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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機構背景

Toxic

2

• E.O.13985：透過聯邦政府促進種族平等與支援未獲充足服務的社區

• EO 14008：處理國內外的氣候危機

透過科學誠信與實證決策重建政府信心的備忘錄

我的政府的政策是在現有最佳科學與資料的指引下做出依據證據的決策。. . .科學研究結果絕不應該受政治因
素所扭曲或影響。政策決策在考量科學或技術資訊時，應經過完善的科學流程，包括在可行和適當的情況下
進行同儕審查，並適當保護隱私。對聯邦科學家或其他支援聯邦政府工作的科學家的工作以及對科學事實的
交流進行不適當的政治干預，會破壞國家福祉、助長系統性的不平等和不正義，並違背了公眾對政府為其集
體利益提供最佳服務的信任。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01/25/2021-01753/advancing-racial-equity-and-support-for-underserved-communities-through-the-federal-govern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7/executive-order-on-tackling-the-climate-crisis-at-home-and-abroa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7/memorandum-on-restoring-trust-in-government-through-scientific-integrity-and-evidence-based-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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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機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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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13985：透過聯邦政府促進種族平等與支援未獲充足服務的社區：「……聯邦政府應追求以全面的
方式促進所有人的平等，包含有色人種和其他在歷史上未獲充足服務、受邊緣化以及受持續貧困與
不平等之不利影響的人士……促進平等需要在決策過程中根植公平性的系統性方法……」

• EO 14008：處理國內外的氣候危機

• 我們必須聽從科學見解並行動。

• 機構應將達成環境正義作為其使命的一部分，以處理對於弱勢社區的高得不成比例且負面的人類
健康、環境、氣候相關和其他累積的影響，以及該影響伴隨的經濟困境。

• 對 12898號行政命令的更新：處理弱勢族群與低收入人口之環境正義的聯邦行動

• 局長Michael Regan。鑒於國家環境保護局的使命，我們對於平等的追求必須包含環境正義。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01/25/2021-01753/advancing-racial-equity-and-support-for-underserved-communities-through-the-federal-govern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7/executive-order-on-tackling-the-climate-crisis-at-home-and-abroad/
https://www.archives.gov/files/federal-register/executive-orders/pdf/12898.pdf
https://www.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21-04/documents/regan-messageoncommitmenttoenvironmentaljustice-april07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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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評估：關鍵因素

Tox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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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國家環境保護局在內的每個機構，必須對其計畫與政策進行平等評估，以判
斷未獲充足服務之社區以及其成員，是否在取得依據這些政策與計畫規定下可用
的福利與機會時，會面臨系統性障礙。（2021年 8月 8日）

2. 包括國家環境保護局在內的每個機構，必須制定計畫以減少在平等評估中識別的
障礙。（2022年 1月）

3. 研究與社區科學是國家環境保護局正在進行評估的各種計畫與政策之一，它旨在
確認未獲充足服務之社區與其成員是否在取得福利上面臨系統性障礙。



研究與社區科學的障礙

研究是項福利與服務
− 研究是為最受影響的個人與社區服務，而非為最有能力取得聯邦資源的人
服務。

− 社區科學是讓社區有能力處理環境健康與品質問題的方式。

• 國家環境保護局研究：國家環境保護局進行或資助的研究活動，並受制於相關

國家環境保護局科學政策、品質、同儕審查標準。

• 社區科學：社區和/或代表社區的第三方為決策提供依據所進行的研究與科學，

且並不一定受制於國家環境保護局的政策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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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定義與概念

Tox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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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正義：在環境法律、規範、政策的制定、執行與實施層面，不分種族、膚
色、國籍或收入，對所有人民公平對待並有意義地納入。國家環境保護局對於所
有社區以及全國人民都有此目標。在所有人都享有相同程度的保護以免受環境與
健康危害，並擁有平等機會參與決策過程以取得健康環境並從中生活、學習與工
作時，目標就算是達成了。

