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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國大陸研究暨蹲點獎助」研究生研習營成果報告書 

 

中國政治參與的變遷與動力： 

以反垃圾焚燒運動為例 
王敬智 

 

一、田調目的及安排 

本研究選取兩案案例，一為「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抗爭」（以下簡稱「番

案」）便是最適合證明上述理論主張的案例。該事件起於 2009 年 9 月，當時廣州

市政府宣佈番禺區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將在完成環評後動工開建，經媒體報導後，

垃圾焚燒發電廠興建預定地附近小區的業主，對於政府草率及未徵詢民意的決策

展開一系列串連及公開抗爭，在媒體的持續關注下，中國全國掀起了一陣對於焚

燒是否是最合適的垃圾處理方法的討論。居民的行動及媒體的報導對地方政府當

局形成強大的壓力，使得番禺區政府於同年12月宣佈暫時停建垃圾焚燒發電廠。

這一由民間自發產生的環保維權行動成功迫使政府收回政策成命。二為「北京阿

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抗爭」（以下簡稱「蘇案」），在這個事件中，北京政府展現

了過去少見的治理能力及柔軟身段，面對來自民間的反建意見及壓力，其處理方

式不是威權政府一貫的打壓，而是試圖取得居民們的諒解以及對公共政策的支持 

在田野調查的進度上，本研究目前已完成對「番案」的田野調查。學生去（2011）

年和今年前往廣州番禺進行約三個月的調查。在廣州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郭巍青教授的指導及協助之下，本人至相關現場（垃圾掩埋場及焚燒廠興建預定

地址）進行調查，並訪問親身參與「番案」的村民、業主、記者及政府官員。 

本人並於去年 12 月自費前往北京進行約兩週的田野調查，接觸了北京反垃

圾焚燒的積極份子及官員，例如黃小山與王維平等，還有目前著力於研究中國垃

圾問題的環境 NGO，例如達爾問環境研究所與自然之友等。但由於受限於無經

費支持，因此該次調查只在北京待上了 10 天左右。學生目前在北京執行田調當

中，田調時間預計是從 2012 年 12 月 3 日至隔年 2 月 3 日，此期間取得北京一家

環境 NGO 達爾問環境研究所的邀請函，其將於田調期間提供一切需要的資料及

協助。 

  

二、田調成果     

（一） 走訪北京環境 NGO 

學生抵達北京後第一要務就是走訪北京的環境 NGO，以瞭解目前北京垃圾



2 
 

政策及反垃圾焚燒行動的最新進展，迄今為止本人走訪了達爾問環境研究所、自

然大學與自然之友兩家環保機構。在訪問自然之友的時候，我與固廢組負責人田

倩交換了意見目前中國零廢棄聯盟（以下簡稱零盟）的秘書處設於自然之友，田

倩做為秘書的角色負責協調參加零盟的中國各地十多家環保 NGO，目前各 NGO

的垃圾業務都以組織社區垃圾分類行動為主，尚未有任何大型的垃圾政策倡導行

動。 

 

學生接下來走訪了達爾問環境研究所，其也是零廢棄聯盟的發起成員之一，

但其內部的朋友告知內部垃圾業務等部門已獨立成立組織－自然大學。由於學生

主要關心的議題仍是垃圾政策及垃圾焚燒，因此便轉往自然大學進行訪問。經學

生與自然大學研究員陳立雯訪談後得知，由於功能分殊化，因此自然大學與達爾

問分家，各自發展更為專精的業務範圍，目前自然大學也是零廢棄聯盟的成員之

一，但不同於其他成員組織關心的是前端的社區垃圾分類倡導，其更為關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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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的垃圾處理問題，因此其多半進行的是監督垃圾焚燒廠和填埋場的污染，或

者垃圾政策的實際調研。 

 

