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織或去組織？中國農民抗爭的路徑選擇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徐旭 

 

 

摘要 

當下中國農村面臨激烈的維權抗爭事件，官民關係持續緊張，在高度科層的

威權體制下，體制內化解農民抗爭的渠道，包括中央政策和信訪機制，已經不能

適應日益尖銳利益官民衝突，反而凸顯體制內的僵化、缺乏監督的弊端。在缺乏

體制內解決矛盾途徑的情景下，農民抗爭往往導致社會成本極大的流血衝突。去

年廣東烏坎村的農村抗爭，區別於以往大部份的抗爭，在其自治委員會的組織動

員下，有效地與政府談判，化解暴力衝突，並且贏得政府的支持。 

在中國的政治情景下，農民抗爭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體制？政黨面臨日益加

劇的農民抗爭，不斷釋放出安撫的信號，願意在體制內與農民進行利益交換，而

反對在體制外的抗爭，因此運動者如何在體制內外進行有效的策略選擇？這是研

究的核心問題和關懷。 

 

關鍵字： 農民抗爭  社會運動  組織  烏坎 威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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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遽變下的社會 維權的農民抗爭 

 

面對激烈的時代變局，從何把握中國大陸的走向？30 餘年的改革開放，無

疑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社經地位，然而這個的國家在剛強的表面仍無法掩飾

許多幾乎無法克服的矛盾。在行政院報告中這一段精闢的話點出了中國尷尬的現

實：「各種利益團體力量拉扯，而中共的威權體制並無法有效調節這些利益，使

得弱勢群體無法受到保障，社會面問題層出不窮。貧富差距與城鄉差距的拉大、

工人失業、農民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等情況，導致人民不滿的情緒持續增加、各

地大規模群眾抗議的「群體事件」1不斷發生，社會的張力正在蓄積，危及中國

大陸社會的穩定。」2 

在每年取得亮麗的經濟成長背後，很難想像，大陸每天發生近 500 起群體性

事件。從 1993 年到 2003 年,群體性事件由年均 1 萬起上升到 6 萬起。2006 年,15

人以上的群體事件達8.7萬起3。然而在如此頻繁的基層衝擊，這個政權依然強大，

而在一黨專政的領導下，仍沒有看見有強有力的反對黨的出現。這與威權時期的

台灣相比，是非常關鍵的差異。 

                                                        
1何為群體事件？ 在《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工作方略》指出，群体事件是指由

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

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间语言行为或肢

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

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重大影响的各种事件。 

 

2
 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頻繁，步入「風險社會」參考資料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3867&ctNode=6451&mp=1 

3參見吳忠民:《中國社會公正的現狀與趨勢》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3867&ctNode=645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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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在多元的價值觀和利益關係下，社會衝突是任何社會體制都會發

生的事情，只是在特定脈絡下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斯科特(James C. Scott)《弱者

武器中》將東南亞農民的抗爭形容為「日常抵抗」(daily contentious)，Charles Tilly

也提過「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以及 80 年代早期台灣也湧現許多反對

在地環境破壞的「自力救濟」運動。那麼，群體事件作為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該用何種定義？首先，不能簡單地將之與「革命」、「社會運動」劃等號，革命

是帶有推翻已有政權的有清晰政治目的的集體行動，而社會運動也是持續性帶有

清晰價值訴求的行動。 

群體性事件是目前中國學者研究社會衝突的常見術語，但在本研究中並不夠

精確，本研究採用農民抗爭(rural protest)。一方面，群體性事件所涉及的對象可

能發生在城市，或者農村，二者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中有較大差異；另一方面，

抗爭者也許是工人、流動人群、城市屋主、農民等，而在本研究中是針對發生在

中國農村農民的維權抗爭。當然，群體性事件作為一個「價值中立」(value free)

的詞彙，在目前中國的學術界裡被廣泛運用。因此，在文獻回顧當中不會特意區

分。 

 

二、研究問題 

 

Charles Tilly 所著的《從動員到革命》描述到，國家作為一個政體，底下有兩

類成員：體制內成員與體制外成員。體制外成員由於政治壁壘的存在，他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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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經常被政府忽視，甚至為他們的政治行動付出很大代價。「他們要麼進入政體，

