架討論議題，以及決定專家建議在決策中的比重，都還存有

許多歧見；過度倚賴科學專業諮詢，往往無法有效解決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爭

議。Weingart（1999）回顧了美國早期的科技專家/官僚決策模型，認為其預設

了「客觀知識」與「主觀價值」的截然二分，高度影響了政治界與科學界的主

流認知。但他批判這種決策模型的預設基礎：問題定義、建議、決策的行政序

列、科學知識的價值自由度，以及科學家的政治中立與無私化，都過於簡化科

學家涉入政治決策領域的問題，而無法禁得起實證的考驗。Martin與Richards

（1995）則區分了科學爭議與公共決策的四個研究取徑：實證主義、團體政

治、科學知識的社會學與社會結構，認為相對於實證主義途徑將正統科學視為

真理，後三種途徑其實可以加以整合，協助我們看到科學爭議中問題判斷與專

家利益間的關係，以及專業判斷社群的社會經濟位置與其社會關切等議題，解

構實證主義將科學衝突視為專家獨占的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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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角度來看，政策制訂所依據的科學總是摻雜著各

種因素，包括發生在方法論、實驗觀察的技術爭議，以及一些未能言明的個人

屬性（如政治立場、價值取向、組織、文化等影響）、專業和制度的偏見，影

響著知識的生產、散播，甚至決策判斷（Ascher et al, 2010; Jasanoff, 1995; Pri-

mack and von Hippel, 1974）。專家常扮演秘密的觀點辯護人，致力減少決策者

可選擇的範圍，其主導了科學知識的生產、詮釋與解讀，並藉由科學來影響

政策選擇的方向（Peilke, 2007）。此外，專家之間的爭論也不盡然能促進理性

決策。當政策中的科學遇到了過度批判（over-critical）時，常會使政治上對立

的雙方，格外仔細審查對手的科學論據，因而產生無止境的技術爭論（Collin-

dridge and Reeve, 1986）。以1960年代開始的核能爭議為例，科學家進入政治

論辯中，其專業知識變成決策場域中雙方用以捍衛自己觀點、立場與利益的工

具，這改變了人們對科學的認識，不再將科學家視為完全中立、客觀、可靠，

專家在政治諮詢中的權威性急速下降（Bimber, 1996）。

Limoges（1993: 417）在探討專家知識於決策過程的運作模式、意義與角

色時，也論及專家知識在爭議過程中被不斷解構，不一定有助於釐清真相，

有時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儀式或操控的機制而喪失信譽。科學專家於環境政策

中，不僅止於是資訊提供者，常扮演著更複雜多元的角色。如Keller（2009）

探討美國科學專家在面對酸雨及氣候變遷等政策議題上的角色，其研究結果發

現，生產科學知識的專家，無法與社會、政治過程切割，科學專家在不同政策

階段（議程設定、立法與執行）扮演不同的角色，程序限制（procedural con-

straints）更有可能侷限了科學家以中立的諮詢者身分參與政策過程。因此，期

待科學家扮演中立的角色，在政策與科學中劃出明顯界線，只能存於規範性的

宣稱（Keller, 2009: 183）。

Hinchliffe（2001）舉英國政府處理狂牛症（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

lopathy, BSE）的政策研究為例，當科學家們首次面對BSE時，根本難以掌握

其病因特性，亦不知其病原傳播路徑，僅能依靠盲目的各種禁令和撲殺來遏止

病情，並對外宣稱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最後英國政府終於無法控制狂牛症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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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致了大流行。諷刺的是，Hinchliffe（2001）發現，這是因為英國政府與