（二） 訪問北京反建垃圾焚燒廠業主 

經過自然大學的訪談後，陳立雯並為學生介紹了兩位涉入北京反建垃圾焚燒

廠的小區業主，在與其訪談後，學生最大的收穫有二，一是瞭解到除阿蘇衛反建

垃圾焚燒廠事件外，北京另有兩場與垃圾處理有關的環境維權運動值得注意，一

是六里屯垃圾焚燒廠抗議事件，二是高安屯垃圾填埋場抗議件事。這兩場抗議運

動由於媒體較少報導，因此外界對其多半一知半解。在訪談兩位業主後，他們提

供我許多珍貴的事件材料及照片，非常有助於學生的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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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調查北京市朝陽區崔各庄鄉黑橋村的非法露天垃圾焚燒 

    露天焚燒垃圾最近幾年成了北京市的頑疾，尤其是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鄉黑

橋村的問題更嚴重。黑橋村各條道路上都有垃圾蒐集房，每天都有人在這些露天

的垃圾房放火焚燒垃圾，這樣的露天焚燒已經延續了 4 年以上。2012 年 5 月份，

一些住在黑橋村的外來人口他們開始和各方溝通，恨不得立馬揪出每天焚燒垃圾

房裡垃圾的人。他們也希望政府部門能夠介入，監管這種違法露天焚燒行為。在

這個過程中，環保 NGO，媒體都開始關注黑橋村。6 月份，朝陽區市政管委開始

介入，並下令村委會做出行動，杜絕露天焚燒。村委會也在路邊的垃圾房貼出了

公告，警告大家露天焚燒是危險的。就這樣，露天焚燒停止了。但是好景不長，

2 個月後，黑橋村的垃圾房裡死灰復燃。 

對此，自然大學為了讓黑橋村的居民全面瞭解露天焚燒給他們生活的環境和

健康造成的危害，以及露天焚燒垃圾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和

《北京市防治大氣污染管理暫行辦法》的事實，組織了一次「黑橋村露天焚燒危

害科普宣傳活動周」的活動，聯合黑橋村村委會開展宣傳活動，以期讓黑橋村的

全體居民一起參與滅火，瞭解露天焚燒的危害和違規性後，一起徹底消滅露天焚

燒的惡習。 

學生從頭到尾參與了這次活動的籌備，但有趣的是原本答應與自然大學合作

的黑橋村村委，竟然在回動前兩天反悔，藉口村委會有其他活動，當天無法支持

此項活動。自然大學的工作人員對這種出爾反爾的行為特別憤怒，便親自跑到黑

橋村的上級機構崔各庄鄉討說法，學生也跟著去看熱鬧。但無奈於政府的官僚做

派與推諉，最後該項活動仍未辦成，我們一行人只能到黑橋村的露天垃圾房進行

遠距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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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觀北京環保企業華新集團 

電腦、電視、電冰箱等電子用品，已經是現代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沒有

這些東西，幾乎沒有人能夠過上便利舒適的生活。但相反的，雖然人人都需要它

們，卻沒有多少人知道當我們淘汰這些用品後，它們最後去了哪？又是怎麼被處

理了？因此，為了增進公眾對電子垃圾末端處理情況的瞭解，自然大學 1/6（日）

組織了一場活動至為北京市處理了大量電子垃圾的華新集團環保產業發展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華新）參觀，學生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與了這場活動。 

 

做為國家發改委確定的廢舊家電回收處理利用全國示範工程以及北京市重

點建設專案，華新整體給人的感覺就是寬敞、明亮、整潔及有秩序，雖然他們所

需的生產原料是電子垃圾，但這些「垃圾」從進廠開始就被整齊的堆置，然後分

類（電視有電視的流水線，冰箱有冰箱的，依此類推）進入工廠流水線後，工人

首先進行拆解，其次對內部零件進行再分類，再分類出的零件又經過不同的處理

工序，最後成為一袋袋可以再使用的原料。而且華新也佈置了以教育為目的的展

示室，向來訪的個人或團體開放，展示了這種電子垃圾的拆解、分類及再生過程，

做為一個環保企業，華新此舉有助於提高公眾對於電子垃圾回收及無害再利用的

認識及意識。 

    做為一家以電子垃圾為生產原料的環保公司，華新目前遭遇的主要問題之一

就是原料的供應不穩定。由於目前華新尚沒有一個整體性且系統性的回收體系，

因此其多半還是透過廢品回收商販來供應，目前也和一些大型的電子通路門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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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回收廢舊電器，但這些供應來源既不穩定，要擴大生產規模也無法依靠這些來