要麼改變政體性質使自己包括進去，要麼打破這個政體」。 

將這個觀點放在威權國家體制下，也是合適的。中國的農民，在缺乏政治資

源的條件下，一旦發動抗爭，有可能付出巨大代價。這跟成熟民主社會的社會運

動搞得像嘉年華一樣有天淵之別。台灣 80 年代早期自力救濟也類似，村民並非

首先就發起自力救濟，通常是利用體制內的渠道多次陳情、投訴無效後才憤而轉

向暴力抗爭。選擇用哪一種抗爭路徑，對於運動者來說是需要慎重考量的。從單

純理性計算來講，個人如果是體制內成員，有足夠的能力進入政治門檻，那麼，

他絕對不會用暴力抗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在當下的中國，中國自身所處的矛盾極為複雜。群體性事件每年發生如此多

次，是未來中國政權走向不穩定的最大因素之一，這也是中央政府所不願意看見

的，因此在擴大體制內的反抗空間來緩解矛盾。而中國的農民抗爭，面對強大的

體制，是應允政府，走信訪、上達民意的路線？還是選擇在體制外進行抗爭？一

旦選擇在體制外抗爭，應該是走向組織化還是去組織化？ 

從威權統治者邏輯出發，是希望農民抗爭會走向去組織化嗎？也許答案是複

雜的，並不是想當然地說威權統治者必然反對組織化的農民抗爭。統治者固然害

怕一個組織壯大至威脅其政權，然而在處理眾多上千次農民抗爭的時候，鎮壓的

成本非常高，在鎮壓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應該是願意通

過成本相對低的方式去處理，例如雙方談判。而談判就必然會出現能夠代表農民

方的組織，一個去組織化的農民抗爭會因為沒有具體焦點而失去對話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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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者在一個組織化的情況下，自身也面臨一種困惑：誰能代表自己？當政

府願意去與之對話，運動者本身推選出來的所謂「運動領袖」未必見得能夠代表

民意。這種情況，就容易產生當談判結果無法服眾，運動者會產生內部分裂，意

見反復無常，讓談判難以進行。況且，中國農村在經歷過數次的組織破壞，加上

近年來農村年輕人都大多數到城市打工，在地脈絡破碎不支，組織化的難度可想

而知。有可能組織技術並不成熟，反而消耗了內部的能量而得不到訴求成果。 

 

三、文獻回顧 

 

近年來由於群體性事件的大規模爆發，已經吸引了國內一批學者（于建嶸，

2002、2004、2005；肖唐標，2005；李培林，2005）對其進行仔細理性的探討。

對於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于建嶸(2002)較早地總結了幾大原因，他認為，「農

村利益衝突加劇,農民負擔過重」是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最為重要的原因，改

革開放以來，農民只享受了短暫的有改革開放帶來的利益。其次，政治整合能力

差,農村基層政權出現軟化。表現為基層政府及幹部的行為出現強制的暴力趨向,

黑惡勢力盛行,並在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侵入農村基層政權,並在國家政權體制之

外形成了新的社會權力組織。第三,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強烈,反體制意識開始形成。

農民長期受到體制性剝奪已成為共識,並被歸結為二等公民、國民待遇、新農奴

等理論。這就意味著,農民問題是體制問題,必須通過反體制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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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補充發展了於建嶸的觀點，向德平，陳琦（2003）認為，個人現代

化受挫是誘發群體性事件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

不斷加速分化,使舊有的社會規範不斷受到衝擊而逐漸瓦解, 出現了一定範圍、一

定程度的規範真空,致使人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無所適從,迷失方向,導致個人現

代化受挫或失敗導致的原因。戴群策，尹顯英（2009）以憲政的視角分析群體性

事件，認為是「憲政制度的缺陷」導致群體性事件的暴發。首先是弱勢群體憲政

意識的缺失，權益受損時，不知道可以通過怎樣的管道爭取自己的權利，也不知

道有什麼法律在保護著自己的各種權益，很難想到通過正常的管道反映問題、解

決問題，而只能聚集起來，「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是他們的行動邏輯。 

然而，受限於國內政治形態與學術路徑依賴，國內學者習慣於用「結構性」

理論進行分析。例如孫立平所描述的社會紐帶「斷裂」的模型，常常被用於解釋

中國階層衝突。至於社會運動、集體行動的研究則受到忽略。 

在西方社會運動脈絡中，抗爭是如何產生的是一個關鍵的問題。18 世紀以

來，西方也不停出現暴動、示威抗議等集體行動，事實上任何統治形式都不可避

免矛盾產生。西方學者在研究各種不服從形式，發展出很多典範。例如 James C. 

