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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中港經驗專題討論小組簡介 

 

當資訊成為一種力量，當小眾遇上強權 

來自香港和大陸的經驗 – 並誠邀台灣經驗的分享與碰撞 

 

關鍵詞：個體參與，身份構建，社區力量，信息培力 

 

本專題小組由來自香港和廣州的研究所學生組成，希望通過論文發表，以及誠邀各

位參與「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的學者進行圓桌自由討論（討論主要圍繞本專題

小組的四個關鍵字），帶來兩岸三地經驗的分享和借鑒。 

本次小組的論文發表者雖然來自學院的不同系別，但「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

參與」是共同的關注點，大家關注的議題主要涵蓋中國大陸和香港在近年來的公民社會

參與事件，包括個人與社區的行動，發生在城市和鄉村的抗爭。中國大陸，台灣，香港，

三個華文地區，卻有著截然不同又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歷史背景，政治文化以及社會民主

發展進程。那麼，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帶給三個地區的公民社會發展是更多的

「異」，還是讓我們目睹「殊途同歸」呢？這次的香港-大陸專題小組，除了分享中港兩

地的經驗，更希望能得到來自台灣學者的經驗分享和思想碰撞，期待迸發出的火花能帶

給華文地區公民社會發展與研究更多的啟發。 

 

背景綜述 

經歷一個多世紀殖民統治的香港，雖然沒有如中國大陸般的高壓環境，民主腳步卻

始終停滯不前，直到今天，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依然是小圈子的遊戲。慶幸的是，公民

社會的發展一直未曾停止，以不同的方式向建制內的強權發聲。被稱為「火紅的七零年

代」，香港公民社會發出強而有力的聲音，各個社會團體的力量帶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包括教師協會為教育人士爭取合理的權益，保釣行動的發起，爭取中文成為合法語文的

運動等等，都引起社會巨大的積極迴響。八九北京民運期間，香港更加成為中國大陸以

外華人社會最重要的支持力量。香港的八零至九零年代，在 「中英聯合聲明」 簽署的

大背景下，關於民主的論述和民主回歸的訴求成為民間社會的主流聲音。但是一直以來，

香港的政治文化奉行「規矩與秩序」的「理性」傳統（2003 年五十萬人遊行反對「保安

條例二十三條」被奉為和平理性的典範），遊行靜坐聯署以外的肢體抗爭被標籤為暴力

與不理智。2005 年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韓國農民形式各異軟硬兼施

的肢體抗爭使香港市民耳目一新，用社運人士的話來說，「原來抗爭可以如此有趣」。香

港公民社會由此也彷如進入了新的階段，文化主導的運動訴求與各種創意的公民抗命 

(civil disobedience) 策略大量湧現，包括在社區運動中提倡的「社區網絡人地情」，在保

育運動中喊出「香港人集體回憶」的感情訴求，以及近一兩年以來蓬勃發展的關注本土

農業和鄉郊文化的社會運動。 

關於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曾經萌芽的的思想「百花齊放」和言論「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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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鳴」的中國大陸，卻經歷了一場震驚中外的一九八九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中國大陸經

歷了社會運動的沉寂期。同時，鄧小平政府大開國門，大量引入外國資金，中國大陸經

濟經歷前所未有的騰飛。九零年代的中國大陸，是城市的高速發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

長，鮮見大型社會運動，卻有知識分子默默撐起公民社會的土壤，例如，經歷了八九民

運的梁曉燕老師，大力發展「自然之友」，在建制以外關注弱勢群體。踏入二千年，中

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似乎迎來了令人振奮又迷思的「春天」，城市的高速發展遺留的一系

列問題，在城鄉地區爆發，包括上訪，土地抗爭，工人抗爭，城市文化保育等系列的維

權行動和文化運動。在遼闊的疆土的每個角落，每天上演草根民眾與強權的對壘。而網

絡媒體的普及，也給公民社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近年來，以微博為主的各種社

交網站更成為了國民在缺乏言論自由的現實以外進行符號抗爭的空間，「草泥馬」等各

種網友創作就是在高壓政治下的一聲嗤笑。 

從宏觀的角度，今天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主要解決的是城鄉矛盾和區域發展不平衡

造成的利益抗衡。而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富裕社會，除了「民主」作為多年以

來一直的訴求，公民社會的行動似乎已經愈來愈多對於「另類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對「人

