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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對象、主體與方向性的反思 

 

在臺灣，1987 年解嚴之後，威權國家不再是人們唯一對抗的對象。社會從

威權轉向民主的過程中，社會運動也在轉型；對抗的對象不再清楚，權力化為無

所不在的體制與結構。然而，不同運動界定不同的對象，而其所面對的體制究竟

是什麼？是具體的國家機器、制度或是價值上的衝突？ 

本工作坊設計三個層次的討論議題。首先，我們探究當代台灣社會運動中，

人們所面對的「體制」究竟為何？其次，社會運動又採用何種「策略」來面對那

些體制？反過來說，運動自身如何定義作為行為者的「主體」？在此之下，傳統

上被視為體制外的社會運動，在當代多元化的社會運動展現上又有何種變遷上的

意義？此一意義的變遷，又使得社會運動對社會本身產生了什麼影響？最後，我

們反思自己作為一個參與者／研究者在面對社會運動時的角色，透過這樣的反思

試圖進一步提出運動未來可能的思考方向。 

本工作坊將設計從不同領域的社會運動切入，內容涵括：廢死運動、反集遊

法運動、農民反圈地運動；此外，也納入中國廣東烏坎村事件，提供另一種文化

脈絡的觀點。形式上，首先由各發表人分享，再集中思考上述三個層次的問題，

最後由與談人回應，並且進入綜合討論。 

議程 主題 分享人 背景 時間 

議 題 分

享 

反死刑運動 林政佑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基礎法學組博士班  10 min 

反集遊法運動 許仁碩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基礎法學組碩士班 10 min 

工程顧問公司內的反抗 楊品妏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基礎法學組碩士班 10 min 

中國烏坎村事件 徐旭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10 min 

農民反圈地運動 傅偉哲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10 min 

綜 合 討

論 

主持人：蔡培慧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 

與談人：詹順貴 元貞法律事務所律師      

4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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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花妹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槍下留人的法律動員 

                              林政佑1 

 

 

    本文考察反死刑運動中法律動員的過程，觀察反死刑運動者在什麼樣的社會

條件下，透過法律提出訴求？藉由法律的抗爭來達到改變法律的可能？在訴求之

中，展現什麼樣的概念和法意識？如何以法律概念與權利語彙達到保障死刑犯生

命權，並賦予量刑和赦免等權利於刑事訴訟改革之重要性，這對於臺灣法律與社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另一方面，臺灣平面媒體又如何解讀和詮釋這幾次的法律

動員？呈現什麼樣的法意識？由此交錯審視來看到臺灣反死刑運動的歷程。透過

上述實證研究，本文進一步由此思考反死刑運動法律動員案例中呈現的體制內/

外為何？以及如何區分？試圖揭露其中的意識型態。最後，從臺灣的死刑論爭中

呈現的法意識差異和衝突，反死刑運動者該如何面對？並提出未來可能的方向與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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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主化後反集遊法制運動的拓展與困境 

                             許仁碩2 

    台灣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可說是踏入民主化的新時代。警察面對大眾

媒體的勃興、司法自主性的提高、以及執政黨與在野黨的位置互換，勢必無法再

以威權時代的作為，來進行集會遊行的管制，但雖然街頭的衝突程度降低，並不

代表台灣的集會遊行自由，獲得解放。本文擬爬梳台灣警察在民主化後，在教育

過程中的意識建構，以及實務上的集會遊行管制策略，描繪出一個「鎮壓」與「服

務」並行的細緻管制策略；並剖析需要走上街頭的社會運動，在此一新的集遊法

制體制之下，又會遇到何種新的壓迫樣態？進而探討當社會運動者面對相關壓迫

時，至目前為止採取了那些反集遊法制的策略(如訴求修法、提起訴訟等等)，其

流變與成效又是如何？在釐清了至今為止的運動歷程後，回到警方的策略與思維

脈絡下，這些抵抗是否真的能造成實際的有效改變？是否有難以突破的困境，或

者是值得省思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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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顧問公司體制內反抗的可能性 

                             楊品妏3 

  一般在討論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時，時常將重點著重在檢討民眾參與的不足，

而將反抗的主體聚焦於開發案所在的當地居民與環保團體身上。在如此的觀點下，

環境影響評估被視為一個失靈的體制，裡面有想要開發的開發單位、效能不彰的

委員會、不管事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角色錯亂的主管機關以及跟著開發單位同

聲出氣的工程顧問公司，當地居民跟環保團體就是要在這樣的體制下殺出一條血

路，如果沒有辦法，即會採取體制外的抗爭。 

  然而，在環評制度底下，除了當地居民以及環保團體作為環評體制內的反抗

者之外，在現今的環評實作上，還有沒有可能有其他在體制內反抗的主體？若觀

整個體制或許可以發現，環評委員與顧問公司時亦有可能成為反抗失靈環評制度

的反抗者，並且，第六屆的環評委員可謂展現了環評委員在制度內的反抗的可能

性，那麼，為開發單位撰寫環評書件的顧問公司有可能在體制內反抗嗎？ 

  本文以為，顧問公司的角色在現今的研究下實被忽略或簡化，往往被認為就

是開發單位意志的延伸，然而，如此即本質化了顧問公司在環評制度中的角色，

而忽略了顧問公司在體制中作為行動者的能動性。今天，顧問公司在環評制度底

下遭遇的困境，基本上源自於兩部分的交織，其一，是環評制度規定由開發單位

撰寫評估書，其二，則是開發單位與顧問公司的契約關係，故而，本文希望去探

討，一個希望能夠確實做好環境影響評估的顧問公司，在現今的環評制度底下，

究竟有多少空間可以達成他們的理想？又在何種程度下被侷限？而在實做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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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是如何去定義自身？ 