Scott 的《弱者的武器》 、Theda Skocpol 的《國家與社會革命》等。學者們起

初從心裡層面去解釋社會運動發生的原因，於是提出相對剝奪論，這種類似於國

內「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的樸素觀念。該模型認為，運動的發生是因為人

們的苦情（grievances）累積而爆發，然而，該理念過於強調個人心理層面，而

社會學家也發現並不是受到壓迫最深的發起社會運動，有苦情並不一定帶來實際

的行動。John D. McCarthy 認為，發起社會運動的人反而是那些具有較高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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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的人際脈絡等擁有相對較多資源的，這就是後來西方學者提出的「資源動員

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過往的理論將運動者想像成「暴民」「非

理性」「受集體情緒控制」，而資源動員論則否定了這一假設，認為運動者是理

性的，這極大地改變了我們觀察社會運動的視角。 

既然資源動員論強調人們利用已有資源進行動員，那麼也只有組織才能夠廣

泛聚集人們的資源，所以學者們研究組織研究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方向。Tilly et 

al(1975)在研究法國從 1830 到 1930 之間，社會抗爭形式的轉變後發現，法國工

人在 1850 年之前，當各類民間社會團體尚未建立，通常以暴動（riots）來表達

不滿，例如常常發生抗糧、抗租暴動等。但是後來，19 世紀中葉興起大量的民

間社團，造成了暴力的重組，由特定議題所組合而成的遊行示威取代傳統的暴力

抗爭。可見在此過程中，組織程度可能是解釋暴力抗爭轉變的重要變量。 

若用西方的社會運動理論脈絡回顧當下中國的農村抗爭，發現中國學者在抗

爭產生機制上研究頗為深入，近年來農村抗爭頻頻暴發，是深受激烈的政治社會

變遷所影響。這是宏觀層面的解釋，但中國相關研究比較缺乏的是站在運動者的

視角去進行微觀層面的解釋。農民抗爭，是不是一種理性行為？有沒有經過慎重

考慮，還是說僅是一些暴民行為？農民抗爭，到底與反叛、騷亂、革命等集體行

動有什麼區別？村民在組織抗爭的過程中，是否有意識地利用在地的網絡進行持

續動員？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值得研究但長期被忽略的。 

案例中的烏坎事件，是發生在去年廣東的一件「小事」。但從運動者角度去

看，在策略的選擇上，他們成功運用靜坐、遊行、利用宣傳標語來進行抗爭。這

已經是典型的理性選擇。而且他們也自發成立了動員的組織，這都是過往很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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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的。但宏觀來講，也許烏坎事件並沒有代表性，也就是說每天都發生類似的

事件，烏坎發生的原因，其社會結構並沒有特殊性，所以用已有研究框架並不能

充分挖掘烏坎事件的背後價值；從微觀來看，從運動者視角出發，觀察其中組織

變化，使得烏坎事件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 

 

如何看待威權時代中社會運動的組織化過程？ 

在成熟的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社會運動社會（Social movements society），

政府高度容納多元的社會組織，社會運動的組織化，使得大規模的動員成為可能，

促進理性對話的能力。社會運動者的訴求和動員，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下運作，

否則自身難以獲得大眾動員的力量和同情。這樣使得西方發生激進革命的幾率很

小。然而威權國家的情況並不相同。威權政府的合法性不在於法律理性，威權政

府的合法性，來源於政治的強權，軍事的壟斷或者經濟的發展。因此，當面臨社

會運動時，威權政府的常見邏輯是鎮壓或收編。它不願意看到任何一個組織壯大

至威脅其政權的穩定。因此，在威權時代，社會運動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沉重的，

運動者甚至是帶有為理想而犧牲精神的。在這種情況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運動

是難以見到的。     

 