與自然」，「人與社區」關係的重新思考。從公民社會組織行動的角度看，縱使中國大陸

和香港有著迥然不同的社會條件，但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運動組織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MO) 在社會行動中的角色慢慢減弱，取而代之，蓬勃興起的是個體參與，

或者是本著共同目標而形成的「集體」(collectivity)。不同於過去的社會運動團體，這裡

提到的「集體」，是由每個有著政治覺醒和政治效能的「個體運動企業家」(individual 

entrepreneur) 的有機集合，在這當中，信息培力 (empowerment) 成為強大的運動資源 

(resource)。行動者除了傳統的物質資源利用，充分利用符號的力量，用攝影器材做記錄，

利用虛擬世界的空間建立起建制以外，主流媒體以外的公民輿論空間，從而產生對社會

的影響。 

以上簡略介紹的關於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背景，一方面，成為兩地的公

民社會發展在各自社會的限制，解釋了為何有某類型的運動未能發生。從另一方面，也

可以理解為兩地社會的政治機會，從而解釋了為何某些社會行動會出現。而在本次專題

小組裡面，每位論文發表者都基於上述的社會背景，就具體的案例或區域，進行深入詳

細的分析和討論。 

 

組員論文綜述 

王潔瑩將研究目光投放在 2009-2011 年在香港引起熱烈討論的「八十後，反高鐵，

護菜園」運動。香港公民社會從中見證了年輕一代行動者在政治舞台以主要組織者身份

的首次登場。研究中，這些多數在一九八零年代出生的年輕行動者參與抗爭的原因將會

被深入探討。宏觀角度看，年輕一代成長的「後回歸」歷史時空塑造了這一代人特有的

集體經歷和對香港社會深刻的反思。從個體的微觀視角看，參與到這次「反高鐵」運動

的年輕行動者表現出鮮明的個性，這些特徵造就了他們獨特卻一直被社會忽略的面孔。

作為反高鐵運動的延續，一班社會運動活躍分子建立了「生活館」，通過日常的農務實

踐，希望帶來個體甚至社會的改變。盧善姿同學來到「生活館」中間，關注此中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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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過程，並試圖探索在香港創造另類生活的可能性。同樣，關於年輕人的社會行動參

與，施德安以經濟最發達的南中國地區的省會城市 – 廣州，作為研究據點，研究近年

來在當地發生的一系列文化保育運動。處於中國大陸裡面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廣州年

輕人們透過互聯網及個人網絡加入運動，關注舊城改造和粵語傳承，思考著如何參與一

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發展。個體作為重要的社會參與單位，近年在各個地區的公民社會都

得到蓬勃的發展，馬驊的研究以 2011 年為時間框架，看到了這一年以來「普通人的公

益」所引發的一些不可思議的社會改變。一方面肯定了公民個體在推動社會的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中國大陸政策上的束縛，使得這類個體積極行為未能長足發展。劉

冉將深入探討有關中國大陸內陸地區農村的小額貸款組織，田野調查分別在內蒙古和四

川。調查發現農村小額貸款組織在中國大陸體制的束縛之下，發展出了不同的在地策略

作為應對。 

 

結語 

一直以來，香港和台灣社會經常被作為對比的對象，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文化。而在

公民社會發展和具體社會行動運作方面，香港的行動者更是與台灣的同路人有密切的交

流和合作。但明顯地，台灣的政黨政治和民主步伐將香港拋在了後面望塵莫及。如何從

台灣公民社會借鑒經驗，如何和台灣一起建立大中華地區的民主社會，對於香港公民社

會行動者和參與者有莫大的意義。而對於中國大陸，令北京政府「又愛又恨」的台灣，

其民主政治和公民政治參與更加具有「統獨」論述以外的價值。以上，也說明了本次專

題小組設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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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集合 

 

「走出來，是因為這是我的城市」 

--- 以反高鐵為個案，關於香港「八十後」年輕社會運動者身份建構的原因探討 

王潔瑩 

香港浸會大學 

【摘要】2009 年 11 月，以「八十後 - 反高鐵，護菜園」為旗號的遊行，為反高鐵運動

掀開序幕。香港公民社會在這次運動中見證了年輕一代社運行動者在政治舞台以主要組

織者身份的首次登場。香港政府通過大眾媒體為年輕運動者定性，稱之為「充滿怨氣」

的一群。然而，用「八十後」的話語解釋，「走出來，是因為這是我的城市」。本次研究

通過深入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為主要研究方法，在新社會運動與身份建構的理論框架下，

