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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這本書原本是寫不完的。自從RCA訴訟讓我開始一頭栽進司法與

科學因果關係這個研究課題之後，由這個案例的知識課題往外牽連出

去的各個相關議題在一次又一次與夥伴朋友們的討論中在我腦中不斷

留下深刻印象。這些印象在不知不覺中打造出我的一些某些幾近本能

的資訊觸鬚，在網路時代每天鋪天蓋地而來的各種信息中過濾篩取各

種消息。每天翻開報紙、打開臉書、打開熟悉的網站，事情就又有了

新的進展。於是，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漫泳，成了我的日常樂趣。

但是，從學校上課到與各個場域的師友夥伴一起工作與討論中，

我又得把這些訊息資料與觀點傳達出去：從正式與非正式的口頭討

論、電郵通信、臉書貼文、到研討會文章等等型式的表達，多半都會

得到更多的知性刺激與感性鼓勵，從而讓我的觸鬚又更忙碌地在汪洋

大海中擺動著、撈取更多資訊、腦中浮現更多可能的觀點與研究課

題。如此來回了幾年，直到有一天，朋友們開始說：你這些東西已經

放不進一篇文章裡了，寫本書吧。我想想也是，於是就著手整理起這

些年累積的材料，開始寫書。

我開始認真寫東西，是從社會運動傳單開始，之後開始寫報刊評

論。這些需要快速反應的經驗讓我很容易受當下時事的影響 ，而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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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業各領域普遍過勞的台灣工人與社運工作者一樣團團轉。在本

書寫作的每一個階段，幾乎都有足以改變我原本的寫作計畫的歷史性

事件發生。整個台灣都超級忙碌的2014年就別提了。從我開始關注

這個課題以來，食品安全衛生法幾乎每個立法院會期都會修改，而修

改後又會有新弊案發生。2015年4月，RCA一審終於判決受害勞工勝

訴；同年9月，美國俄亥俄河谷的杜邦C8訴訟開庭⋯⋯。套用馬克思

的話說：「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於是，我

一直覺得這本書的寫作永遠落後於形勢。然而，回頭想想，我的任何

作品畢竟只是眾人集體求知過程的一個環節，就讓它當柴薪去給讀者

們燒出火光吧。

本書所呈現的材料與觀點最應該感謝的是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與RCA員工自救會的幹部、工作人員與會員們，包括工傷協會的黃小

陵、利梅菊、賀光卍、劉念雲、張榮隆、林岳德、還有當年引介我進

入這個議題的顧玉玲，RCA自救會的劉荷雲、吳志剛、黃春窕、秦祖

慧、盧鳳珠、楊春英等幹部。他們永不懈怠的共同努力，打造了台灣

第一個大型集體職業病訴訟最堅實的基礎。雖然受害者總是一直感謝

律師團、顧問團、志工團歷年來無數人的志願協助，事實上，要不是

這些夥伴們不辭辛勞委屈、維持著受害者團體組織性的持續參與，我

們這些協助者就算有力氣也使不上。

一定要感謝的是跟我一起參與RCA顧問團工作的林宜平、彭保羅

（Paul Jobin）、陳政亮、黃德北等夥伴，以及以林永頌律師為首的律師

團歷年成員，包括周漢威、宋一心、蔡雅瀅、高涌誠、蔡晴羽、趙珮

怡、王誠之、李秉宏、張譽尹、李艾倫、孫則芳、朱芳君、梁家贏、

林三加等律師以及不辭辛勞的簡貝如、楊書謹兩位助理。這幾年RCA

顧問團、律師團與工傷協會和RCA員工自救會成員定期的會議一直是

刺激我思考的泉源。宜平與保羅尤其是最直接與我共同工作、對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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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有最深刻影響的同儕；許多議題與論點是在和他們的討論中形