源。以電視的工廠流水線來說，一天最多能處理 2000 台的電視，但由於收不到

足額的 2000 台，因此特定生產流水線的關停是常有的事。在我們參觀時，廠內

的電冰箱生產線就處於暫停狀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華新目前多方面考慮各種解決方案。一是自建回收體系，

在北京各區建立自營的回收點，此方案的好處是可以穩定原料來冤，但壞處是會

極大地地提高生產成本，因為自營回收點的需要諸如人事、店租等運營成本。二

是尋求大型的電子用品通路廠商，諸如國美或京東等建立合作回收體系，讓它們

在賣新品電器的同時也提供回收廢舊品的服務。三是尋求和環境 NGO 合作，進

入社區為居民提供回收廢舊品的服務。目前他們已經付諸實現的是，建立了一個

「香蕉皮網站」，以電子商務的模式建構一個面對市民的廢舊家電回收平臺，初

期主要以電視、冰箱、電腦、洗衣機及空調為主，之後可能考慮納入小家電，目

前華新仍在考慮以低廉可行的回收方式。華新希望能和環保人士、社團或 NGO

合作，期許能以合作共贏的方式一起建構廢舊家電回收新模式。 

（五） 觀察秦皇島潘官營村村民上京反映問題 

秦皇島市平均每天產生生活垃圾 2000 多噸，且量還不斷增長中，過去以來

一直採用的垃圾填埋方式已日益無法滿足城市發展的需求。這種處境和中國其他

持續發展的城市一樣，而秦皇島市選擇解決垃圾問題的方式也和其他城市一樣：

一燒了之。2008 年 11 月由秦皇島市政府和浙江偉明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簽約，興

建秦皇島西部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以下簡稱西部垃圾焚燒廠），該廠最後落腳

於撫甯縣留守營鎮潘官營村村民從知道家鄉要開始蓋焚燒廠的那一天便開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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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動。 

    1/13（日）28 位潘官營村民一起到北京來，當天下午他們到了自然大學辦

公室，說是明天要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但是要去哪裡反映根本不知道。於是自

然大學的工作人員就一直打電話為他們問消息：去哪反映？（從民政部、人大、

到紀檢）該怎麼訪？（投資料？幾個人到？全部的人都到）？  

 

   其實村民早就心有定見，他們就是要去國家信訪局。我從村民那得知，才發

現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給鎮、縣兩級政府施加壓力，這個壓力除了來自於狀告

中央外，還來自於一旦他們進了國家部門，便是越級，從省以下都會知道這件事，

而且更重要的是縣政府一級會被罰錢，據說是一個人兩萬，所以這次來 28 個人

就會被罰 56 萬。他們其實心裡的目標跟手段都很清楚。 

     第二天，他們大概 8：30 左右進了信訪局的大門，但只有兩個人當代表進

去，其他人現在全部出來到外面等他們。聽村民說，他們一進大樓填好表格，鎮

裡的人就來電話了，說是要接他們回去，一夥人對這件事津津樂道。大概 3：30

左右，進去的兩人出來了，說材料很順利的遞了，然後這時鎮裡面的人剛好也到

了，見面兩方人沒有劍拔弩張的感覺，反倒是說說笑笑。村民說我們上訪是為了

解決垃圾廠跟村長選舉的問題，鎮裡的人說，你們愛去哪就去哪，我們只是跟著

你們，但如果你們願意回家最好。村民一看來的人級別不高，又沒解決問題的誠

意，就群起往地鐵站的方向走，雙方談不攏條件，於是便分道揚鑣了。我認為此

事敏感，便於村民在路上分手，後來得知他們於隔天平安返回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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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調查「北京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抗爭」 