     

四、體制內失靈下的農村抗爭：烏坎事件 

 



9 

目前來說，中國農村抗爭的訴求，根據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6 月的中國社

會科學院的調查，130 起農村抗爭事件中，87 起均是因土地糾紛而發生的衝突，

占事件總數 66.7%。對 720 名進京上訪農民進行的調查也發現，涉及土地問題的

有 463 份，占有效問卷的 73.2% (于建嶸, 2004 年)。可見，在集體經濟的背景下，

土地糾紛引發了激烈的農民抗爭，成為抗爭的主線。 

 

在過去千年以來，中國都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一直占中國人口的多數，

1978 年農村人口 7.9 億，占 82.08%；改革開放，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比例

不斷下降，但始終是農村人口占多。直到 2012 年 1 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

中國目前有 69079 萬城鎮人口，佔中國 13 億總人口的 51.27%，農村人口為 65656

萬，城鎮人口歷史以來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因為客觀的龐大的人口基數，農村問題長期以來都是北京政府努力解決的重

點。從體制內努力進行農村建設的突破。從 1982 年以來，至 2008 年共頒佈了

11 份針對農村問題的中央文件，從土地合法性、新農村建設、科技創新等多領

域試圖解決農村問題，然而至今中國的城鄉二元對立關係仍很尖銳，土地財政、

地方官員貪腐、幹群關係緊張等一系列矛盾逐年升級。體制內種種似乎努力並沒

有解決農民在改革過程中的貧窮化、權益受損等問題。 

 

表 1：1982~2012 年針對農村建設的中央一號文件彙整 

年份 文件與措施 

1982 年 承認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或大包乾「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 

1983 年 《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從理論上支持家庭農產承包制的合法性 

1984 年 《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鼓勵農民增加對土地的投資，規定土地承包期

一般應在 1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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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取消 30 年來農副產品

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採取國家計畫合同收購的新政策 

1986 年 《關於 1986 年農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農村改革方針政策，強調進一步擺正農業在

國民經濟中地位 

2003 年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 

2005 年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

見》 

2006 年 《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2007 年 《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2008 年 《關於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 

2012 年 《關於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見》 

來源：人民網 

 

 

此外，信訪制度成為體制內重要的化解社會矛盾的途徑。 以中國政府的話

語來講，信訪是「黨和政府聯繫群眾的一個橋樑和紐帶」，通過信訪來反映群眾

需求。從制度設計上，信訪的橋樑作用是體現中共執政傳統中對民意的重視，而

且也有聽取民意，上達民情的儒政意味。但是，這個橋樑，本意是疏導民意，實

際操作并不好掌握。首先，百姓在體制內陳情，在缺乏政治資源情況下，往往難

以奏效；此外，地方問題涉及到利益糾紛，信訪體制也難以有效處置。近年來，

頻頻爆發越級上訪，上京信訪的事情，甚至有地方官員長期派駐官員在北京「等

候」越級上訪的群眾，將上訪的途徑扼殺。這就說明單靠地方解決官民矛盾實際

上難以實施。 

 

體制內解決農民問題，從中央文件，到地方信訪都遇到十分大的阻力，本研

究會著重觀察去年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發生的抗爭案例（簡稱烏坎事件）。烏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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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就是當地村民繞開基層信訪局，直接到陸豐市上訪陳情而展開的。選取烏坎事