組織或去組織？中國農民抗爭的路徑選擇：與台灣早期環境運動對比研究 

                       徐旭4 

 本研究將視野放在中國農民抗爭與台灣上世紀 70~80 年代威權體制下的自

力救濟運動。探討威權體制下，農民抗爭（rural protest）的組織化的路徑選擇。

在威權政體下，國家機器力量無所不在，農民面對何種無邊弗界的體制？如何在

體制內反對體制？畢竟在體制外並沒有太多的生存空間，運動者可能要為抗爭付

出昂貴的代價。 

目前中國的國家機器也足夠強大壓擠所有社會運動的空間。觀察中國農村面

臨激烈的維權抗爭事件，老百姓常以身體作為抗爭武器。相比于同期的廣東增城

610 事件，肇慶村民反徵地事件等，廣東烏坎村的農民抗爭通過臨時組織理事會，

利用組織來進入體制內進行抗爭和改革，這一度讓人聯想起 1978 年那改變中國

的小崗村的故事。 

而台灣上世紀 70 年代的“自力救濟”運動之激烈不亞於當下大陸所發生的

農民抗爭事件，但是隨著時間推演，看到台灣的“自力救濟”運動的抗爭劇碼發

生了明顯演變，由“身體的抗爭”，轉為“集會、抗議為主”，再到目前專業遊

說。可以看見整個台灣的社會運動有十分清晰的演變軌跡，目前台灣的社會運動

已經轉入專業化、制度化的歸到，政府稀釋出一定的政治空間將其納入體制內。

雖然時常看到民眾對政府的不滿，但是甚少看到有激烈的衝突。 

因此，本研究嘗試通過對比研究，試圖去厘清中國農民面對的體制為何？在

抗爭空間有限的情境下，是否要進入體制內進行組織化抗爭？而中國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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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面對這種體制內的農民抗爭？ 

       國家、地方與小農：淺談大埔農民反圈地運動 

                             傅偉哲5 

        苗栗「大埔事件」，國家強制徵收農民土地，引發農民大規模抗爭國家

徵收行為。社會輿論對於土地徵收的討論，多半集中在農民認為土地徵收價格不

足以說服他們出售土地；甚至是強調，農民對於徵收價格的貪得無厭，因而不願

意接受徵收。如此以唯經濟論的觀點看待農民抵抗國家徵收的行徑，忽視了農民

自身真實面對土地徵收的經驗與觀點。這是本文主要希望探討的問題。 

        相較於唯經濟論的觀點，傳統上的道德經濟則是以「生存第一」的原則

作為農民抵抗國家的基本邏輯；若依此觀點來看，國家徵收農民土地可能直接牽

涉到的是農民直接的生存危機。然而，台灣農民經過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治理

時期，國家與市場滲透農村社會，農民的本質已從傳統上的維生小農進入到市場

導向的小商品資本農，並在市場的波動下介於兩者而擺盪。在此情況下，「生存

第一」的維生法則是否仍是台灣農民抵抗國家徵收的基本文化邏輯？如果不是，

那麼農民抵抗的對象是什麼？ 

         作者觀察，農民在面對徵收過程中，除了直接對上具體的國家法令徵

收之外，國家機器透過地方政治文化的動員，得以對農民採取法令以外的壓迫。

國家機器、地方政治文化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兩條軸線。本文基本假設，國家機器

所建構的是一個較為廣泛的制度結構與意識形態，而地方政治文化則是執行此一

制度結構與意識形態的具體措施。在此之下，農民自身基於小農與小商品資本農

的生存邏輯之下，其自身所蘊涵的社會文化基礎，面對由國家機器所建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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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與意識形態，並透過地方政治文化的落實與執行，使得土地徵收不單單是徵

收價格上的衝突，更是小農為主體的社會文化基礎與國家機器建構的地方政治文

化基礎根本上的衝突。 

        因此，作者欲以大埔土地徵收過程中，探討農民抵抗的對象？以及運動

自身的主體，進而反思，作為一個研究者以及運動參與者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並試圖提出一些運動發展上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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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人簡介 

 

1. 林政佑 

個人資料 

   

學經歷 

  2002 / 09-2007 / 06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主修法律學系 

                 政治學系主修：公共行政 

                 法律學系主修：財經法學 

 

  2007 / 09-2011/ 07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 

                    主修：基礎法學 

  2011/09-至今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班 

                    主修：基礎法學 

 