EO 12898：識別並處理其針對弱勢族群與低收入人口的計畫、政策與活動中高得
不成比例且負面的人類健康或環境影響。

不成比例：影響或風險之差異的範圍之廣，可能需要機構對其採取行動。此決定
最終會是個政策判斷，雖然是以分析作為依據，但該判斷是決策者的責任。
（EJ技術指南，2016年）



識別障礙：透過平等/環境正義檢視角度以重新建
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研究

研究的平等檢視角度：將平等檢視角度結合至環境研究議題設定、研究執行、
轉換以及應用，代表著什麼？

科學與環境正義
• 對於美國負擔過重與未獲充足服務的社區中存在著環境條件與健康狀態的差
異，科學研究已建立了有力的證據基礎。在許多地方，環境風險不成比例地
分布在有色人種、部落與經濟蕭條的社區。

• 環境正義研究的目標：在風險最高且復原力最差的社區，識別、處理和解決
最嚴重的環境問題。



取得的主要資訊來源

國家環境正義諮詢委員會 (NEJAC)：將環境正義納入國家環境保護局研究企業的建議 (2014) 
https://www.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15-02/documents/nejac-research-recommendations-2014.pdf

白宮環境正義諮詢委員會 (WHEJAC) 的最終建議：Justice40 氣候與經濟正義篩選工具和 12898 號行政命
令修訂 (2021)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white-house-environmental-justice-advisory-
council-final-recommendations

國家環境政策與技術諮詢委員會 (NACEPT)
− 環境保護屬於公眾：國家環境保護局公民科學的願景 (2016)
− 資訊到行動—加強國家環境保護局公民科學對環境保護的參與 (2018)

https://www.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15-02/documents/nejac-research-recommendations-2014.pdf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white-house-environmental-justice-advisory-council-final-recommendations
https://www.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20-04/documents/nacept_cs_report_final_508.pdf
https://www.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20-04/documents/nacept_2018_citizen_science_publication_eng_final_v3_508.pdf


國家環境保護局研究與社區科學的障礙

進行平等障礙分析的過程：
• 檢閱文獻，特別是 NEJAC、WHEJAC 以及 NACEPT 報告
• 機構內工作群組討論－障礙識別是實行解決方案的初始步驟
• 區分並特定處理下列障礙：

I. 研究
II. 社區科學

• 評估不同觀點－檢視角度－以識別障礙，了解到必須考量多個利害關
係人的角度以得出解決方案：
− 社區－弱勢與環境正義
− 國家環境保護局研究員
− 國家環境保護局計畫辦公室和區域
− 地方和州政府
− 產業

• 尋求公眾意見與同儕諮詢



I. 國家環境保護局研究

國家環境保護局對平等與環境正義
研究的障礙



a. 設定研究議題的社區參與

NEJAC建議

• 機構應透過在計劃過程的早期接觸利害關係人來訂製其研究成果……

• 國家環境保護局應透過與弱勢社區的接觸與對話取得資訊，以此為基礎確認優先考量的環

境正義研究議題……

• 國家環境保護局應該持續作為利害關係人的召集者，以鼓勵各種實體間的協同合作，以識

別並釐清解決環境不平等所需的研究問題。國家環境保護局利用其影響力以集結尚未加入

的個人與機構，並共同制定方式、對迫切的環境問題提出解答。

WHEJAC建議
鑒於文化作法與健康結果存在連結，並會被環境影響/結果/危害所中斷，每個聯邦機構都必須向
有色人種、部落與原住民社區、低收入社區以及身心障礙人士，提供有意義的參與機會以參與到
研究策略的制定與設計。