件，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其發生的原因為土地糾紛，具有典型性，代表當

下「土地財政」下地方政府與農民的利益衝突；2、整個事件持續長達半年，經

歷體制內陳情無效，轉而激化體制外的抗爭，最後被重新納入體制內的角力等三

個階段； 3、烏坎事件在抗爭過程中開始在體制外抗爭，後面開始出現「暴力的

馴服」的階段，從未組織化走向組織化，這是目前農民抗爭所少見的，這種組織

化是否能夠帶來更進一步的制度層面的對中共官員的一種反思？也是烏坎村事

件提出的質疑。 

第一階段：引爆· 陳情· 圍堵4 

2011 年 9 月 21 日，烏坎村 400 多名村民因土地、財務、換屆選舉等問題對

村幹部不滿，到陸豐市政府上訪，後有部分村民聚集、打砸、毀壞他人公共財物，

9 月 22 日，部分村民阻撓打砸進村的民警和警車，6 部警車被砸。上訪作為一種

體制內抗爭的手段，為何會演變成暴力事件呢？也許從村民一番話能夠探尋究

竟： 

「沒錢，沒地，已經難以生活，政府對土地問題一拖再拖，我們只好用雙手

反抗！……我們還被描述為‘一小撮分子煽動’起來的，這是極大的污蔑！」 

雙方矛盾積累已深，特別是村民對政府是高度不信任的。越級上訪，原以為

能夠在體制內能夠解決問題，但是陸豐市政府只是將它簡單處理，進一步壓縮了

體制內的空間。這是導致村民起而反抗的起因。 

                                                        
4 The Wall-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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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體制外組織化抗爭5 

9 月 24 日， 烏坎村民自發成立「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村婦女代表聯合

會」和媒體中心6。 理事會共 13 人當選，楊色茂任理事長。此外林祖鑾任理事

會顧問。這區別於過往大部份群體性事件。事實也證明，組織化的群體性事件並

沒有帶來對政權的顛覆，這是以往共產黨最忌諱的事情，也是官員打壓群體事件

的邏輯。相反，通過組織化，群體性事件的訴求才有可能被清晰表達，才能構建

出談判的空間。 

理事會成立後，烏坎村民的抗爭劇碼發生了以下變化：1、抗議示威行動提

出明確的訴求；2、動員人數大幅度增加；3、有效進行與官方、外界媒體的對話。 

11 月 21 日，400 名左右烏坎村民聚集到陸豐市政府門口非正常上訪，並打

出標語。與之前一次上訪很不一樣。這次村民上街遊行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

是村民有自己的「維安隊」。這個維安隊的主要作用就是維護、維持整個遊行的

秩序。不讓這個遊行發展成一場暴亂。現場的工作人員佩戴紅色帽子和袖章，負

責組織、維繫參與者的秩序。其次，製作出訴求多樣的宣傳工具——標語、橫幅、

掛條、小黑板等。訴求也有打倒官商勾結，污染環境有罪，還我民主選舉，保地

護法，還我人權，還我耕地。扼殺民主，人神共憤……當遊行者遊行到馬路的時

候，並沒有造成交通堵塞，來往車輛如故。 

 

                                                        
5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 2011 年 12 月 22 日 
6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 2012 年 0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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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體制內的抗爭 

烏坎村村民經過與省委副書記朱小丹的談判後，基本上當天就已經停止了對

峙7。村民將路障撤出，而官方也承認臨時村委會的合法性以及追究土地所有權。

因此，在第三階段烏坎事件從抗爭回到法制軌道上，變成了運用選舉來再次進行

體制內的抗爭。 

從 2012 年 2 月 1 日開始到 3 月，烏坎村一共舉行三次選舉。這三次選舉把

中國村民選舉法所規定的細節全部走遍了。包括了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村民代表

的選舉、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長的選舉，這些都是在法律上有規定的。其中村

委會的選舉有超過 6,500 位村民參與了週六的投票，投票率接近 85%。 

進入體制內的抗爭對，意味著農民要遵守在法律已有的「遊戲規則」。然而

對於選舉，許多村民連選票都沒見過，更不用說如何選出自己的領導人。 

「在如何選出村民選舉委員會，經過多番爭執，最後採用「自薦」與「他薦」相結

合的方式選出選舉委員會。「他薦」就是準候選人只要找到 50個選民聯名支援，就可

以充當候選人。「自薦」，就是如果有人有為村民服務的意願，並且參加村民選舉委員

會，那就聲明你不能參加村委會的選舉。最後選舉出了 11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

熊偉8 

就算選舉結束，烏坎村民仍遇到很多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土地問題沒有解

決。工作小組在年初通報的時候說，某公司購買了烏坎 500 多畝土地，欠烏坎

400 多萬。後來就說歸還土地給烏坎，雙方兩清。但實際鳥無音訊。第二個問題，

就是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沒有完善，如果烏坎村沒有建立權力相互制衡的村民自治

新機制，確實是有危險。 

 