本次田調的主要目的便是調查「北京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抗爭」，但由於

事涉敏感，當初參與抗爭的業主多不願接受訪談，但再託人介紹及鍥而不捨的邀

約下，學生終於成功訪談了數位相關人員，僅將訪談結果初步整理如下。 

2009 年 7 月底，一名保利壟上小區的業主偶然發現小湯山鎮政府辦事大廳

角落貼著《北京阿蘇衛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工程環境影響評價公示》，但距離公

告期結束已剩不到幾天。這個家裡附近興建垃圾焚燒廠的訊息，在保利壟上引起

極大反應，小區居民先是到鎮政府要鎮長給說法，後則是在 8 月 1 日發起私家車

遊行。在民的行動過後，政府很快就有所表示，保利壟上的居民被通知派 20 位

業主至鎮政府，市、區、鎮三級政府的相關領導會於 8 月 2 日在場聽取業主們的

意見，但這場會面並未帶來任何實際的效果。8 月 14 日，新的公示發表在北京

日報上，附近幾個別墅區的居民們開始通過電話、傳真和電子郵件各種方式表達

反對意見。但或許是怕只透過合法管道表達意見不夠給力，奧北幾個社區的居民

加大發聲的力度，決定利用 9 月 4 日北京市將在農業展覽館舉辦「2009 年北京

環境衛生博覽會」的機會進行一次和平遊行，當天共有 100 多名社區居民參與了

這項行動，過程中大家不喊口號不妨礙活動進行，只是默默舉著手中諸如「堅決

反對在阿蘇衛新建垃圾焚燒廠」等的口號標語。居民原以為自製的抗議行為應該

不會引起政府的過激反應，但他們卻沒考慮到這時距離 60 周年國慶只有不到一

個月，時機敏感。最後 20 餘人被捕，5 人被行政拘留，日後的反垃圾焚燒明星

黃小山（或許更為人所知的是他的網名驢屎蛋兒）便是其中之一。 

這次行動後來被稱為「九四事件」，不少擔心安危的居民因此退出運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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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反建阿蘇衛垃圾焚燒廠運動的士氣跌到了穀底。其實原本居民還計畫，在 9

月 4 日隔天發動一次規模更大的行動，號召數百輛汽車一起從奧北開車巡遊至鳥

巢，但因為「九四事件」而不了了之。後來回憶起這次事件，黃小山時感慨地說，

如果沒有「九四事件」，車隊可能就真的上街了，到時數百輛車一旦堵了路，參

與者的後果就不只是被拘幾天而已，而有可能被刑事判罪了，就這方面來說還得

感謝這次事件。就阿蘇衛反建歷程來說，「九四事件」也是運動的一個轉捩點，

此後居民逐漸拋棄了這種直接對抗的施壓模式，尋求以另一種方式來表達意見。 

既然對抗施壓的方式沒用，那麼就必須用論理說服的方式來讓政府改變主意。

網名「佰扶勤」和「譚嗣同」的兩位居民簽頭組織了「奧北志願者研究小組」，

撰寫一份名為《中國城市環境的生死抉擇—垃圾焚燒政策與公眾意願》的研究報

告（以下簡稱《生死抉擇》）。這份報告逐條分析了焚燒做為末端垃圾處理政策的

危害性，批駁了所謂「主燒派」專家的意見，警告「個別利益集團通過所謂專家

意見，過度包裝和宣染『垃圾焚燒發電是目前解決我國城市垃圾危機的最佳方案』，

並主張唯有通過公眾參與和民意的充分表達才能完善具體政策，官民一起探索一

條中國城市垃圾非焚燒處理產業化之路。這份報告被他們轉發給一切可能起作用

的人—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兩會的代表委員。用黃小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