其所委託的科學機構自始至終未認真看待屠宰與支解牛隻的複雜過程，Ridley

與Baker（1998）也指出，受限於科學研究的預設，當時英國科學家們忽視了

BSE是否能經過無效組織進行傳染。這些漏洞讓英國政府最後必須尷尬的收拾

狂牛症大流行留下的政治殘局。BSE的案例，使我們看到了忽視了自然（即

BSE的致病因子普恩蛋白）在常民社會（屠宰與支解牛隻）中的複雜運作，僅

倚賴科學實驗、模擬來作為政策判准的侷限。

上述討論顯示傳統政策過程獨尊科學專家的諮詢與判斷，忽略了風險決策

的政治本質。而環境知識生產具有多樣性、複雜性與不確定等特性，對環境知

識生產的系統性歧視
5
以及輕忽處理公共意見，都會使我們省略、忽視、有意

排除特定形式的資訊（Ascher et al2010）。Irwin等（1996）提醒，風險決策需

要科技知識以外更多元的資訊，這些資訊必須有回應的可近性、在地性以及對

公民需求有同理心；而科學界也應與其社群以外做更有效的溝通，願意去理解

不同的世界觀與知識；更重要的，科學家需要檢視自己背後的「制度性結構」

（institutional structure），才能促進有效的風險理解與溝通。一些研究因而主

張應發展更包容更多元的決策模式，讓更多常民知識進場，打開科學知識與風

險決策的黑盒子（Wynne, 1992; Fischer, 2009）。重視公民參與，已成為當代

環境公共行政的核心課題。

傳統公共政策討論中的民眾參與，著重其於實踐民主程序所扮演的角色。

不過，前述的批判理論論點卻賦予公民參與更重要的意義與內涵。蓋理解到環

境政策相關的知識生產，無法脫離專業、個人以及機構的偏見，相關知識也不

可能完美與完整，強化公眾參與，不僅可以廣納更多元的社會與專業意見，檢

視不同論辯後面的價值體系與權力關係，增進公眾與科學社群的建設性對話

（Brown, 2009；Douglas, 2009；Fischer, 2009），也能檢視修正科技主義工具

理性的盲點，具有實質的貢獻（Barber & Bartlett, 2005）。因此，一些研究者

5 例如，偏好普遍化的科學解釋，看輕脈絡化的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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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具有爭議性的科技政策須建立在公共討論的基礎上，以避免決策偏差

（Wynne, 2001；周桂田，2005b）。

Jasanoff（1990: 228）將科學在決策過程區分為技術官僚統治模式（強調

完好的科學來合理化決策）以及民主模式（強調利害關係人的廣泛參與增進決

策品質），她批判傳統僅與科學社群建立緊密連結的技術官僚決策模式，認

為民主與技術官僚決策模式的平衡才能使科學或政策的參與者產生「建設性的

對話」。她進一步提出「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概念，認為科學知識

鑲嵌與被鑲嵌於社會的認同、機制、表現與論述中，人們認識世界的方法與既

有社會組織與控制方式息息相關，因而拒絕傳統線性、單因地刻劃科學、科技

與社會的進步故事，強調廣納社會的參與以提升知識創造活動的重要性（Ja-

sanoff, 2004a）。在此概念下，科學知識與政治秩序相互依賴且共同發展，當

知識與專業不再是給定，而是可以被問題化的一部分，即挑戰了專家與常民認

知方式的清楚界線。

一些實證研究也已證明，面對複雜的環境風險課題，傳統單向且線性的風

險評估與決策模式，可能會忽略一些現有科學未能掌握的問題，而民眾參與可

以促成更好的科學與決策判斷，並促進環境正義的實踐。Yearley（2006）研

究英國空氣污染與民眾參與式評估時，發現民眾參與地方污染地圖的建構，可

以協助檢視傳統科技模型預測背後未被檢驗的假設。例如，模型通常會平均化

汽車污染排放量，但事實上，貧窮區域可能有較多平均值以下的車輛而造成污

染的熱區，模型預測因此可能低估一些貧窮區域的污染值。

Corburn（2005）以紐約東河食魚風險爭議的研究為例，指出號稱專業的

科學評估，並不重視風險分配正義和其他非癌症健康效果的評估，和化學物質

影響的加乘效應等既有科學無法掌握的重要課題。他借用「共同生產」概念，

檢視地方（漁人）知識（local knowledge）的進場，顯示掌握生活經驗與地方

文化的社區成員，可以協助專家看到研究對象的語言、文化、飲食習慣、社會

勞動關係等重要生活軌跡與方式，並且重新界定問題與研究方法，也協助美國

環保署採取對症下藥的評估與發展有效的環境健康行政措施。Corbur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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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的研究顯示，藉由地方的默會知識，能夠改善既有專業知識的缺陷，同時