成的。在RCA十七年的抗爭歷程中曾經以各種方式、專長、身份志願

參與工作的人數高達數百人。他們應該與我一樣，覺得收獲遠比付出

的多。我自己個人的成長也應該感謝這些伙伴們，可惜能記得著名字

的儘管只有其中的數十人，限於篇幅，也無法盡列，只好在此一併感

謝了。

老友陳瑞麟與新朋友邱文聰分別是我在科學哲學與法學議題上不

厭其煩的知識庫。從2011到2014年一起參加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科技

風險溝通的公民科學素養——對環境影響評估的STS考察」的林崇熙、

陳恆安、翁裕峰、洪文玲、王治平、陳政宏、陳佳欣等亦師亦友的同

儕，以及歷年來在各個正式非正式場合對我在這個課題上各階段的研

究報告提出評論與建議的傅大為、林文源、吳嘉苓、祝平一、邱花

妹、杜文苓、劉靜怡等等同儕對我發展我的認識、觀點、與研究方向

都有可貴的直接幫助。

最直接參與本書的研究歷程的，是我的研究計畫歷年來的助理：

黃琴茹、林子暉、羅桂美、葉書宏、目尼．杜達利茂、陳炯廷、高

詩雯等等。1他們不但要當苦工解讀一篇又一篇判決書、處理各種事

務，還得監督常會犯懶的老闆。擔任本書的書封與資訊圖表設計的桂

美尤其是我在這個研究中重要的討論對象。感謝成露茜創辦的世新大

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自始以來強調師生共同學習的風氣，提供了教師

不斷學習的動機。每次上課討論，我講得興高采烈而學生開始目光呆

1 本研究由國科會科學教育處《科技風險溝通的公民科學素養：對環境影響評估的STS考

察》子計畫三：《台灣職業病訴訟中的因果關係認定：一個科學／法律社會學的實證研

究》（NSC 100-2627-S-128-001、NSC 101-2627-S-128-001、NSC 102-2627-S-128-001）三年

研究計畫，與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2012年《法律中的科學：擷取、轉化與自我再製》

群組計畫，提供部分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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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時，我就知道我得再好好想清楚，而學生們也會積極地幫我釐清論

點。或許也同樣是這種共同學習的模式，使得我在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STS 學系的指導老師與論文口試委員們——Langdon Winner、

David Hess 與 Kim Fortun——至今還是不斷提供我各式各樣的知識刺激

與論述和人脈資源的好友，本書研究歷程也受到他們許多關鍵性的幫

助。最後，本書初稿的兩位匿名評審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幫助我修正了

許多論述上的漏洞。執行編輯曾福全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的助理李

柏萱更是促使本書最終能完稿的重要推手。

本書部分內容曾發表在：《科技、醫療與社會》（陳信行，2011/2015b）、

East Asia Sciene, Tecnology and Society（Chen, 2011）、法國Travailler（Chen, 

2014a）等期刊；專書 Routledge Handbook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Chen, 2014b）；歷年各國內與國際研討會（Chen, 2013; Chen & Kong, 

2015；陳信行，2012，2013，2014，2015a）。在研究計畫申請審查、

出版文章審查以及研討會中獲得了許多匿名評審與學界同仁們寶貴的

評論，在此一併致謝。



第一章

緒論

尊重法律與熱愛香腸的人們，都不應該去看這兩者的製作過程。

 ——馬克吐溫

司法與科學是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兩大「體制化知識權威」，

被賦予「追求事實」的責任。當其他社會領域紛紛被要求「民主化」、

「自由化」時，對於這兩個機構該如何變革的倡議往往帶著猶豫。畢

竟，大部分人願意承認「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沒人喜歡眾口

鑠金。問題只是被賦予此種權威的這少數人該是誰？如何「求實」？而

行外人又如何得知這種或那種的事實主張究竟多可信？

包括公害、職業病與產品責任等課題上的糾紛的「毒物侵權訴訟」

（toxic tort litigation），從工業革命以來，就時常成為關於工業製程與產

品對不同人群的危害問題之科學與社會爭論場域。本書藉由檢視這個

科學與司法交會的關鍵點，來嘗試討論工業社會中難解的民主問題，

並分析文化實作與由過去的文化實作所構成的歷史傳統如何深深地體

現在這兩個領域的動態變化中。

毒物侵權訴訟是司法體系介入企業科技行為的重要管道，是環

境、住民、消費者與勞工面對污染的體制內手段，也是國家、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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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與公民權力交織爭鬥的領域；另一方面，在訴訟過程中「科學證據」

之生產與引述，特別是公共衛生相關的學問，常常牽動了「何謂科學」

的知識辯論：從本體論、認識論到資料收集的方法論，從證據有效性

之認定到邏輯推論的原則，不同立場所證成的科學知識，常常出現難

以調和的差異，而此「科學爭論」又與司法體系追求事實認定的原則相

互糾葛。簡言之，此類案件，從倫理的觀點出發，凸顯了科技社會中

的正義問題；從知識上來說，它豐富了我們對於哲學、法學、自然科

學與人文社會知識的理解；從實踐的意義上來看，它則是自然科學工

作者與社會之間的對話起點之一。

近年來在台灣幾乎每年爆發的食品安全醜聞，已經上升為政治問

題。隨著這些醜聞案的陸續爆發，台灣的食品安全衛生法幾乎每年修

改，逐漸趨於完善嚴格。但是，到目前為止，司法體系對於食安弊案

的判決並不符合高漲的大眾憤慨之情。例如，在2011年的「塑化劑」案

中，一審法院判決違法的企業必須賠償統一食品集團1億3千多萬元

的財物損失，但對於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代表500多位消費者集體提出

的求償，則只需賠120萬元，最低的一人只賠9元。2在這些案例中，

即使黑心企業在食品裡摻各種有害物質的惡行已經被確認到足以讓負

責人被判重刑，但吃了這些髒東西的消費者求償的主張，卻被法院認

為難以成立。最關鍵的環節，就在於求償者難以證明加害與受害之間

的科學因果關係。講究「求實」的司法機關引用同樣以「求實」為目的

的科學證據時，顯然有很多與大眾乃至科學界主流看法相悖反之處。

但是，即使輿論再怎麼撻伐，大部分人還是認為不應該由目前我們所

理解的「民主」來取代科學或司法的專業判斷——不然就成了「民粹」的

「理盲濫情」。

2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民事判101年度重訴字第20號；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1

