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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道時間線的進程 

——關於馬來西亞在台學生的兩次淨選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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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8 年 3 月 8 日的第十二屆全國大選成績，不僅使長期強勢執政的國民陣線

（Barisan Nasional,BN）在國會議席上失去三分之二的優勢，也讓反對黨贏得了五個州屬

的執政權。1即便馬來西亞的民主轉型可以上推到更早以前的州選舉，以及上世紀末的烈

火莫熄運動，但是 308 所造成的，卻是最真實的州政權轉移，再加上資訊更爲流通的年

代，其對公民所造成的衝擊會是近年來最巨大且全面的，而當中所展現最明顯的變化，莫

過於重新理解政府與公民的存在。慕孚所提到的激進的公民民主可能是最接近的描述： 

「私（個人自由）與公（公共性）之別，一如個人與公民之別，仍然保存了下

來，但是它們並不是對應於各自分離的領域。我們不能說：我在這裡結束了作爲公

民的義務、開始了我的個人自由。這兩個實體是一種永遠的，不能和解的緊張中存

在的。」2 

即便可能是想象的匱乏，但把官僚的工具理性所衍生的問題準確地要求政府負起責

任，把視角的關注點從經濟穩定，擴展到環境、文化保存等社會正義的面向，正是在這之

前較爲罕見的。第二點，則是重拾公民的政治身份，不僅對擁有政黨背景的人士，也關注

公共人與事的政治屬性的舉動，將個人自由與公共性重新放到討論面上。迅速地調整個人

自由與公共性關係的轉變也常引人懷疑是否只是政治的二元對立造成。3這樣的轉變不盡

然是知識、資訊上的獲取使然，更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公民在大選後取得了影響的權力—

—從來沒有一次的選民對下一屆大選日期表現得如此關切。 

 

二，民主鞏固：淨選與淨選盟之必要 

 

馬來西亞選舉問題，通常表現在嚴重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議席名額不公

（malapportionment），導致得票率與政黨所贏得的議席明顯不對等。4而更重要的，是馬

來西亞雖然有著選舉制度，但這個「選舉的獨裁政權」，使得在歷史上，反對黨雖然曾有

數次取得突破性的勝利，但國民陣線仍會使用四種慣常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政權：一，在

行政與經濟上採取區隔待遇，使反對黨在施政上資源貧乏、二，政治迫害，如選擇性調查

與提控、三，讓反對黨議員倒戈、四，使用聯邦權力中止該州政府的存在，最極端的例子

                                                
1
 在總共 222 個國會議席上，國民陣線獲得 140 席，而反對黨共得 82 席，在 2004 年競選的 219 席中，國民

陣線得 198 席、反對黨僅得 20 席、獨立人士 1 席。而所競選的 505 個州議席則是更明顯的變化：國民陣線

從原本的 453 席，降至 307 席；反對黨從原本 51 席，躍升至 196 席。 
2
珊妲•慕孚（Chantal Moffe）著，孫善豪譯：《回歸政治》，台北：巨流，2005 年,頁 98-99。 

3
 一個明顯的公民輿論衝突，是在 2011 年 4 月份的沙撈越州選舉競選期間，歌手光良與張棟梁在隸屬執政

聯盟的人聯黨競選造勢活動上表演，而引起究竟是個人商業活動，還是政治站臺的討論。討論過程中，積

極參與的雙方也各自被標簽爲政治激進二元對立者與偶像崇拜者。 
4 以國會議席爲例，國民陣線得票率爲 50.14%，而民聯得 46.41%（其餘的票率為其他政黨 0.35%、獨立人士

0.78%、廢票 2.14%、未歸還選票 0.51%），但所得席次則是 63.1%與 36.9%。數據來自 Johan Saravanamuttu, 

A Techtonic Shift in Malaysian Politics，收錄在 March 8: eclipsing May 13.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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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65 年將新加坡從聯邦驅除。一再地證明，民主轉型並不一定尾隨著民主的鞏固。
5
即