增進程序民主，促進分配正義與決策效率。他進一步闡明，「專門知識」並非

一種客觀的事實，不管是來自專家或地方，皆是一種為政策決定辯護的政治資

源（p. 201）。因而街頭科學（street science）運動的倡議，主張重新評估形塑

環境健康決策的優先順序與政治關係。

與Corburn的主張相同，Douglas（2005）也認為公民參與風險知識建構的

合作，可以協助政策制訂者與科學家進行較好的問題界定，包括問題所指涉的

範圍與潛在解決方案的提出、分析範圍的適當性等。公民可以提供關鍵的地方

知識與實踐經驗，有助於提高研究資料的品質。公民也能提供有助於形塑分

析的價值洞見，使得分析所依循的假設與不確定性，得到較好的證據檢驗與權

衡。

相較於國際上對傳統風險決策模式的省思，台灣的風險決策機制似乎仍停

留在舊有典範，視科學知識為「客觀純潔」，無涉價值選擇與判斷（朱元鴻，

1995）。本章一開始所提的六輕旁國小學童尿檢結果，或2014年9月的餿水油

風暴事件中，不乏科技官僚與專家提出「科學佐證」，顯示這些污染物或黑心

油品的「合格」數據值，而現有科學資料無法證明其與健康危害的關連性。

如同周桂田（2000）所觀察，台灣產業發展的趨力邏輯，支配著技術官僚在科

學、經濟、工業、農業、教育、衛生等領域穩固結合，對在地化風險相當自由

放任，呈現遲滯型的風險社會系統，缺乏對高科技風險審視與溝通的機制與能

力。從氣爆、毒物污染到餿水油，科技官僚與專家無力解決現實風險問題的遁

詞，恰好印證了台灣政治體系回應風險社會的失能與失職。

缺乏科學知識和政治權力交互鑲嵌的批判分析視野，科學不確定性與法

律無規範往往成為操作風險解讀與行政卸責的最佳藉口，尤其在新興發展的科

技領域，對風險的無知與無能，似乎可以合理化政治上的不負責任。杜文苓

（2009）以台灣環保署研擬加嚴高科技廢水管制標準的協商過程為例，指出廠

商以精確的金錢損失，抗衡無法確證的環境風險，使標準修訂幅度相當有限，

而法律上欠缺「確定」的科學佐證，更成為產官不需面對環境風險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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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and Lee（2009）的研究也指出，政府與業界常以「符合現行法規」正當化