 

                                                        
7人民日报: 《村民合理利益诉求未受正视》2011-12-22 
8 熊偉，北京新啓蒙公民與立法研究中心負責人，曾多次進入烏坎村進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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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制內外的厘清 

 

高度的科層的威權體制 

1949 年后的中國，走的是高度集權的斯達林式的社會體制。通過土地改革，

大躍進運動，共產黨的政權比國民黨更細緻地滲透到基層組織，同時也瓦解了地

方原來的脈絡。尤其經歷了文革，甚至許多鄉村的宗祠都被掀翻。中共由此至終

對地方保持高度的掌控能力。國家機器無所不在，從一個人的出生到婚姻，最終

到死亡，都有國家權力的影子。然而體制內無遠弗屆，極權式的體制，從前蘇聯

的分崩瓦解和中國 1978 年改革都證明是社會主義極權體制是走不通的。中共意

識到轉型的必要性，從 1978 年開始逐步下放中央權力給地方，釋放民間經濟活

力。 

從 78 年走向至今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以用單一的評判標準來描述

中國的體制。經濟面，雖然開放市場但是國有資本仍掌握重要的能源、基建、金

融等經濟命脈；社會面和政治面，中央自身多次強調深化改革，讓更多底層民眾

獲益，但是遲遲未見有力的政治改革，反而既得利益集團越來越大阻礙了改革的

進程。因此，中共對社會的滲透力從未收縮。費孝通早年所言，中國要走向「小

國家，大社會」，意思是明顯的，國家管得太多，社會自然不會有活力。而社會

的活力，幾十年來的階級鬥爭，也被衝垮。在傳統的中國農村中，許多共同事務

例如修建祠堂、興建水利工程、學校等，原來是由聲望高的老祖輩利用自身在宗

族的影響力來共同完成，或者由幾個大家族共同協商。於今，除了修建祠堂仍由

當地宗族力量來主持（如果有的話），其餘的都全部由代表行政力量的村政府來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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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沒有聚集的力量，則缺乏自我修復的能力，這樣當然可以降低共產黨被

挑戰的風險，但是也帶來很多消極的後果。就是無論社會上出現什麽矛盾紛爭，

都要指向國家。沒有溝通的管道，那麼積累的怨氣也發洩在國家頭上。 

改革開放以往一直沒有強調社會改革，所以社會的力量恢復得很慢，也許一

個地區的經濟實力很強，但未見得當地的社會脈絡強大。反而是有些地區，保存

自身的文化和宗族，社會的凝聚力很強，但未必經濟實力就見得強。二者是並不

一樣的。 

從「穩定壓倒一切」的強烈語氣中透露，這個威權體制它在努力維繫著自身

政權的鞏固，而不斷利用經濟成長來換取人民對政權的信任。高度的科層制官僚

體制，機構臃腫，就算是最基層的公部門，底下也有一半人以上是閒置靠納稅人

供養的；但是在政權鞏固上則是極度敏感，地方政府解讀「穩定」二字，是千方

百計地維穩，不計成本地維穩。阻止越級上訪的有之，非法禁錮反對者的有之，

總而言之爲了完成關係烏紗帽的維穩任務，地方政府不惜成本地使用各種手段。 

然而，正如大陸學者于建嶸所言，這種爲了穩定而穩定，甚至用掩飾方式來

製造穩定假象的「剛性維穩」是一種本末倒置。并未真正解決民眾的矛盾。剛性

維穩的效果之差是不言而喻的，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群體抗議事件，說明民怨在不

斷累積，用強壓的方式只會讓民怨無法釋放，最終引發更大的反彈效果。 

 

不過就算於今，光是群體性事件每年都有 10 萬起以上，意味著每年都有 10

萬次對政權的衝擊，共產黨的政權仍在延續，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對中國有

絕對的掌控能力。不可以否認，這個高度科層的威權體制它具有批判自我的傳統，

而且中央至地方的政令速度十分驚人，一件小小的烏坎村事件能夠在一周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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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最高級別的領導人親自考察，主持大局，迅速將本已洶湧的民怨快刀斬亂麻地