便如此，人們仍相信選舉是改變現狀的最主要方案。 

以選舉制度改革爲目的的公民組織似乎正是來得時候。一個由非政府組織結合而成

的聯盟——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簡稱 BERSIH）6於

2007 年 11 月 10 日在首都吉隆坡發動的第一次以淨選爲訴求目的的集會，一般認爲這場

集會是造成在翌年 3 月 8 日的第十二屆全國大選中，反對黨首次突破三分之一國會議席的

政治海嘯原因之一。2011 年 7 月 9 日，第二次的淨選盟集會（以下簡稱 BERSIH 2.0）是

在同年 4 月沙撈越州選舉後決定發起的，相比首次的四萬出席者，第二次近五萬名。2012

年 4 月 28 日，第三次的淨選盟集會（以下簡稱 BERSIH 3.0）則是 BERSIH 2.0 之後，選舉

改革無法達到聯盟的要求而發起，此次集會人數爲三十萬。7 

淨選盟的出現還有一件重要的功用，那就是讓公民組織重新引起注意、獲得權力。

在這之前，尤其明顯表現在前首相馬哈迪時代，公民組織經常被執政者冠上「西方勢力」

或「共產黨」之名，形容爲危害國家和諧穩定的存在。公民組織在内無法獲得溝通，又由

於只有僅少數組織有著自己的期刊爲發聲管道，長期的疲弱也自然導致其監督無法造成應

有的影響。不過，淨選盟仍有別于一般的公民組織（如勞工、環保），因爲它本身的存在

與所爭取的目的，都是是直接地與政治-政黨起著連接關係、影響的。 

馬來西亞公民對淨選盟的廣泛接受與實質支持，其民主覺醒並不盡然來自對概念的

理解，而是初嘗影響的權力滋味後，瞭解到實際可獲得的原本就應該更多。在網絡媒體突

破資訊封鎖界限後，大量的政治醜聞與不公事件被揭發，再加上長期積存於民衆心中的新

仇舊恨，人民對街頭的熱情並非不可預期的。更爲值得留意的，是尤其明顯表現在

BERSIH 3.0 的集會上，由於反萊納斯稀土厰的「中止萊納斯，拯救大馬」口號，出席者

經常動挪的是「救國」與「愛國」的用詞。從馬來西亞華人長期被馬來精英視爲二等公

民、外來者的語境下，「愛國」不是一種簡單的對共同體情感喊出的口號，而是重奪共同

體的鬥爭。至於對全國公民來說，兩次的集會者都在不經意間，與現任首相所推出的「一

個馬來西亞」口號作了場擁有權的爭奪戰：哪一方能代表一個馬來西亞？不難看出大部分

出席者的記錄都特別強調，這場集會的出席者是不分種族、宗教的。 

留台生在台北所舉辦的兩次集會，即 BERSIH 2.0 與 BERSIH 3.0 就是分別在此氣氛與

問題意識下所冒出的。這裡或許有點畫蛇添足的補充：與工作者不同的是，學生無論是假

期往返或畢業歸國，其流動速度明顯更爲快速，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能彌補不斷變化、增

加的歷史經驗。因此，對於留台生經驗的理解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只是臺灣或馬來西亞經驗

的影響（甚至無法說明誰比誰更有影響力），如果硬要分割成兩種群体（國内公民 vs 留

台生），就會無法理解留台生在異地的行爲舉止，究竟是經由想象而誇大的情感表達，還

是直接的經驗所致。 

                                                
5 參考：Wong Chin Huat. James Chin, Norani Othman (2010) Malaysia-towards a topology of an electoral one-

party state. Democratization,17, 920-949. 
6
 BERSIH 在 2006 年 11 月正式運作，目的是爲了推動選舉改革。在 2011 年的 BERSIH 2.0 中，提出八項改