光電廢水的排放，將合法與無風險畫上等號。

本書後面幾章的分析，將進一步梳理台灣現行環境治理模式，包括前端

的環境影響評估與末端的環境管制政策運作，指出獨尊專家諮詢，窄化知識型

態與事實認定，對於環境治理的侷限與傷害。而從公民參與科技風險決策的角

度出發，本書也將進一步帶出面對當代風險社會應有的制度設計與政治策略想

像。

第四節　面對風險社會的政治策略

前面幾節的討論已充分指出，環境風險知識建構的政治社會性與專家政

治的侷限，尤其依學科領域劃分的專家，各自僅能掌握自身領域的部分專業

知識，在科學領域分工專業化的時代，使得專家在跨越其領域之外的地方，

都成為了外行人，究竟誰才算得上是「專家」，有不少的知識辯證。就Cor-

burn（2005: 47-51）的觀察而言，相對於科學專業知識，6
街頭科學家所貢獻

的地方知識—在此指涉有關地方歷史、道德、政治文化傳統的脈絡資訊與經

驗，可用公共敘事、社區故事等來證其代表性—也有專門知識（expertise）

的貢獻度，是當代公共決策中「有用知識」（useable knowledge）重要的一環 

（p. 39）。

許多研究者皆指出，獨尊實驗室產出的科學知識已無法有效解決環境風

險爭議（Heinrichs, 2005; Nowotny et al., 2001; Wynne, 1991），唯有重視知識的

多元性，跨越不同知識型態、疆界的藩籬，讓廣大的利害相關人可以參與相關

的資料蒐集分析以及環境爭議解決機制的選擇，這種奠基於專業者與常民合作

方法上的聯合事實認定（joint fact-finding）過程，才能有效解決環境健康爭議

6 Corburn指稱的專業知識（professional knowledge）主要根據Jasanoff（1990: 76-78）的定
義，包括研究與管制兩種型態的科學。研究科學無涉知識的實際運用，而管制科學包含著
在政策發展過程中增進現有運作、技術與過程的知識生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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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urn, 2005: 11）。Corburn並進一步提醒，這個聯合事實認定過程還必須

關照社會正義的元素，注重劣勢社群的參與空間。

瞭解到政策爭議中，各方行動者對於現實有不同的詮釋，Fischer（2003a: 

14）主張，行動者之間必須透過對話，才能夠相互理解各自的詮釋框架，而政

策規劃者更需要為多樣的政策規劃共識模式創造空間與機會，以促成各方社會

行動者的溝通與互動。Corburn（2005: 41）也認為，在「共同生產」的決策模

式中，專家與常民之間部分與多元的「專業協商」有其必要，而「審議式政

治」是發展專門知識共同生產不可或缺的要素。早期的審議可以做為公民參

與的預警系統，這不僅不會延宕政治決策，還可以減少後續可能的司法訴訟

（Hamlett, 2003）。如何擴張政策所需知識面向的範疇，形成以「問題解決導

向」為知識建構基礎的環境政策決策程序，值得政策機制設計進一步關注。

但什麼樣的政治策略或政策程序的設計，才能較符合「問題解決導向」的

政策知識建構期待，從而克服實證主義風險決策模式所遇到的難題與爭議呢？

一些政策分析的研究指出，在知識建構的參與制度設計上，公民參與的實現要

以「建構問題」為核心，並運用各領域的知識資源來建立與檢證各種假設與

理由，促成各方利害關係人就衝突問題的認知進行對話（Maasen and Weingart, 

2005）。Torgerson（1986）認為，在政策分析的方法學上，應該揚棄將專家與

公民完全區隔的機制，並將焦點從特定的分析技術，轉移到問題探詢提問過程

（process of inquiry）。他舉加拿大油管鋪設爭議的伯格質問（Berger Inquiry）

為例，為擺脫技術理性在處理社會爭議時的主流偏見，伯格法官提供一個開放

性的論壇，邀請個人與社區陳述其意見，而這樣的制度設計，也協助受影響的

居民發展理解與闡述自身利益的能力。

一些研究指出，群體如何被社會所建構，會影響政策設計，而政策制度

的設計，某個程度也會界定政府與公民的關係，限制公民身分的形成。政策設

計本質上具有政治和社會的特質，是不同的價值體系、經驗及參與者持續互動

與競爭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創造了不同的機會結構，也傳遞不同的訊息給政策

標的團體。而這些機會結構與訊息，會影響政策導向，以及標的團體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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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力位置與社會正當性（Schneider et al., 2007）。這個分析提醒研究者，

政策設計與社會建構交互影響，在促進積極公民身分與消弭社會不平等的目標

下，如何透過政策設計重塑標的團體的權力位置與正當性，是風險政治中需要

思考的重要課題。

以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界定風險特性

為例，將對公民與科學家皆具影響作用的「分析審議過程」（analytic-delib-

erative process）作為決策過程框架，塑造了「審議框架了分析，而分析知會

審議」（deliberation frames analysis, and analysis informs deliberation）的政策

運作模式（Douglas, 2005: 157），也重新設置了公民與專家在決策過程的位

置。Waterton與Wynne（2004）討論「歐洲環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 EEA）的例子也指出，歐盟環境知識的生產，是各種角力下協調折衝