年度重消字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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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開始在台北地方法院實質審理的前美國無線電公司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集體職業病求償案，歷經漫長的六年審

理，終於在2015年4月史無前例地判決公司必須賠償4百多位受害勞

工總共新台幣5億多元的精神慰撫金，台灣RCA的外國母公司也必須

負連帶賠償責任，當年公司不當處理三氯乙烯等有機溶劑的事實與大

量員工罹患癌症與其他重大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終於被確認。3

RCA公司於1919年在美國創立，原本是美國戰爭部為了發展

軍事無線電科技而促成奇異電器（General Electric, GE）、西屋電器

（Westinghouse）等幾個財團共組的技術聯盟，幾年後成為獨立的公司。

RCA的第一個工廠設於紐澤西州坎頓市（Camden）。電唱機、收音機、

電視等20世紀大眾媒體與流行文化產業的物質基礎的出現，RCA公司

都是不可或缺的要角。然而，在1930年代RCA原本依賴用以生產電器

產品的廉價乖順的移民女工開始在紐澤西組織工會、要求改善勞動條

件後，RCA開始遷廠到美國中西部、南部等地，尋求乖順廉價的女性

勞動力。最後於1960年代末在墨西哥設廠，也在台灣政府獎勵外商投

資出口外銷工業的政策之下來台設廠，利用台灣的便宜勞動力與寬鬆

的環保管制生產電視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直到1992年關廠遷至中國

大陸。

之後，前員工揭發了該公司在營運期間長期非法傾倒有毒廢水到

土壤與地下到土壤與地下水層內。經過環保署在1990年代的調查發

現該廠址的土壤與地下水含有高度超標的三氯乙烯（TCE）、四氯乙烯

（PCE）和其他含氯有機溶劑污染。RCA桃園廠廠址被指定為全台第一

個永久污染廠址，土壤污染整治直至近年告一段落，地下水整治則尚

未見效。於1980年代末先後購併RCA的奇異公司與湯姆笙公司經過與

3 台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重訴更一字第4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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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的漫長談判後，出資參與環境整治，但他們對於污染所造成的

人體健康問題一概拒絕承認責任。

RCA員工於1990年代末期開始組織自救會。他們發現老同事之

間有高乎尋常的癌症與其他重大疾病發生率，尤其是女性的生殖系統

病變。許多人在任職期間就經歷過很多次的流產、死胎、大量失血等

婦科問題，只是在當時的保守風氣下不敢跟人說。由於RCA公司在污

染案被揭發後就宣稱其營運資料都在一場火災中燒毀，歷年來台灣流

行病學家對於RCA員工集體健康問題的研究都無法取得所需的基本資

料：生產流程、所使用的化學品清單、個別員工的職位變動與可能的

暴露值、等等。但是，經過多年的努力，台大公衛學院的團隊還是從

有限的資料中以流行病學和毒理學研究發現了污染暴露與疾病的相關

性。而爭議最核心的有機溶劑三氯乙烯，也由於歷年研究的發現，在

2012年被聯合國國際癌症研究組織（IARC）從第2A級「極可能人體致

癌物」重新分類為1級「確定人體致癌物」。

RCA員工自救會在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傷協會）的協助下，於

組織成立後各方奔走，經過向政府陳情施壓、到美國巡迴演講、動員

志工與律師團對意圖脫產的資方進行假扣押失敗⋯⋯等等，幾經波折

後，終於在2004年在台北地方法院由員工集體對公司提起侵權訴訟。

法律扶助基金會（法扶）台北分會於2006年接手組織義務律師團。經過

三年的程序糾葛，本案終於在2009年9月開始審理實質問題，並於該

年11月11日傳訊第一位證人：罹患鼻咽癌的RCA員工黃春窕。本案

是2003年立法院通過民事訴訟法44條之一，容許以「選定當事人」的

方式進行集體訴訟以來的第一個集體訴訟。究竟我國集體訴訟的性質

為何？是否能夠處理職業病、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屢見不鮮的集體

不正義？這些都有待如RCA這樣的案例中的司法實作來回應。

在職災、污染、與產品安全爭議中屢見不鮮的情節，就是被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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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只要拒絕提供證明因果關係所需的種種作業資訊，就可以安