革：一，重新整理選民冊、二，改革郵寄選票制度、三，使用不退色墨汁、四，自由及公平使用媒體、

五，要求更長的選舉期、六，強化公共機制、七，停止貪污、八，停止骯髒政治。這八項改革沿用在

BERSIH 3.0，並由於與中止萊納斯（Lynas）稀土厰運動合作，除了增加要求選舉委員會主席與副主席下台

一項，也包括呼籲該稀土厰撤離。BERSIH 在馬來文中有「乾淨」之意，亦是淨選盟簡稱，經常做雙關用。 
7
 爲了解釋可能造成的混淆，淨選盟原先發起的都是集會，但由於警方封鎖主要通道以及集會地點，步行而

至的集會參與者隧而成爲遊行者。此文一律使用集會、集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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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天而降：對國内公民運動的中途介 

 

在臺灣舉辦的兩次聲援淨選盟集會時間都與馬來西亞國内的 BERSIH 2.0、BERSIH3.0

的設定相同。第二次集會，從原本只有在台北自由廣場舉辦，增加台南成功大學與花蓮東

華大學校内，共三場集會。8雖然如此，此篇論文僅僅要以舉辦於台北的集會爲例。 

BERSIH 2.0 集會的萌生動機，原先只是爲了聚集留台生表達人雖在海外，但仍聲援

淨選盟的集會與理念。集會通過一個名為「Bersih 2.0 Taiwan Rally 旅台大馬遊子聲援

Bersih 2.0」的面子書專頁發起，雖然其自身處在虛擬網絡，但活動的通知方式也包括大量

人與人的直接傳達、轉達。集會過程極爲簡單，先是幾位來自臺灣的非政府組織代表表達

支持之意，接著是留台生發表看法。這場在台北的 BERSIH 2.0 在兩個小時内結束，出乎

意料地在暑假期間尚能引來三百位以留台生爲主的出席者。 

BERSIH 3.0 集會的主辦者部分與 BERSIH 2.0 同，在辦事上也相對熟練。本次的目的

除了聲援，也包括嘗試借此機會拓展成爲一個留台生的發聲平臺。集會的形式與前一次大

抵相同，但更具規模，以及更多來自出席學生的自發協助。這當中比較明顯的差異，表現

在兩點： 

一，在 4 月 27 日，即集會的前一天，主辦者發出〈旅台生對淨選盟 3.0 大集會聲

明〉的聲明，並附有百名學生的實名聯署，重點在支持集會、完成制度改革、撤離稀土

厰，以及尊重異議者。這項聲明在兩家主要華文網絡媒體全文刊出，在印刷媒體則隨不同

報章而有篇幅大小之別。這不僅是用來表達共同立場的最簡單方法，其次，它再次鞏固

「留台」身份中的政治參與。 

二，在會場上派發的百份《綠洲日報》，是針對國内最大華文媒體《星洲日報》的

諷刺之作。後者通過報社編輯的評論欄目，連續數則文章批評 BERSIH 3.0 不合法、與反

稀土活動的結合是錯誤的結合。即便只是諷刺之作，《綠洲日報》的存在仍有著積極嵌入

國内論述脈絡的企圖。9 

由於這兩場集會的目的皆是「聲援」，因此當出席學生嘗試在場上談論文化古跡保

存、同志議題時，會被認爲岔開主題。第一，這受限於活動自身的主題性太強，也包括

BERSIH 自身非常鮮明的符號所致。第二，則是長期以來，政府把公民運動等同于政黨運

作、政治陰謀後，參與者顯得格外小心翼翼地將自己與政治權力區分開來，甚至可能在政

治運動中進行去政治化處理。然而，將政治去政治化也就使得訴求對象給表象化，這是非

常危險的做法。雖然拜權力的回歸所致，去政治化的狀況不如從前嚴重，但要如何拿捏政

治的界限，則是普獲得權力的公民所常出現的疑惑。這裡的問題也不在於知識的貧乏，缺

乏的仍是行動者的經驗。但鮮明的對國内的公民運動的繼承與回應的要求，很可能使得在

台集會自身無法塑造出自己的論述，過度側重地借助于已經出現於國内的論述資源。這個

討論的目的並不是要爭奪海外公民的中心發言權，而在於是否能建立爲論述主體？ 

檢視這兩場簡單的集會，它有著許多中途嵌入脈絡的有趣之處。首先，經已許久不

再具政治動員能力的留台生重新出現，他們以活動新人的身份直接進入參與成爲了

                                                
8
 第二次增加的兩場集會，正好是兩種類型：在台南集會的出現，是因無法出席在台北的集會而乾脆自行增

設的，而在花蓮的集會則是完全對應國内集會，並在確定舉辦後才曉得在台北已有一場。前者代表的是影

響，後者則顯示在留台生鬆散的社群中，是不能單從表面上來判定彼此之間是否存在著相應的關係。 
9
 主要是指《星洲日報》刊于 2012 年 4 月 5 日，鄭丁賢的〈一粒蘋果 一粒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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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IH 2.0」語詞的概念建構，然而留台生明明不具有 BERSIH 2.0 原有有承繼意義