後的結果，而機構的設計與認同緊隨著知識形塑需求的調整，面對環境的風險

與不確定性，歐洲環境署瞭解到他們科技政策的制定需要審議與批判的創新途

徑，以取代傳統集權制式的許可路徑。以化學物的風險評估為例，歐洲化學署

藉由肯認既有科學對化學風險的無知，與在決策中擴大預警模式的運用，重新

界定專家知識與公民責任。這樣的制度設計開展公眾在價值與需求使用上的論

證，公民社會在公共價值討論上被賦予更大的角色，緊密地參與科學知識生產

的貢獻。

而強調政策設計應服務於民主，一些學者提倡參與式政策分析（deLeon, 

1997）與增進公共審議途徑（Fischer, 2009），更發展出的「參與式」、「審

議式」的科技評估，強調透過科學、一般公眾、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打破科

學與公眾審議的藩籬，以促進決策的品質與效能。一些學者認為，審議民主的

制度設計為開展多元環境論述，避免科技專業壟斷提供契機，使理性、正義、

生態永續可以融入決策的實質內涵與程序（陳俊宏，1998；Fischer, 2003b; 

Barber & Bartlett, 2005）。公民審議模式或有差異，但創造一個可以促進共善

公利的參與討論空間與制度設計，能協助釐清風險問題與社會價值的排序，

為其重要原則。Chilvers（2008）即指出，審議過程中常民與專家有高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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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批判性的互動，可以呈現科技評估過程的多元觀點、不確定性與潛在假

設。

審議與分析之間交互為用的關係，重塑專家與常民在風險決策上的角色，

促進知識建構、公民參與及政策決策之間彼此鑲嵌的機會。Fischer（1993: 

172）認為，對一般專家而言，將專業與社會參與結合一起的想法，似乎很不

科學理性，但參與式研究能夠針對那些混合了技術與社會的問題進行分析，成

為解決特定類別問題的關鍵。這些研究展示了一個有別於傳統的政策相關知識

建構典範。政策決策相關知識並不限於科學評估數據等實證資料的產生，特別

是在具有高度脈絡化與地方性環境政策所需的相關知識，更需要透過良好的行

政程序設計，提供科學專家與具有在地知識的常民專家產生連結的機會，並促

使居民的經驗與證據在問題解決上有所貢獻，讓地方知識能夠產生增進環境治

理決策的正當性、縮短知識與政策間的距離，使科學與政治決策更具公信力

（Moore, 2006 ; Yearley & Cinderby, 2003; Corburn, 2005; Yearley, 2006）。

一個能涵括不同知識進場，重視知識合產的參與式政策程序，對於環境風

險威脅加劇以及環境決策爭議不斷的台灣已是無可迴避的選擇。現行科學實證

主義治理模式所衍伸之困境，或許可以歸咎於台灣技術官僚為特定政策選項而

操作科學評估方法與結果，但從吾人經驗研究觀之，似乎更有可能基於決策程

序中的制度慣習，而獨厚特定的政策知識生產方式。本書嘗試釐清與理解傳統

政策知識方法論的侷限，討論替代性政策知識論，企盼從過往我們所面臨的失

敗經驗中，找尋政策制度改革的出路。第七章總結一文，希望結合我國制度與

實踐分析的洞見，配合國際治理典範的操作趨勢，指出相關改革的可能契機。

第五節　本書架構與章節安排

要深究台灣科技風險與環境治理問題，我們無法忽略主導台灣的科技、經

濟發展力量，以及近年來堪稱代表性的重要環境爭議案例。因此，本書選擇台

灣工業發展最具代表性的高科技業與石化業，討論近年來備受社會矚目的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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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四期環評及其後續司法訴訟爭議，以及六輕環境管制監督與攸關擴廠環