a. 設定研究議題的社區參與

用於可能的討論：

社區參與：在研究議題與研究設計中，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研究計畫在更有效地徵

集各種社區和部落組織與成員的專業、知識與需求上，有什麼障礙？



b. 處理不平等與正義所需的資料

NEJAC建議
國家環境保護局應改善其資料收集與分享的方式，以增加對健康差異和其他「地
上」汙染負擔的評估，並得以長期對這些弱勢社區進行比較。

WHEJAC建議
改善聯邦對關於環境正義社區健康的研究與資料收集工作，增加對以社區為基礎
之科學的使用，並提升對部落生態環境知識的認知；氣候變遷；以及包含水、礦
物或土地在內之自然資源的負擔與利益的不平等分配。



b. 處理不平等與正義所需的資料

可能討論的問題：

處理不平等之資料不足：為了解和衡量累積的人類健康和環境影響與風險，
以及環境健康負擔和利益的分配，優先進行研究和資料收集的障礙是什麼？

認知：將部落生態環境知識和社區歷史知識納入科學方法和評估，以作為地
方、州和聯邦處理環境不平等之行動的依據有哪些障礙？

歷史經驗和信任關係：社區和部落對國家環境保護局科學企業、科學家和資助
夥伴的信任有哪些障礙？



c. 優先考慮社區規模的成果

WHEJAC建議
每個聯邦機構都必須將達成環境正義作為其使命的一部分，以確保每個人在其社
區享有改善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成果。

可能討論的問題：

全國規模：可以支援國家和地方的任務和行動以改善未獲充足服務的社區結果的
研究和資料產生上，有哪些障礙？

以地方為基礎之問題的優先順序：國家環境保護局的法定計畫/區域需求和隨後的
研究目標和議題，與不同地方社區的短期和長期需求保持一致的障礙是什麼？

方法：在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科學方法中，對解釋社會脆弱性的障礙是什麼？



d. 執行能力和夥伴關係

NEJAC建議

對環境正義的理解以及如何進行社區參與的研究是國家環境保護局研究科學家的關鍵技能。

該機構應提供必要的培訓並讓外部利害關係人參與此類培訓的制定和執行。此外，國家環境

保護局還應招募社會學家和其他社會與行為科學家至其職員行列中，以提升關鍵技能：解決

環境正義的複雜性，展示文化能力，以及調查物理環境和健康等複雜因素之間的關係。

可能討論的問題：

能力有限：國家環境保護局在提高設計和執行健康與環境研究的能力，以解決環境健康方面

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上有什麼障礙？

所有權：是否存在與社區或部落參與性研究的資料所有權和資料使用標準相關的障礙，國家

環境保護局需要處理這些障礙以支援社區參與性研究？



e. 研究轉換

NEJAC建議

環境保護局應參與並支持轉換研究，或包含轉換部分的研究，向決策者和社區、學術界、

企業、非政府組織、部落政府傳遞研究結果，以促進相關社區層面的介入，並改進機構的

計畫和與程序。

WHEJAC建議

每個環境正義策略計畫都必須包含以下策略：策略應改善對環境正義社區的直接指導和技

術協助，涉及與聯邦機構對環境正義問題的行動有關的科學、規範和政策的溝通。

可能討論的問題：

社區定位：目前，社區使用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科學成果、以科學為基礎的工具和科學應用

來發起解決環境不平等的行動或作為該行動的依據存在哪些障礙？



f. 資金

NEJAC建議
國家環境保護局應支持並為有關社區參與研究、社區能力建設和促進可持續公眾參與的機構外項
目提供資金。

WHEJAC建議
• 為傳統黑人大學 (HBCU)、西裔生院校 (HSI)、部落學院與大學 (TCU) 和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
民院校 (AAPISI) 的環境與氣候正義中心和卓越中心提供新的資金，以對受到氣候危機、不良出
生結果、鉛的威脅之未獲充足服務、經濟弱勢和環境脆弱的社區，支援教育、培訓、輔導、
研究、政策和公民參與工作。