（即 BERSIH）。這裡有個別與整體意義的「留台生」的理解差異，例如很可能有出席者

曾經參與在吉隆坡的第一場集會，另一方面，參與台北 BERSIH 3.0 的集會者也可能不具

有台北 BERSIH 2.0 的經驗。因此，這邊還是回到整體概念來談。其二，出現於 BERSIH 

3.0 的《綠洲日報》雖然是諷刺之作，但其對國内時事的積極回應而非做結構上的整體敍

事，讀者若要讀懂就必須有跟進最新政治、論述的能力，《綠洲日報》的前提是建立在淨

選支持者對概念支持以外，與國内有著更緊密資訊連接的前提下所誕生的。更準確的說，

中途嵌入是爲了獲得與國内公民同等的感覺結構的嘗試。 

以台北 BERSIH 2.0 集會中，活動主持人插播的話爲例： 

「現在已經有一萬人，在吉隆坡的各地區進行小集會、小遊行了。」10 

兩次各約兩小時的集會中，主持人不時穿插吉隆坡集會的狀況，包括時間、處在位

置、出席人數、逮捕人數，以及催淚彈的發射量。出席者隨著所穿插的現場報導而發出驚

嘆、憤怒與歡愉聲。臺灣與馬來西亞皆在同一格林威治時内，無論 BERSIH 2.0 的七月，

還是 BERSIH3.0 的四月，溫度與馬來西亞竟也相似，然而缺乏警方暴力鎮壓畢竟是兩地

最顯而易見的差別，異地不可能成爲現場是肯定的事實，那麽是否讓共享相同的經驗變得

不可能，或者，只是個大打折扣的安慰獎？ 

一個並非源自淨選盟但卻在這運動上被大肆運用來象徵支持、抗議的行爲，是把面

子書、推特的人頭像附上淨選盟的標誌，或有者乾脆把標誌、黃色（淨選盟代表色）當作

自身頭像使用。當淨選盟的巨大號召力獲得普遍反響時，這一模式逐漸被其他抗議活動沿

用，包括同年的反〈2011 年和平集會法草案〉與翌年的反萊納斯稀土厰的活動。11擁有社

交功能的面子書與推特，對抗議活動的表達方式意味著向與他有聯係的人們的自我宣告，

而必須注意到，在第十二屆大選結果出來後，同時被執政黨與反對黨宣佈為新戰場的網

絡，借由其自身的政治與權力競爭，使得網絡空間擁有強大的政治力。在第一波在 1999

年與 2004 年大選引起的網絡政治後，自 2008 年大選的第二波網絡政治亦已成型。12 

可是回過頭來，目前的網絡依然保持在對公共社群的速記，它只是一種階段，或提

高普遍意識上，而不是動員本身。13因此，實際在物理上的動員彌補了網絡中可能形成的

被動接收者、極端化的可能，並且最重要的，是人們回到了所討論事物的實境，而非有著

距離的虛擬網絡。基於主流媒體在執政黨壟斷與通過法規鉗制的前提下，即便是身處國内

的馬來西亞公民，除非身處於事發當中，不然，在踏入實境以前的接受資訊的階段上，國

内外是無甚差異的。無時差地接受網絡的第一手資料（不是實景的第一手！），正使得共

時感成爲可能。這裡要說明的，是共時感使得異地者有機會成爲豐富語詞本身的一分子，

而非作爲延伸閲讀的存在。 

而接下來可以看到，國内與國外集會的連接，並不是通過想象或繁複的邏輯推論來

說明的。海外抗議城市主動地加入，以及被動地被國内淨選盟直接地納入爲淨選盟抗議的

一分子，才是淨選盟的完整版。 

                                                
10
 3:20~3:27 分鐘，主持人說話。〈BERSIH 2.0 TAIPEI 709〉http://www.youtube.com/watch?v=-tU2WcXOojI 