評通過與否的VOC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數據爭議，以這兩個產業相關爭議

案例為基礎，進一步剖析台灣環境行政中的專家政治、管制科學的數據政治，

以及政策知識建構問題。而攸關環境治理中的風險溝通問題，本書選擇福島核

災之後社會普遍關注，政府相關技術單位官僚主動啟動與民眾風險溝通計畫

的核能安全議題。跨產業、跨科技的風險樣貌或許有異，但於制度內的知識生

產、評估程序與管制裁量卻差異不大。更有趣的是，相關案例在政策爭議過程

中，都曾出現足以抗衡行政決策論述的競爭性論辯，雖然這些對抗性論述皆被

排除在傳統行政程序之外，但政策論述的交鋒對照，卻正可以凸顯相關知識如

何在不同政策場域中被生產、傳遞與運用。

依照環境風險治理的次子題，本書將各章節歸類於不同面向的三部曲：

分別是第一部曲：問題肇因，分析台灣環境制度與行政能力；第二部曲：科學

vs.政治，討論傳統環境決策科學認識論與政策知識方法論的問題；以及第三

部曲：風險社會的治理策略，探討台灣的風險溝通與邁向環境民主的政策實踐

之道。由於涉及議題討論層面很廣，每一章皆盡量詳細交代政策脈絡，提供資

料來源與研究方法的說明，使讀者分章閱讀時，不至於缺乏脈絡性的背景資料

而有進一步理解的困難。各章節安排分述如下：

本章導論概述傳統實證主義決策模式，在面對具有高度科學不確定與複

雜分配正義問題的新興風險社會，所遭遇的困境與侷限。從批判理論的視角出

發，本章進一步解析當代風險社會的特質，檢視風險社會、後實證政策分析以

及科技與社會等領域的相關文獻，勾勒出環境決策中有關科學知識產製，以及

專家與常民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辯證問題。這些理論性的討論、批判與分析，

協助我們瞭解科學知識與社會政治交互纏繞的關係，洞悉科學知識在環境決策

運用上隱而未顯的政治課題，更幫助我們從新的視角上，省視以下章節討論的

幾個重要環境爭議案例，直探台灣環境風險治理的本質性問題。本章最後也特

別闡述面對風險社會的新政治策略，如何從過去侷限而失敗的治理經驗中汲取

教訓，瞭解到一個能含納多元知識、重視知識合產的參與式政策程序，可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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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舊有治理模式忽略重要在地資訊與多元社會價值的作法，促使科學與公共決