然脫身。除了RCA案之外，知名案例還包括2005年開始的中科三期環

評爭議中友達光電拒絕提供製程化學品清單等資訊。為了克服這個挑

戰、建立因果關係的論證，RCA案組織了專家顧問團，與律師團、自

救會、工傷協會、以及各界志工，為本案告訴準備了前所未有地詳盡

的科學專家證人與證詞。顧問團、律師團與自救會在審判開始以來舉

行的大小會議超過兩百次。

以往類似台灣這種出自於成文（大陸）法系的各國司法體系常會假

設專家證人（鑑定人）必然會維持「客觀中立」，因而在諸多牽涉科學、

工程、醫學等專業鑑定的案件中——從醫療過失糾紛到車禍責任認

定——多半依賴專家們的書面意見或鑑定報告。在RCA案更一審中，

雙方總共在58次開庭中傳喚了七位專家證人、九位一般證人出庭作

證，接受兩造律師冗長而嚴厲的交互詰問。其中，台大職業與環境醫

學科曾做過RCA相關流行病學研究的陳保中教授一人就出庭了14次，

筆錄記載高達50小時。

除了大量的專家證人與科學證詞之外，原告律師團還曾動員了數

百名醫師、律師、與其他志工對原告會員進行問卷訪談製作三百多份

問卷。志工團與工傷協會和自救會合作出版的《拒絕被遺忘的聲音——

RCA工殤口述史》一書更榮獲2014年金鼎獎最佳圖書。

我自己在過去六、七年來在RCA訴訟顧問團中與義務律師團、

RCA員工自救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以及許多各行各業的志工合

作準備原告要提出的科學論述中，漸漸發現科學與法律這兩個常常讓

外人看來像堅不可破的頑強據點，在由術語體系、知識障礙、乃至習

俗行規等層層壁壘的後面，其實有著非常生動活潑、與其他社會領域

的爭議與變遷類似甚至同步的動態。本書就是嘗試呈現我以一個壁壘

之外的人，逛進這些領域內，所看到的各種精彩又熟悉的風貌，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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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理解包含著科學與法律在內的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社會的動態。

1.1 「看」的問題

耐人尋味的是，雖然RCA案的開庭過程都是公開的、並沒有任何

新聞封鎖，大眾卻「看不到」這些動態。除了少數社運媒體持續的報導

之外，絕大多數人會聽到看到RCA案的消息，只有在開頭與結尾。仔

細想想，其實當代台灣各種引人注目的司法案件往往如此。起訴和宣

判時會有大量的媒體關注，但審判過程卻難以讓大眾「看到」。

視覺文化，即人們如何「看」的問題，是我由其他領域借用來分析

司法與科學的第一個工具。在這個脈絡裡，「視覺」是一個比喻，並不

單指物理與生理上「可見光從物體表面反射之後讓人的視網膜接收到」

這回事，而是指公共事務中的各種狀況。這個比喻被廣泛使用到人們

習以為常，很多大家在意的事，不用視覺語彙，還真的沒法談。民主

社會的公民們喜歡「看到」，憎恨看不透的「黑箱」，偏好「透明化」。然

而，跟媒體、議會政治等大眾公認充滿操弄的領域一樣，司法與科學

兩者都有公開「透明」的一面，也有「黑箱」的一面，而且這些「黑箱」

還真的被普遍認為不應該打開。

法院開庭審判原則上是完全公開的，其判決也必須接受輿論和其

他審級法院的檢視；科學發現依例必須攤開研究歷程、公開發表、接

受同儕審查、乃至專業辯論的檢驗才會被承認。但是，無論是台灣這

種成文法系（civil-law system, 即習稱的「大陸法系」4）的法官或普通法

4 成文法系在東亞常被稱為「大陸法系」或「歐陸法系」，因為德、法、西班牙、義大利等歐

陸國家是這個傳統的典型。但繼受（receive）這個傳統的國家遠遠超過歐陸，包括大部分

拉丁美洲與東亞國家。拉丁文原名 jus civil源於西元6世紀時東羅馬帝國朝廷在查士丁尼

大帝治下所彙編的法典 Corpus Juris Civilis，原意為「文明人（即城市人）」的法律，以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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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common-law system, 習稱「英美法系」5）的陪審團，在個別人「心證