11
 所舉的這兩項例子也同時號召海外各地公民以集會或拍攝舉抗議字條的照片並上傳至網站。 

12 參考：Fernandez.K. (2010) The two waves of cyberpolitics in Malaysia: What does the by-elections barometer 

tell us? CEU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4, 597-626. 
13 Weiss M.L.(2012),Politics in Cyberspace: New Media in Malaysia, Berlin: Feshmedia Asia,4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U2WcXO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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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十五分之一：「海外公民」作爲一種角度 

 

在台北 BERSIH 2.0 的集會於 2011 年 6 月 19 日，由淨選盟宣佈爲四個同時進行集會

的城市後，國外各城市迅速地加入行列。14無論是對於跨國聲援的好奇，或是對於淨選的

熱情，BERSIH 2.0 最後的同時聲援集會達 38 地城市，而在 BERSIH3.0 中上升至 75 座城

市。15一個公民團結的時刻是使人感到鼓舞的，然而，在兩次淨選盟集會後，跨國界的聲

援集會究竟只是作爲更接近于精神上的支持，或是能否被視爲在這之後仍能持續維持的，

作爲抗議手段一種的存在？這一問題牽涉到海外公民是否也屬於有能力介入參與公共政治

的政治公民？在很多時候，剝奪海外公民政治身份的並不是執政者，而是對於生活在國

内，直接面對政治暴力的居住者而言，海外公民在脫離政治控制後，在去政治的位置處理

政治狀況是讓人難以接受的。 

以 BERSIH 2.0 一則由參與者撰寫的紀錄爲例： 

「一陣混亂之後，人群又開始平靜下來。催淚彈的威力也消散了。於是人群又

開始在富都路匯集。」16 

這段充滿畫面感的記錄，準確地表達了現場參與者試圖突破，無論是心理或物理障

礙的強大欲望。然而，正因爲在地經驗的豐富與劇烈，自然且明顯地與他者（海外公民）

作了經驗上的區隔。這種區別也會特別被海外，尤其曾經在馬來西亞出席集會的集會者給

標示出來： 

「僅距 3200 公里，兩次的經歷真是天壤之別：709，眼前的吉隆坡是一場大鎮

壓，彌漫著濃濃的催淚瓦斯；428，呼吸台北的自由空氣，只有催淚的鄉愁被喚

起。」17 

海外集會雖然不乏冒著一定危險的例子，但在大部分時候都是在合法、非暴力的情況下，

順利進行的。18類似的經驗區別在「選舉的獨裁政權」的馬來西亞絕對是長期累積而來，

這當中包括一再操弄的種族政治與被限制的言論自由。在假設一個典型的馬來西亞公民經

驗時，一個人就必須在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才能被認同。這樣的理解也就把海外公民的