 獎助 

2003.07-2004.03：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獎助 

2007.01-06: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優秀讀書小組召集人 

2009.07-2010.01：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第一期獎助研究生 

2010.02-2010.07：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第二期獎助研究生 

2010.06：國科會補助碩士生參與國際研討會 

2010.09-2011.08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2012：臺灣法學會碩士論文獎 

 

工作經驗 

2007.08-2009.07：陳昭如老師「子女改姓」研究計畫助理 

2007.08-2010.07：王泰升老師「日治時期台灣人的第一次國籍經驗」研究計畫助理 

2009.02-2009.10：劉恆妏老師「司法院台灣法律史圖庫」計畫助理 

2009.06：王泰升老師日治法院檔案拍攝助理 

2010.02-2010.07：王泰升老師台灣法學會會史訪談助理 

2010.08-2011.06 : 王泰升老師「蔣中正時期法律史」研究計畫助理 

2011.10-2012.11：王泰升老師「司法智識庫精選裁判—祭祀公業與神明會」研究計畫助理 

 

著作目錄 

李明芝、林政佑，〈位格與動物性〉，《文化研究月報》，第 79 期，2008 年 4 月。 

 

林政佑，〈控制戒尺—台灣體罰的法律史考察〉，宣讀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舉辦，第十

一屆基礎法學復活節，2008.05，39 頁 

 

林政佑，〈台灣監獄的建立與控制 1895-1945〉，宣讀於：國立台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舉辦，

數位資料庫於人文科學的應用，2010.01，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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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Cheng-Yo, Rejected People: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Prisoner in Taiwan, The 16th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SA. June 18-20, 2010 

 

Lin Cheng-Yo, Perceptions of Historical Prisoners’ Rights in Taiwan –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resent, XXII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Association World congress, in: Gothenburg, 

Sweden, July 11-17,2010 

 

林政佑，〈日治時期財產法的權利建構與改造—以贌耕權為中心〉，宣讀於：國立台灣大學數

位典藏中心舉辦，打造歷史資訊平台，2010.07 

 

林政佑，〈懲罰與情感—死刑存廢論爭中的台灣刑罰想像〉，宣讀於：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籌備

會舉辦，返景入深林：理論與實踐研討會，2010.09 

 

林政佑，〈殖民地的犯罪與刑罰—以台灣與朝鮮為中心〉，宣讀於：早稻田大學法學院舉辦，

早稻田研討會，2010.10 

 

林政佑，〈從日治時期財產權的建立到清治古契書分類〉，宣讀於:國立台灣大學數位典藏中

心舉辦，2010 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0.11 

Lin Cheng-Yo, Prison as a border: The history of Prisons in Colonial Taiwan 1895-1945, Taiw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patial Cultures and Cultural Spaces in Taiwa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Asi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9-10 December 2010  

林政佑，〈殖民地的指紋—日治時期指紋技術的形成與應用〉，擬宣讀於：第九屆科學史研討

會，2011.04 

林政佑，〈殖民地的指紋—日治時期指紋技術的形成與應用〉，收錄於：《第九屆科學史論文

集》（出版中） 

林政佑，〈戰時法體制下的殖民地有罪之身〉，宣讀於：第七屆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2011.05 

林政佑，〈誰支持廢除死刑？一個法律人類學觀察〉，宣讀於：第十二屆全國人類學與民族學

相關系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2012.04 

林政佑，〈 金權都更滿足誰〉，《民間司法改革雜誌》第 89 期，2012.05。 

 

2. 許仁碩 

  

  學經歷： 

  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 

  台灣大學社會系學士 

  中學生學生權利促進會法務 

  集遊惡法修法聯盟成員 

  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副會長 

  野草莓學運媒體組組長、行政組組員 

 

  現職 

  台灣大學法律系碩士班基礎法學組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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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工會理事 

  台大學生法官 

 

3. 姓名：楊品妏 

 

  學經歷 

    

   2011-至今 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基礎法學組  

 

4. 徐旭 

 

  學經歷 

    2007 / 09-2011/ 07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大學部 

                  主修：新聞學 

     2011/09-至今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班 

                   主修：社會組  

 

  工作經驗 

      2010.6----2010.9    中山大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2010.9—2010.12  《南方日報》經濟新聞中心              記者                 

  

5. 傅偉哲 

 

學歷： 

2007-2012.6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2012.9-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班  

 

經歷： 

2009.7-2010-7 台灣大學第二十二屆 學生會會長 

2010.9       臺灣大學政治系林子倫教授國科會「氣候變遷調適研究」計畫助理研究員  

2011        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學會 實習生  

 

學術及文章發表： 

 

2011.7 -2012-.8 獲補助，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100-2815-C-002 -075-                          

             H）：初探公平貿易在台灣＿以生態綠為例 

2011.10 遇見土地徵收：我們彎腰重新看見土地—青年參與反土地徵收（《臺灣生態學會季 

            刊》第 33 期，） 

2011.7 大南埔訪調報告（臺灣農村陣線，2010 夏耘農村草根調查文集，p85-101） 

 

現職：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五年級 

臺灣農村陣線 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