解決。這裡看得出，中共的體制在改革開放中，國家能力具有強大的吸納能力、

對運動者而言具有強大的瓦解能力。反而是在社會力破碎、傳統組織尚未恢復自

治能力的農村，農民自身就難以有效組織起來，單一訴求也往往只能尋找體制內

的解決方式。 

 

體制外的弱社會 

在國家——社會二元關係中，沒有一個有組織能力的社會，也許就沒有一個

人能夠對抗政府，更不用說集體抗爭。在台灣，國民黨有自身特殊的正當性問題，

因此黨外勢力一直存在，也是打破國民政府壟斷統治的重要力量；其次，國民黨

作為外來政權，一開始對地方實行高壓統治遭到極大反彈，而後更多是利用政治

利益交換來獲取地方勢力的支持，這意味著地方的勢力並沒有像中國那樣被瓦解。

而在中國，國家保持高度的管控，地方勢力無力形成對中共的真正挑戰，但近年

來，爲什麽社會聲音越來越尖銳？也許是虛擬的網路社會則為重要的集聚社會力

的最大推手。 

因此，中國到底能夠維持多久的威權統治？從經濟成長來看，目前作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也持續保持讓各國覬覦的成長率。中國的威權統治只要經濟

不衰退，應該是可以持續的。而且中國除了共產黨，就沒有一個有足夠動員力的

在野黨，社會一直羸弱。但是，近年來中國百姓對民主、政治改革的聲音越來越

大，甚至越來越尖銳，動力何在？答案在於網路。網路最初作為一種科技手段，

沒有形成社會力量，政府建設網路，最主要也是爲了經濟目的。然而科技日新月

異，政府對網路的控制無法像以往那樣輕鬆。加之中國有 5 億的網民，這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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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巨大的虛擬社會。這個虛擬社會是引爆中國政治社會改革的突破口，是政府並

沒有意料到的。 

可以看到，烏坎事件，也是成功地利用網路來繞開政府對資訊的封鎖，而網

路的快速傳播也極速地將全球的眼光聚集在一個小小的烏坎村，政府的一舉一動

都面臨著巨大壓力。這是過往不可以想像的。 

 

農民抗爭的局限性 

特例特批——難以形成制度面的組織； 

的確從烏坎事件中農民展示的組織手段，持續的動員能力，以及智慧地與政

府談判等，一度引起外界的豐富遐想。有人甚至將它看作是拉開中國農村民主序

幕的重要組成，烏坎與 1978 年的安徽小崗村是否有暗合之處？ 

1978 年中國正處於苦無出路，整個國家經歷十年文革動盪已經接近崩潰，亟

需一個解決方案，中央的改革派逐漸占了上風。如今，面對每年 10 萬起的群體

性事件，類似烏坎事件的農村抗爭的就占了 6 成，但這一次中共的改革派並沒有

占上風，面對逐漸醞釀的民怨不是從制度面改革，例如土地糾紛、地方環境、勞

資糾紛等直接跟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而是透過信訪的機制來化解矛盾。信

訪制度，可以看作是國家機器嘗試將矛盾納入體制內作出的反應，一旦將矛盾納

入體制內，其實農民的抗爭和談判能力都被削弱許多。 

就算是烏坎村已經出現自治委員會，這也只是一個中央允許的「特例」，並

不值得「推廣」，更難以「複製」，所以農民抗爭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中共面

對這些抗爭，能通過體制內信訪機制解決的就不計成本地維穩；不能的話，就採

用特例特批的方法，根據不同的案子來單獨處理。農民起來抗爭，大部份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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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自身其實並不帶有明顯的或者主動的政治意識，許多農民心底也就是「官