政治身份去得一乾二淨了。 

如果要避開在同等的政治背景下才能被大部分人所接受的困境，就必須把這局限的

理解給擴大。前述的理解把政治權力的界限與政治疆界給畫上等號，誤以爲政治權力只有

在國別的界限内才能發揮作用，並且一定是在物理、物質上的控制，而無視「馬來西亞公

                                                
14
 另外三座城市，分別爲國内集會點的吉隆坡，以及英國倫敦與澳洲悉尼。這三個國家都是大量馬來西亞公

民僑居、移民的地點。 
15
 75 座城市包括在國内，因無法出席于吉隆坡的集會而在其他州屬城市的集會。由於許多海外集會是在數

天内臨時集結的，所以不排除記錄仍有遺漏。 
16
 廖國民：〈這一天，我見證了歷史〉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69565 

17
 官世峰：〈台北沒有催淚彈，只有催淚的鄉愁〉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197344 

18
 不和平，包括物理與心理的，至少有：一，在新加坡舉辦的集會後，主辦者被該國警察約談、二，埃及的

舉辦者疑是受到馬來西亞外交介入而被其所在學校通知退學，他原本可在同月 25 日畢業、三，大馬旅澳學

生局（被澳洲承認爲大馬領事館教育分部）「勸告」留澳生若參加或舉辦集會將被對付。不過，主辦者無

懼于此。除此之外，還包括網絡上各種無法證實真僞的訊息，例如將被中止獎學金、被内政部記名等等。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6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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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國籍即是最根本的政治身份，它必然受相同政治權力的影響，即便很可能是不同類

型與程度的，尤其可能更多地表現在心理上。 

海外公民往往被要求作出相應的付出，才能擁有同等的政治公民身份，但卻忽略了

馬來西亞一百萬海外公民的多元特徵。19以兩次台北集會爲例，雖然數十年來不乏在台舉

辦政治活動（無論對象是馬來西亞或臺灣），但基於學生身份不可能持久，包括身體或身

分的移動都是屬於高流動性的，再加上不存在一個高社群凝聚力的組織，使得大部分問題

的處理都是從頭開始的起步階段，而且這種情況還會在未來持續出現。從好的方面來看，

這能夠避免因特定社群所造成的固定關注面向，也包括處理方式，但也使得要建立持續的

論述、政治特徵變得困難起來。 

在 BERSIH 2.0 時，一個聚集衆多海外主辦城市的「全球淨選盟」（Global Bersih）出

現，而「全球淨選盟」可以是海外集會的統稱，也可以視爲是一種新的身份認同。不過，

「全球淨選盟」的政治身份回歸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例如 2011 年 11 月 26 日，爲了抗

議在國會下議院通過的〈2011 年和平集會法〉而嘗試興起的另一海外公民抗議，但只能

引起臺灣、香港、英國與澳洲四地的響應。這很可能是因爲海外公民的目光深受國内狀況

所影響。以「海外公民」爲立足點的，還包括一個命名為「我的海外投票權」（My 

Overseas Vote）的群體，長期致力於爭取海外公民的投票權，而海外投票權也因爲被列入

淨選盟的八項訴求之一而深受重視。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原則上已允許海外工作的公民在

大選時擁有投票權，可說是重奪政治身份的重要象徵。20 

嘗試把海外視爲是一個可以永續經營的基點，還必須考慮到一旦海外公民的政治身

份崛起並與國内狀況作最直接的呼應，矛盾與衝突形成時，公民的所在地，如臺灣在未來

是否仍可能成爲各國公民發聲的平臺，則需要衡量更複雜的國際關係才能說明。 

 

五，結論 

 