形成」或集體合議辯論的過程，都不應被「窺伺刺探」，否則就可能構

成不當干預。而當代台灣各級政府常用來處理各種困難議題的、由各

學科領域公認的「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往往也用類似理由來

維持會議秘密，就如同學科內部的同儕審查往往必須「雙盲」、審查者

與被審查者互相不知對方身份。研究所的碩博士學位論文口試一定會

有一個情節，當答辯告一段落時，主席要把學生與觀眾請出去，好讓

口試委員關起門來討論。誰、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看到」，是當代政

治、司法、學術體制運作的一個樞紐問題。不當的「看」，本身就是一

種政治文化意義上的「污染」。

在本書中，我將借用科學史與政治學中一些關於「劇場」與「機械」

兩種視覺譬喻的討論，來把「黑箱」與「透明」的對立連接上西歐現代性

建立伊始就存在的一組矛盾統一體。「劇場」的表演只要對觀眾有說服

力，就算成立。而傳統西方舞台的運作有賴於觀眾共識、同意不去窺

探佈景後面的後台運作，否則就「穿幫」了。後來構成啟蒙時代政治理

論之基礎的「社會契約論」就是植基在這種作為「法律虛構物」的共識之

上。另一方面，啟蒙時代的民主論述則厭惡劇場的表演與虛構，喜好

「一覽無遺」的機械譬喻，如杰弗遜用來証成憲法「制衡」設計的鐘錶機

時橫掃歐洲的各蠻族各自不同的習慣法相區別。在中世紀歐洲的歷史脈絡中，成文法系

的理性主義特質（包括書面法典與歷代詮釋的有條有理）往往被法學家強調，以與各民族

傳統習慣法的「非理性」相對照。名詞上容易混淆的一點是，規範親屬、財產、交易等事

項的「民法」，也一直被稱為 civil law，因此法學家也常將「民法」稱為「私法」（private law）

以免混淆。

5 普通法系也常被稱為「英美法系」固然源於英國並在美國大大擴展，但是，如果考慮到

世界最大的普通法系國家事實上是印度，「英美法」的稱呼已不適宜。印度司法體系目前

面對著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宗的毒物侵權訴訟——1984年造成估計約8千到20萬人

當場或隨即死亡、更多人罹病迄今的波帕（Bhopal）事件。該案被告美商聯合碳化物公司

（Union Carbide）於2001年為道氏化學（Dow Chemical）購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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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但是隨著19世紀以來各個技術體系愈來愈隱入幕後、成為使用者

只能看到一小角的大系統——如水龍頭後面連接的龐大自來水系統——

機械譬喻其實不再讓人覺得「透明」，反而比較像「黑箱」。這兩種「看

的方式」不可或分地構成了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及司法與科學等

體制。

在2015年夏的「反黑箱高中課綱微調」與前一年的「反黑箱服貿」

兩場抗議後，很明顯的事實是，「黑箱」與「透明」這回事是當代台灣人

的政治神經最敏感的部位。許多未必同意抗議者具體主張的人們被決

策過程外人看不到的「黑箱」挑起了義憤，認為這是對程序民主的最嚴

重威脅。這毋寧也是一種「視覺性」的政治意識。

1.2 「純淨」與「不潔」

司法與科學裡頭，哪些場合與人事物可以看或不該看的規則被違

犯時，輿論的撻伐最常出現的說法就是「還給司法（或科學、或專業）

一個純淨的空間」。「純淨」與「污染」的對立統一，是文化人類學界討

論已久的關鍵文化概念。外人看來奇異的各種「純淨原則」，若放在各

族群的食物禁忌與儀式禁忌中，現在通常會受到「文明人」基於主流多

元文化價值而來的、略帶點輕視的禮貌尊重。但是，同樣基於象徵性

「純淨原則」的文化實作也存在於司法與科學的每日實作中，就如「純

淨空間」一語所示。本書也會援引前人關於「純淨原則」的分析來討論

毒物侵權訴訟中的實作與論述。

當然，更重要的是，這種科技社會爭議的核心問題，恰恰是工業

產品與製程日益加速地大量帶進人類社會生活與環境的繁多種類的化

學品，究竟對人體來說是不是「不潔之物」？進入人體是否會造成健康

受損？這是關於真實世界的問題，不僅僅是文化實作與論述所生產出



緒論 19

的社會建構。換句話說，無論人們如何理解、用什麼樣的語彙談論，

生病死亡就是死亡，能夠爭論的，只是死亡的原因是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歸因於死者暴露在某種物質之下。