逼民反」的樸素的觀念。可以說，只要官員採用安撫手段，農民自身是鬆散的，

也不會想到持續組織起來，甚至成立專門的抗爭組織來與政府進行談判，這與台

灣仍在威權統治時期的「自救會」「聯盟」的形態截然不同的。 

這對於擁有高度壟斷能力的國家機器來說，農民抗爭只要不挑戰政府的合法

性，他就有足夠能力來進行利益交換，例如答應處分某些地方官員、滿足農民對

土地賠償的要求等。 

國家對群體性事件有強大的吸納能力，將原本在體制外的抗爭拉攏到體制內，

在農民自身較弱的談判能力下，期望他們能夠形成制度面的組織是過分強求了。

這也是爲什麽就算如今每年發生這麼多起衝突事件，中國政府仍保持高度的掌控

能力的原因之一。 

 

六、組織還是去組織？抗爭的策略選擇 

 

基於以上以國家與社會視角切入中國，我們最後來分析中國農民抗爭的策略

選擇。在威權統治下，個人雖然沒有能力與國家機器抗衡，但是依賴於道德正當

性，威權政體有可能會稀釋出有限的空間給個人，開放體制內的路線來達到穩定

政治社會的的目的。從政策層面，中共多次以「一號文件」的方式重點強調解決

農村問題，從實際操作面上，則有「上達民意」的信訪制度則。 

因此，進入體制內來尋求解決方法，對於個人而言，可能是理性化計算的結

果。可以預計的是，中國的社會力找到了合理的突破口，體制內的通路會比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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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正如汕尾市委書記在評論烏坎村所言：「「我們關起門來自家兄弟，自己討

論。你不要拿出去給人家討論、論短長。你拿出去我就說你和敵人勾結，因為這

就超出了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從烏坎村牽動省級最高官員神經，省委副書記

朱小丹親自到一個烏坎村，來面對面跟深得民意而臨時選舉出來的村委書記林祖

鑾談判，這是異同尋常的。可見政府對於農村抗爭還是忌諱的，因此願意開放體

制內的管道來化解矛盾。 

但是，正如 Piven &Cloward 在 Poor People's Movements所提，作為弱勢群體，

農民就算進入體制內來尋求解決矛盾之道，談判的能力還是非常劣勢的。而一旦

進入體制內，農民再選擇抗爭的路線，已經沒有足夠的正當性，勢必也沒有足夠

的動員能力了。因此，農民抗爭反而通過體制外，利用身體衝突，反而更贏得輿

論支援這種方式更能贏得抗爭結果。 

因此，對於運動者而言，最佳策略選擇，可以簡單製成下表。但需要提醒的

是，運動本身就是動態的過程，由去組織化轉向組織化，由體制外進入體制內是

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對於威權體制統治者而言，最希望的結果應該是第四象限，

個人去組織化地進入體制內跟政府談判。因為一旦進入體制內，農民的談判資本

就很少了。 

 

策略選擇 體制外 體制內 

組織化 強化訴求的正當性，利用

網絡來贏得輿論支持 

專業遊說 

去組織化 爭取媒體曝光 —— 

 



20 

七、結論：研究的局限與展望 

 

研究農村抗爭的魅力在於，中國擁有 6.5 億的農村人口，他們在改革開放中

相對剝奪感是最強的，也是一個社會的地盤。因此大量的農村抗爭走向是關係到

整個中國未來的穩定與發展這關鍵議題。上文已經提到，中國共產黨要繼續執政，

就必須繼續改善經濟，一旦經濟停滯，過往被忽略的矛盾就會暴發，宗教、領土

主權、族群、貧富差距等尖銳矛盾有可能直接演變成挑戰中共統治的潘多拉之

盒。 

本研究探究的是農民抗爭運動者的抗爭路徑，目的有幾個，一是將農民抗爭

去汙名化，抗爭是體制外成員所剩無幾的手段，它是關乎到農民的生存的。二是

給政府治理者一種新眼光去看待組織化后的農民抗爭。三是通過烏坎事件，分析

中國農民抗爭未來可以著力的方向。希望能夠降低社會成本，在不推翻政權的大

前提下，雙方能夠共同解決社會懸而不決的矛盾。 

 

當然，研究過程中有許多局限。希望未來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繼續著力。首

先是中國農民抗爭的案例收集，看能否用半量化的方式來進行對農民抗爭的特徵

進行量化，從而彌補案例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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