雖然海外集會的出現原本只是對於國内淨選盟的呼應，但它有趣地揭露了兩種時間

線（國内/馬來西亞 vs 國外/臺灣，甚至反過來）的運作。在台北的集會把臺灣借作發聲的

平臺，其抗議對象與參與者都是馬來西亞的人與事，儼然只是個錯置的事件墜入到了臺灣

的時空。至於對馬來西亞國内的關注者而言，海外集會又像是個共享同一理念的關注者所

表現的支持而產生距離感，只是這種距離感仍不至於與面對外國國籍的支持者相同。這種

差異當群衆聚集起來，共享同一個反抗精神時，似乎短暫地形塑出恰如其分的氣氛，使得

錯置變得可以接受。海外公民一方面必須小心翼翼地不讓兩種時間線發生衝突，另一方面

又嘗試在任何一條線上有所突破。
21
 

                                                
19
 一百萬海外公民的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在 2011 年對於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的調查報告：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1/05/02/000356161_20110502023920/Rendered/PD

F/614830WP0malay10Box358348B01PUBLIC1.pdf  
20
 由於長期對選舉不公所留下的普遍印象，再加上選舉委員會對選舉制度改革的得過且過心態，使得許多海

外公民對郵寄選票的透明與公平僅持觀望態度，而不願登記爲不在場選民/海外選民。在這樣的心態下，政

治權力仍只是象徵性的獲得，實際情況仍必須等待下屆大選的結果。 
21
 例如 BERSIH 2.0 在新加坡集會成爲不可能後，BERSIH 3.0 呼籲支持者回到馬來西亞，到最接近的新山集

會。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1/05/02/000356161_20110502023920/Rendered/PDF/614830WP0malay10Box358348B01PUBLIC1.pdf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1/05/02/000356161_20110502023920/Rendered/PDF/614830WP0malay10Box358348B01PUBLIC1.pdf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1/05/02/000356161_20110502023920/Rendered/PDF/614830WP0malay10Box358348B01PUBLIC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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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梳理的「海外公民」作爲一個角度來談，只是試圖重新把原本屬於這個群體的

政治公民身份給撿回來。馬來西亞公民在 308 後投入大量的政治關注，但是政治身份則必

須至少是要認同其擁有政治的行動力與影響力。如果認同海外公民的政治存在，並且在程

度上不是次于國内的，在談論國内與國外公民的政治活動時，才能被放到公平的平臺上去

理解，而非視爲附庸或只是假借形式來取得心理慰籍。我認爲無論作爲政治身份或抗議

者，都是可以成立的。我們不能低估海外公民所受到的影響。如果能有這樣的理解，就不

會硬生生地把國界切割成兩種群體來看待，彼此之間的相互理解始能擴大審議民主的可

能。 

本文把在臺灣的集會普遍化爲國外的一種，其實去除了臺灣作爲亞洲第一個民主國

家所建立的印象影響可能，公民組織在受〈集會遊行法〉限制下仍能活躍運作的氣氛，以

及以華人為主的留台生與臺灣之間複雜（無論是歷史或當代）的情感。這裡的種種被忽略

的因素都可能在未來成爲重要的影響因子，畢竟任何牽涉到人類行爲的討論，都不可能成

爲一個固定原則存在，而人的可變化往往比理論制定所留下的活動空間更大。 

以個人兩次直接參與舉辦在台聲援淨選盟集會的經驗，會發現參與集會的留台生，

乃至海外公民的活動力與創造力都常有著出乎意料的驚喜，無論是自發參與完成整場集

會，或是自行維持秩序，民主素養的行動表現往往比網絡、報刊中所看見的更來得豐富。

我們所能做的其實比我們所相信的來得更多，而我相信這樣的經驗也是海外各地舉辦者、

參與者所共享的： 

「我們預估會有一百人左右到場，或是運氣好有一百五十人。當大約五百名馬來

西亞人聚集在位于倫敦的馬來西亞最高專署前時，我們大吃一驚。」22 

                                                
22
 〈Why Malaysian overseas joining global Bersih 3.0〉，http://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196158 

http://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19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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