所以，本書想討論的「不潔之物」有三個層面上的意義：第一個層

次，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有害物質及其健康危害，以及研究這些危害

的知識生產活動；第二個層次，是司法、行政、立法及其他社會政治

活動中，人們怎麼處理這些有害物質及其健康危害；第三個層次，是

文化意義上的「不潔之物」，包括人們認為會危害作為象徵的「健康」

（如「健康的討論空間」）乃至「純淨」與「污染物」，以及人們使用這些元

素的文化操作。

現代社會傾向於認為這三個層次上的事物有時間或邏輯上的順

序。例如，科學家先發現某物質對人體會造成某些危害，政策和法律

接著開始管制這些有害物質，最後社會大眾才透過「科學普及」的教育

認識到這些危害，並納入日常語言。事實上，這三個層次中的人事物

的動態變化幾乎總是糾纏引繞的。從1970年代開始的科技與社會研究

（STS）這個領域絕大多數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是想闡明這種糾纏狀態。

本書也不例外。

1.3 三合一議題

職業病、環境污染、以及食品衛生與藥害等產品責任爭議，這三

種型態的科學─技術─社會爭議，其實是同一種爭議的三個樣態：人

體可能被暴露於工業製程與產品中的健康危害因子（最典型的是某種

化學品）之下，而不當承受了健康風險，乃至疾病與死亡。差別僅在

於被暴露者的身份是員工、鄰近社區居民、還是消費者、暴露的場域

與途徑是職場、住家、或所消費的商品。在自然科學中，最直接面對



看見不潔之物：工業社會中知識權威的文化實作20

這三種爭議的，是同一組知識領域：環境與職業醫學、毒理學、流行

病學等等。在法律上，這三種爭議常被並稱為「毒物侵權」訴訟（toxic

tort），尤其是受害者求償的民事訴訟。這三種爭議的爆發，反過來，

又往往會加速管制治理體制的改革變遷——包括了各級政府機關、各

種企業、檢驗認證等「中立」機構、學院與醫院內的科學專家、NGO、

法院、媒體等等，及這些機構之間互動的模式。

然而，作為這三種爭議的社會基礎構造（infrastructure）卻相當不同，

從倡議的NGO、到各個國家政府的法律體系、主管機關、乃至聯合國

的管制機構，都是不同的三套。從而，有害化學品會隨著其脈絡的不

同，引起不同的社會動態。圖1嘗試以視覺方式描繪出這個「三合一議

題」爭議的各個面向在不同階段中的分合。

在近年來的台灣，食品安全爭議通常會引起廣大的社會義憤，以

及行政與立法機構比較快速積極的回應。污染問題的醒目性則次之。

圖 1：「三合一議題」：食安、污染、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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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暴露於健康風險下的居民通常會組織自救會表達抗議、尋求解

決；環保問題也常會得到輿論關注乃至公眾支持。職業病問題卻不是

這樣。典型的職業病爭議中，受害者與家屬往往必須以個人身份面對

雇主、勞保局、與勞政機關，只有少數能得到工殤協會與法律扶助基

金會等NGO的協助。以集體方式進行爭議的職業病案例非常少數。

1990年代的台北捷運工程潛水伕症與老礦工塵肺症案以來，至今只有

RCA一案。相應著這個模式，近數十年來，進入司法體系的職業病爭

議案例數遠高於污染與食品安全爭議；後兩者往往在行政體系、乃至

政治體系中就得到解決。6

但是，反過來說，在司法體系及其所借重的科學體系中，職業病

案例反而比起食品安全問題與污染問題更常被正面認定。關鍵在於司

法與科學對於因果關係所採取的立場。職業病爭議的爭議主體確定、

通常長期在同一個職場工作，暴露史與個人疾病史比較容易建立，從

而比較容易提出符合嚴格因果關係標準的受害主張。環境污染與食品

安全的受害者則傾向於是不特定的大眾；這個容易引起公眾關注的特

性，恰恰好不利於建立暴露史、疾病史、乃至個別人受到具體健康危

害的因果關係主張。

相較於上述的塑化劑案消費者求償訴訟判決，2015年的RCA集

體職災案判決，雖然在缺乏直接資料之下，所要面對的證明因果關係

之困難，甚至可能更為艱鉅。但是，在眾多專家證人提供的論證與證

據、再加上前員工的證詞、和其他資料，卻能夠在經歷漫長的訴訟之

後，讓法庭確定了受害的因果關係。

對於台灣的司法、社會、和科學來說，RCA案的訴訟過程和判決

勢必產生深遠影響。除了案件本身的歷史重要性之外，2003年通過的

6 最醒目的案例之一，是2011年4月總統以行政權力逕行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公司在彰化

設廠的計畫，從而終止了該案的環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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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44條之一，關於「選定當事人」制度的規定，事實上使得類