• 國家環境保護局過去有社區大學夥伴關系 (CUP) 補助，為 EJ 和社區組織提供資金，與學術機
構合作開發對雙方有利的資料和研究。

可能討論的問題：
大學資金：國家環境保護局在增加對MSI的研究參與和投資以解決公平問題方面有什麼障礙？
夥伴關係資金：學術機構與社區組織之間公平夥伴關係的障礙是什麼？
研究資金：對於對每個社區都很重要的問題，國家環境保護局的年度研究經費撥款能力與一致性
有哪些障礙？



II: 社區科學

社區科學的障礙

「將公民科學作為環境保護的核心宗旨」



a. 與外部組織合作共同建立社區科學目標

NACEPT建議

• 國家環境保護局必須與社區科學團體合作，制定機構範圍內的策略方針、共同架構和描述，以確認社區科學

如何能最佳地支援任務關鍵性的環境保護。

• 透過與外部組織協商，共同建立國家環境保護局社區科學優先順序。

• 使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社區科學工作與地方政府的優先順序保持一致。

• 外部組織可以幫助國家環境保護局評估社區驅動研究的差距，並幫助國家環境保護局設計有效的支援工具和

最佳管理實踐，以促進有效的環境公民科學計畫。

• 透過與外部組織協商，共同建立國家環境保護局社區科學優先順序。

• 外部組織可以幫助國家環境保護局評估社區驅動研究的差距，並幫助國家環境保護局設計有效的支援工具和

最佳管理實踐，以促進有效的環境公民科學計畫。

WHEJAC建議

鑒於文化作法與健康結果存在連結，並會被環境影響/結果/危害所中斷，每個聯邦機構都必須積極鼓勵並徵集
以社區為基礎的科學與部落生態環境知識，並向有色人種、部落與原住民社區、低收入社區以及身心障礙人
士，提供有意義的參與機會以參與到研究策略的制定與設計。



a. 與外部組織合作共同建立社區科學目標

可能討論的問題：

機構架構：在制定機構範圍內的策略方針、共同架構和描述，以定義社區科學
如何能夠最好地支持關鍵任務環境保護方面，有什麼障礙？

地方決定：社區科學工作與地方、州和聯邦各級政府的優先順序和能力協調的
方面有什麼障礙？



b. 作為核心工具的社區科學

NACEPT建議

闡明並實行國家環境保護局的公民科學願景

公民科學是實現創新的有效工具，國家環境保護局領導階層必須將這強力動能納入該

局的核心使命和工作中，儘管公民科學資料和網絡的使用尚未成為國家環境保護局的

文化標準，但公民科學正在成為環境和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個顯著因素。機構不能落於