不和政府搞對抗，而是幫著他們解決問題」。 

黃小山做為「反燒派」的居民代表，後來偶然在 2009 年 12 月的一次電視節

目錄製現場遇到當時所謂的「主燒派」代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高級工

程師王維平。兩人經過一番交談後發現，彼此都不是難以溝通的人，因此就這麼

搭上了線。黃小山認為，一方面他和王維平談得來處得來，一方面料想透過他應

該能更有效地跟政府傳達意見，因此天天找他吃飯交換意見，並把《生死抉擇》

遞交給他。透過黃與王的密切互動，奧北的居民逐漸與北京市政府的有關單位建

立了互信關係，因此當市政府決定組織一次對日本垃圾處理機構的考察時，王維

平立馬告訴了黃小山。黃小山認為機不可失，便透過王向市政府爭取陪同考察的

機會，後來市政府應允了黃小山的要求，讓他以「市民代表」的身份加入考察團，

在 2010 年 2 月出發考察日本的垃圾處理狀況。北京市政府此舉被奧北居民和媒

體共同宣傳為「傾聽民意的政府」，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黃小山說，當他得知這個消息時，心裡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這事成了」。所

謂「成了」，不代表北京市政府一定不會把垃圾焚燒廠建在阿蘇衛，而是即使市

政府仍決定在阿蘇衛建焚燒廠，在目前官民良好互動的氛圍下，也不可能不經過

居民的同意而強建。只要在建廠的過程中確保公眾參與的環節不缺失，並落實落

實「垃圾不分類，堅決不焚燒」的安全處理原則，黃小山說他相信阿蘇衛的居民

是可以接受的。在大力投入反建垃圾焚燒廠的行動後，黃小山也從原本的維權居

民變成了垃圾企業家，他所設計的社區生活垃圾二次分類平臺－「綠房子」，今

年獲得北京市政府和環保組織的支持，目前在兩個小區進行試點。他能走得多遠，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10 
 

 

 

三、初步結論 

首先，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蘇案中，最為顯著的政策企業家有兩位，即黃小

山和王維平。黃小山是垃圾焚燒廠興建預定地附近的業主，而王維平是負責興建

垃圾焚化廠的北京市容委官員。他們兩人政策倡議的方向不是阻礙既有政策的推

行，而是發揮「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與建廠預定地附近的居民協商

並取得其信任，以求落實國家決定的垃圾焚燒政策。因此，從阿蘇衛一案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政策企業家有許多種類。 

此外，從黃小山與王維平兩人的互動看來，前者代表反燒派，後者代表焚燒

派，雙方基本立場乃是相互衝突的，但其互動過程卻沒有走上相互衝突對抗的道

路，而是走向協商合作的方向。這代表立場迥異的政策企業家之間，雖不可避免

的一定存在競爭及排擠的關係，但這並不代表沒有合作的空間。也就是說，政策

變遷可能同時來自政策企業家間的「競」或「合」，立場不同的企業家彼此競爭

或彼此合作都可能導致政策結果發生改變。 

當然，從黃小山的行為改變看來，我們也可以把他之後全心投入垃圾處理事

業的行為解讀為另一種影響官方政策的策略。在一開始的反焚運動中，黃小山曾

經旗幟鮮明的反對興建垃圾焚燒廠，但他或許瞭解到，單單從鄰避角度出發的抗

爭是無法在議題框構上佔據道德至高點，因此他轉往另一個角度，即不反對焚燒

垃圾，但堅持在焚燒前要進行垃圾分類。這樣一來，其所主張的政策倡議就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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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具備鄰避性質的反垃圾焚化廠，轉變為具備技術及道德正當性的垃圾分類。

於是官方無法再用「自己的垃圾自己處理」的老論述來回應其要求，而是必須處

理具備較具社會支持度的垃圾分類倡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