似德國的團體訴訟（Verbandsklagen）或美國的集體訴訟（class-action liti-

gation）等集體訴訟的模式成為可能，因而賦予了司法體系在民事訴訟

中直接參與決定公共議題的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還得在司法實務

的實踐中具體化為未來台灣司法體系的一個組成部份。RCA案是該法

條制訂通過後第一個依此提出的訴訟。換言之，無可避免地，RCA案

的判決將成為台灣司法體系對於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關係、以及法律訴

訟與公共事務之關係的關鍵示範。誠然，與科學一樣，司法判決也總

只是一時一地的有效權威，未來有可能被推翻。而且，判例在台灣並

不具有如在普通法系中一樣的規範效力。但是，至少這會是一個追求

當代科技社會迫切需要的「事實」的長遠旅程的開始。

「因果關係」，後文會詳述，是現代司法程序交給科學專家來代

理決定的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科學家被認為擁有異於常人的知識與工

具，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所以，幾乎各國皆然，一般

「證人」在法庭上多半只能陳述親見親聞的經驗材料（我看見⋯⋯），而

「專家證人」或「鑑定人」卻可以陳述意見（我雖然沒親自看見，但是，

根據我的專業來看，我認為⋯⋯）。

以陪審團裁判為特色的普通法系和以專業法官審理為主的成文

法系，在訴訟程序上對於專家證詞的處理方式不同。成文法系多半假

定法官應該是具有判斷能力的人，所以常不制訂定太具體的「證據規

則」，容許兩造呈上各式各樣的證據、證詞。至於這些證據與證詞是否

可靠、是否「可採」，則是承審法官要去判斷的，判決書多半必須說明

採信或不採信的理由。普通法系則通常會以成文法或判例法訂定比較

複雜的「證據規則」，其中包含了同樣複雜且常受到高度爭論的「證據

排除原則」。什麼證據證詞可以呈堂、什麼人就什麼事可以出庭作證，

這些通常都是兩造會爭論的。在高度依賴科學證據、證詞與證人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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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侵權訴訟中，審判開始之前雙方關於專家證人「適格性」的爭論，往

往就已經決定了判決的結果。這種爭論的一個沒有明說的前提，就是

認為代表「大眾」的陪審團無知而且容易被花言巧語所愚弄，所以法官

必須「保護」他們免受「偽科學」和其他不當資訊的「污染」。

1.4 STS作為一種工具

在此或許值得介紹一下作者個人的一些知識背景，好讓讀者有個

脈絡來理解為何一些看來分散在不同學術領域的資訊與論述會被放進

這本書裡面一起談。我自己沒有任何正式的法律、公衛、或生物醫學

的學術訓練。我大學時代讀的是工學院，但大多數時候浸淫在1980年

代末期熱鬧的反公害抗議、農民運動、與學生的校園民主運動之中，

大多數的知識訓練是在學生團體自己辦的讀書會裡得到的。研究所

時我在美國進入的是當時剛剛成為一個學科沒多久的「科學與技術研

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也稱「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都是STS）。1990年代是蘇聯集團垮台、

冷戰結束後，關於全球化、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等課題的辯論

主宰著歐美的人文社會思想地景的時代。STS作為一個新興領域，與

性別研究、文化研究類似，有來自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等比

較定型的領域的學者，因為對科學與技術的社會角色等課題有共同的

興趣，而聚在一起互相辯論。我作為一個研究生，也興致昂然地想要

加入這些辯論中。

但是，另一方面，我開始比較深入地接觸到隨時處於危機之中的

工人運動，也逐漸將自己視為工運的一份子，在思想上繼承19世紀以

來環繞著工運的政治思想。這些思想和做為它們的土壤的各國工人運

動一樣，幾乎每個時代隨時都面對著各種重大的危機。我在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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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所做的博士論文研究，是以人類學方法研究台灣機械業技術工人

的俗民意識型態（folk ideology），主要是為了滿足我一直放在心上的一

些知識疑惑，包括對我自己所生長的社會劇烈轉型的不解。回到台灣

之後，我主要關心的領域還是工人運動。但由於我一直無法忘情於過

去在學校學、在當兵時動手做、在田野研究時反覆地看我的研究對象

做的機械、造船等工業技術，我也花了一些精力去探索適當科技的課

題，邀請朋友們跟我一起思考如何讓科技服務於人、而不是人服務於

科技。當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其實一路貫穿

著我歷年來的各種不同的知識興趣與社會運動參與。

當2009年RCA案開始實質審理後，我與長期關心RCA案的林宜

平、陳政亮、Paul Jobin等朋友開始密集討論有哪些迫切的研究工作需

要顧問團做。RCA自救會律師團的林永頌律師很早就提到，這個訴訟

有三大難題：因果關係、時效問題、「揭穿公司面紗」。7後兩個難題無

疑必須主要在法律體系內部尋求出路，至於因果關係，則是典型的科

學與社會的問題，是熟悉STS的研究者可以出得上力氣的切入點。在

流行病學統計方法的檢視、三氯乙烯健康危害的社會史、以及法律如

何面對因果關係等幾個我們談出來的課題中，我自己毫不猶豫地選擇

了法律課題，然後馬上開始回去重讀研究所時期所讀的STS文獻中，

當年被我大段跳過的部分。在英美脈絡中，由於其政治文化傳統習於

把法庭當作社會爭論的論壇，STS與法律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許多

STS名家是律師出身的。90年代時我原本對法律議題興趣不高，只是

7 時效問題是指民法中所規定的侵權索賠的訴訟必須在知悉侵權行為之後若干年內、或侵

權行為發生後若干年內提出告訴，否則請求權消滅。台灣現行的時效規定是知悉後2年

或損害發生後10年。許多現代毒物侵權訴訟都必須面對這個難題，因為化學品暴露導致

或促發的疾病往往有較長的潛伏期。「揭穿公司面紗」則是指跨國公司藉由母子公司是不

同法人的事實來逃避子公司造成的損害賠償責任。2015年的判決中，法官對於這兩點的

論理都採納了非常進步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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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學老師聊天吵架時常會接觸到，略有所知。但是一旦著手、有目