人後……

WHEJAC建議

鑒於文化作法與健康結果存在連結，並會被環境影響/結果/危害所中斷，每個聯邦機

構都必須積極鼓勵並徵集以社區為基礎的科學與部落生態環境知識。



b. 作為核心工具的社區科學

可能討論的問題：

願景/策略：國家環境保護局和其他各級政府將社區科學作為明智決策依據之關鍵資產的障

礙是什麼？

以地方為基礎的社區科學方法：使用社區科學產生的以地方為基礎的資料發起聯邦行動或

作為該行動的依據以處理環境不平等的障礙是什麼？

質化資料和生活經驗：使用質化資料、社區口述和傳統環境或生態知識發起地方、州和聯

邦行動或作為該行動的依據以解決環境不平等的障礙是什麼？



c. 社區科學資料的催化作用

NACEPT建議

為不同的資料用途提供指引和溝通資料品質需求。

透過提供指引和利用協同合作，自公民科學資料和資訊來催化行動。

制定國家環境保護局政策、激勵和指引，鼓勵參與公民科學專案的利害關係人。

透過優先開放授權，使資料和工具更透明、可取得和可使用，擴大公眾對國家環境保護
局工作的參與。

WHEJAC建議

建立資料收集能力。透過增加使用以社區為基礎的科學和認可部落的生態環境知識，

改善聯邦研究和資料收集工作。



c. 社區科學資料的催化作用

可能討論的問題：

資料使用：在使用透過社區科學工作（包含社區或部落擁有和管理的研究）產生的

資料以啟動政府行動和納入政策方面，有什麼障礙？

社區取得：社區取得環境資訊、以科學為基礎的工具與交流的障礙是什麼？

歷史經驗：在政府參與的歷史經驗中，有什麼障礙影響了社區參與社區科學活動的

意願？



d. 科學教育

NACEPT建議
機構應支援全面的工作，包括教育（特別是環境和 STEAM [科學、技術、工程、
藝術、數學]教育）。

WHEJAC建議
建立一個領導管道，讓來自前線社區的青年在其社區與基層的 EJ 團體一起從事
識別的公民科學項目。對前線社區的投資，可以處理在爭取環境和氣候正義的
前線中，青年未獲充足服務和基層團體資源不足的問題……青年可以在自己的社
區生活並參與解決方案的同時，發展職涯、取得報酬、教育獎勵和工作技能。

可能討論的問題：
資源：在建立社區能力以充分參與社區科學作為支援處理環境挑戰的方式上，
潛在的資源和其他的障礙是什麼？



質詢問題：國家環境保護局研究

質詢問題 1：研究中的平等

Q.1a：對於識別、優先順序、資金，以及國家環境保護局機構內與機構外

研究的進行，該研究對於有色人種和未獲充足服務之社區在福利與服務的

公平分配上，存在何種障礙？

Q.1b：根據對研究與發展辦公室之研究計畫與其專業知識的了解，若要改

善該組織進行最具關聯性與實用性之研究的能力，有何結構性、文化性和/

或其他障礙最需要克服？



質詢問題：社區科學

質詢問題 2：社區科學

Q.2：社區科學在這裡被定義為由社區和/或第三方獨立進行的研究和科學，

為決策提供依據，且不一定受制於機構科學政策、品質、同儕審查標準要

求。若要加快使用社區科學以促使達成決策進行中的平等目標，有何科學、

文化、結構和其他障礙必須處理（包含從地方到州與聯邦之各級政府向社區

提供參與和接受能力的障礙）？若要提升政府組織的感受性以在其決策進行

過程中考量社區科學，有何障礙需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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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定義

Tox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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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人種社區：在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內，以下任一類人口之單獨或合併都高於社區所在州的該類平均人口。(I) 黑人 (ii) 非
裔美國人 (iii) 亞洲裔 (iv) 太平洋島民 (v) 其他非白種人 (vi) 西班牙裔 (vii) 拉美裔 (viii) 原住民或部落成員 (ix) 獨立語言人種。
（WHEJAC對 12898號行政命令的更新）

不成比例：影響或風險之差異的範圍之廣，可能需要機構對其採取行動。此決定最終會是個政策判斷，雖然是以分析作為
依據，但該判斷是決策者的責任。 （EJ技術指南）

平等：一貫且系統性地公平、公正和不偏頗地對待所有人，包含屬於被剝奪這種待遇之未獲充足服務社區的個人，如黑
人、拉美裔、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以及其他有色人種；宗教少數群體成員；女同性戀、男同性
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LGBTQ+)；身心障礙人士；鄉村居民；以及因長期貧窮或不平等而受到負面影響的人。
（13985號行政命令）

環境正義：在制定、實施、執行和評估影響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法律、規範、計畫、政策、執行和活動方面，不論種族、膚
色、國籍、收入或能力的所有人，都應得到公正的對待和有意義的參與。（12898號行政命令，國家環境保護局 1992年）

環境正義社區：有色人種、低收入者、原住民或部落民族成員具有顯著代表性的地理位置，這些人經歷過或有可能經歷更
強烈或更不利的人類健康或環境後果。（WHEJAC對 12898號行政命令的更新）

服務不足之社區：具有特定特徵的人口及地理社區，被系統性地剝奪了充分參與經濟、社會和公民生活的機會，如上述
「平等」定義中所列。（13985號行政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