策更具公信力。

第二章與第三章構成本書第一部曲：探討台灣環境制度安排與行政實踐

能力，瞭解環境風險問題肇因。第二章探究開發計畫的事前環境影響評估制度

運作問題，分析中部科學園區第三、第四期的開發環評爭議，到後續的司法

爭訟紛擾，深入剖析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專業的「科學」宣稱，與「民主」缺位

的決策程序，指出現行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獨厚特定政策知識生產方式，排除

廣泛含納相關知識與利害關係人參與決策程序的缺陷，為後續帶來更大的風險

爭議。本章資料來源受益於國科會支持的《科技風險與環境治理：以台灣高科

技製造業群聚地為例》計畫（97-2410-H-128-025-MY2），原文有關個案環評

爭議的脈絡耙梳，改編自《公共行政學報》第35期〈環評決策中公民參與的省

思：以中科三期開發爭議為例〉與《東吳政治學報》第29卷第2期〈環境風險

與科技政治：檢視中科四期環評爭議〉中的部分內容；而本章的司法爭訟紛擾

部分，則是更廣泛蒐集近一、兩年來行政機關對司法判決的回應與作法，所寫

就之分析討論。

第三章〈環境監督的實與虛：傳統農業縣vs.六輕石化王國〉，則以六輕

地方環境治理所遭遇到的挑戰為案例，探討環評通過之後地方環境治理問題。

本章以喧騰一時的六輕副產石灰四處傾倒溢流的爭議為例，深入耙梳政府在管

制大型石化專區時，遇到企業不顧產源責任，機關之間因法律權責分際不清，

導致副產石灰究竟是事業廢棄物或是產品認定爭議，徒增執法灰色地帶的困

境。雖然副產石灰爭議已暫告落幕，但如果這個相對於六輕其他環境風險較易

解決的課題，都要如此大費周章、曠日廢時地與開發業主在管制與訴訟上周

旋，其他更為複雜的有關健康風險、空污管制，以及六輕擴建之環境影響評估

等問題，就讓人更難對政府的地方環境監督與治理充滿信心。本章的資料蒐

集，主要受益於筆者與張子見教授所執行的行政院研考會計畫《環境保護權責

機關合作困境與改善策略之研究：以六輕與竹科為例》。

本書第二部曲聚焦於環境風險決策中，向被視為在天平兩端科學vs.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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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思與辯證，由討論專家政治、管制科學與環境政策知識產製等三章所組

成，從具體的田野資料，駁斥「客觀性」科學知識的假說命題，討論科學與政

治如何在環境政策過程中交織纏繞的關係。第四章〈專家政治與公民參與的辯

證：環評制度中的專家會議〉，奠基在《臺灣民主季刊》第9卷第3期〈環評制

度中的專家會議—被框架的專家理性〉一文的基礎上，並更具延伸性的討論環

保行政中的專家界定，以及專家於環評制度內被擺放的角色。本章借用STS的

觀點，指出環保單位對於專家的制度安排，乃奠基於科學與政治二分的認識

論，忽略決策本身是一門跨科學的學問，而獨厚專家諮詢的治理模式，把充滿

政治角力的環境決策包裝成專業決定，更造成機制與決策的扭曲。如要提升專

家效能，應致力於創造一個廣納多元論述，啟動知識追求，避免特定專業壟斷

的風險決策場域。

第五章〈管制科學的數據政治〉，探討備受爭議的六輕VOCs排放數據問

題，資料部分主要來自筆者與張子見教授所執行的行政院研考會計畫《環境保

護權責機關合作困境與改善策略之研究：以六輕與竹科為例》，以及筆者國

科會計畫《環境決策中的知識建構、專家與公眾》（NSC 101-2628-H-004-003-

MY3）。本章從六輕建廠二十年來卻從未釐清VOCs排放數據的質問出發，概

述其相關爭議過程，解構VOCs數值在污染物特性、法律規範裁量、係數生產

運用、與檢測方法技術下等交互影響下，如何形成管制俘虜效應，從而主張建

構一個可以回應複雜風險課題的政策知識方法論的必要性。

第六章與第七章構成本書的第三部曲，闡述風險社會的治理策略。第六

章〈風險溝通：以台灣核安爭議為例〉探討風險治理策略中最重要的風險溝通

課題，以台灣核能安全溝通為案例探討，勾勒核能安全溝通所呈現的特性與樣

貌。本章討論，在台灣核能爭議中嘗試走出專家政治進入風險溝通領域的核能

科技官僚，如何看待公民參與及常民知識？而相關的認識論，如何影響其風險

溝通的目標設定與執行策略？這樣的設定，又遭遇了什麼樣的問題與瓶頸？結

論指出，核能安全溝通中漠視「風險論述」，取而代之的是經濟發展、能源政

策等效益評估政策論述，當風險溝通所應具備的政策回應性被忽略，民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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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難以進入核能科技政策的核心範疇。此章資料主要來源受惠於國科會與原能

會共同贊助，與高淑芬、陳潁峰教授共同主持的《核能安全之風險溝通》計畫

（NSC 102- NU -E-004 -002 -NU）。

第七章〈邁向環境民主的政策實踐之道〉，也是總結的一章，嘗試從本書

幾個重大環境爭議的案例討論，梳理從中學習到的課題，期盼從釐清與理解傳

統政策制度的侷限，討論替代性政策發展的方向，指出一個較為健全的環境政

策知識建構與運用途徑，並進一步從國際環境治理的趨勢潮流，摸索出我國邁

向環境民主實踐之道，提供未來政策擬定與制度改革過程，可以兼顧科學與民

主原則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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