的地為了一個重要個案去嘗試理解，法律界的術語體系、知識障礙、

習俗行規等等壁壘都變得不像障礙，而更像是有意思的研究對象，並

不嚇人。原本我對於自己會對法律問題著迷覺得挺意外的，後來是宜

平指出，我是把法律當成一個技術體系在看，我才意會到原來我的

STS訓練還是有用的，順手拿起的知識工具，還是研究所時接觸到的

那些。

STS習於研究的科學與司法有相近的性質：兩者都是建立一時一

地的權威論述的「真理體制」（truth regime），雖然司法不像主流科學論

述一樣向來有試圖使得科學命題純粹「反映自然」的企圖心，司法判決

的「社會建構」性質，在法學領域中，除了最極端的幾個學派之外，鮮

少有人否認。畢竟，立法過程的重重社會爭議與政治角力在像台灣這

樣的議會政治中是再明顯不過的。STS之前用來研究科學與技術的一

些方法與觀點，如實驗室民族誌，由於科學與司法的相近性，很容易

可以類比到對司法的研究。與十餘年前科學和技術的社會研究一樣，

法律社會學在以往的台灣社會科學領域向來不顯眼，或許兩個領域的

交會可以互相激盪出一些火花。8

另一方面，過去一向以英美為中心的STS研究常被批評忽視現代

性在英美歷史文化之外的其他形式。Steven Shapin與Simon I. Schaffer

關於波以耳與霍布斯在1660年代的英國就何謂「可靠知識」的爭鬥的

名著《利維坦與空氣泵浦》（2006/1985）當年出版時，科學史學家 John 

L. Heilbron 就惋惜他們忽略了關照同時代在歐陸的發展，如歐陸理性

主義思潮。（Heilbron, 1989） 從歷史來看，如果說波以耳的實驗室建構

與經驗主義在當時的英國科學界略勝一籌，而且形成了後世社群同儕

8 在未來對台灣法律的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參考點，是最近由人類學者與法

學者在《思與言》47期4卷的「法律、社會與文化」專號（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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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這樣的科學的社會組成。那麼，霍布斯及其盟友的勝利則在歐陸

的思辯哲學傳統與其理性主義信念的產物——現代成文法系。明治時

代日本學者翻譯德國成文法系中指稱法官做出判斷這個動作所用的詞

彙——「心證形成」——活脫脫就是從十七世紀歐陸思辯哲學最著名的

一個歷史場景而來：笛卡兒的「爐邊沈思」。（Descartes, 1637/1984）孤寂

的「獨立思考」，而非眾聲喧嘩的辯論，是這個法學傳統的美學理想。

台灣當前的成文法系恰恰好就是由當年歐陸理性主義思潮的歷史遺緒

移植再承繼而來。17-18世紀西歐現代性形成中，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

兩個認識論立場及其相應的各種知識建構與社會機制的形成，可說是

一體兩面。因此，觀察台灣這樣的一個司法體制面對科學時的動態，

就更能夠在與英美普通法系中類似現象的的比較中發現一些之前或許

鮮少被觀察、紀錄分析的重要STS經驗材料，以供我們更進一步思索

從未過時的現代性難題。

1.5 章節介紹

本書第二章從公認全世界最好訟（lititgious）的美國1990年代開始

的一場關於科學證據在毒物侵權訴訟中的「適格性」的爭論開始談。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從1993年的 Daubert v. Merrell Dow 一案開始的一系列

判例在近年來造成司法——尤其是毒物侵權訴訟——援用科學的方法原

則上的重大改變。此一改變在STS、公共衛生、法學、哲學等各領域

引發了非常豐富的關於科學與社會的辯論與研究。我會在第三章概述

台灣職業病訴訟中的因果關係論理的模式，並鋪陳台灣的職業病認定

體制的概況。在第四、五兩章，我分別使用人類學家Mary Douglas的

「純淨法則」和政治學家Yaron Ezrahi的「政治的視覺文化」這兩個理論工

具來分析在司法體系中觀察到的一些醒目特徵。第六章介紹STS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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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常被用來分析跨領域合作（例如科學、勞工行政與司法）的「社會

世界模型」以及近年來各國政府致力於建立化學品清單的工作。在第七

章，我會轉而探討一個邊緣案例——心理壓力造成的精神疾病作為一

種職業病，並從職業病相關的各個機構體制面對邊緣案例的窘境來更

進一步理解它們的特徵。第八章處理「三合一議題」中最醒目的那一

面：食品安全問題，以及與食安問題的政治效應息息相關的媒體政

治，和在食安危機中受到挑戰的私有化、文書化的認證體系。在最後

一章中，我試圖把前面介紹過的各式各樣的人物角色、機構體制、乃

至化學物質、檢驗設備等東西之間的互動，整理成一個動態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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