試圖解答「八十後」為什麼要走出來參與反抗行動並在運動中形成「八十後」身份認同

的問題。從宏觀的歷史時空視角分析，出生於八零年代的一代成長於「從殖民地到回歸」

的歷史節點，社會變化奠定了身份認同的背景框架。在香港的後工業時空裡，「八十後」

是被消費主義購物商場餵養長大的一代，而菜園村議題的出現，恰恰填補了「八十後」

關於「另類可能性」的想像空間。從微觀的個體層面看，參與運動的年輕人和世界上很

多其他年輕人一樣，成長於網路的年代，從而培養了批判和多元的思維，而這些思維方

式和香港多年來的標準化教育又難免產生極大的衝撞。參與運動，正正是提供了一個實

踐公民作為個體參與社會的空間。 

關鍵詞：反高鐵，「八十後」，身份建構 

 

 

個人簡歷 

學歷： 

2008-2009 文學碩士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2011 哲學碩士(傳播) – 香港浸會大學 

2011 至今 博士班(傳播) – 香港浸會大學 

著作發表 

Jieying WANG (2010). “Beyond Information: The Socio-cultural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9(2), 243-292. 

Jieying WANG. “The Role of Mass Media in a Social Movement – A Case Study of the 

Anti-Express Rail Link Movement in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 Rou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s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elbourne: 12-13, April, 

2012. 

Jieying WANG. “The Identity of Marginality and Locality: A Study of Spatial Practice and 

the Local Culture of Indie Bands in Cant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ortugal: 18-22, Jul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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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Lee & Jieying WANG. “The Making of Generation Y by the Press: A Study on Youth, 

Citizenship and New Act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ortugal: 18-22, July, 2010. 

Jieying WANG. “Explore into User Identity in Web 2.0 SNS: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on Douban.co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nnual Conference. Singapore: 21-23, June, 2010. 

Jieying WANG. “The Framing of China Government President Hu Jintao by Hong Kong 

Pr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pple Daily and Ming Pao”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Eastern As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eminar for Six Colleges in 

Chinese Socie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11-13, June, 2010.  

Jieying WANG. “Beyond Information: The Socio-cultural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8-9, Jan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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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運動的身份工作 

--- 以菜園村生活館為例的個案研究 

盧善姿 

香港中文大學 

【摘要】在 2009 年，湧現了多次群眾行動和集會反對香港立法會撥款興建廣深港高速

鐵路。反高鐵及菜園村運動引發參與者反思生活的可能性及與個人與土地的聯繫。在集

體行動結束後，部份的青年人及運動參與者在菜園村建立菜園村生活館，並開展一場發

掘生活可能性的生活運動（lifestyle movement）。本文將以身份工作過程(identity work 

processes)為理論基礎，探討生活館成員如何調整集體運動身份，以建立生活館的運動身

份。由於生活運動行動的個人化轉向，我提出在個人和運動身份調合一致的過程中，參

加者會參考生活運動的集體身份，按自身和本土的需要調整出一個與個人身份一致的運

動身份。本文將以菜園村生活館為例，解說參加者如何參考並調整半農半 X、素人之亂、

社區經濟等的集體運動身份，來本土化並建立一個切合香港情況的新生活運動身份。 

關鍵詞：菜園村生活館，生活運動，身份工作過程 

 

 

個人簡歷 

姓名：盧善姿 

 

學歷： 

2004-2007 社會學學士 - 香港中文大學 

2010-2012 (預計完成) 哲學碩士（社會學）- 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生論文題目 (正在撰寫):  

生活形態運動的身份工作- 以菜園村生活館為例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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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文化保育運動 

--- 身份認同的消解與重構 

施德安 

香港中文大學 

【摘要】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拆遷和改造浪潮中，廣州的年輕人走了出來。他們走進

社區，嘗試保護他們所珍視的價值，反思另類的發展方式，推動著一股逆流。年輕人們

透過互聯網及個人網絡加入運動，並活躍在不同的群組裡，關注舊城改造和粵語傳承，

思考著如何參與一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發展。但是，整個保育運動背後，除了是現代與傳

統的衝突，也充滿著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突，運動組織也要處理這個問題。本研究

旨在探討廣州近年崛起的文化保育運動，以從宏觀和微觀的因素來探索運動崛起的原因。

研究亦會關注不同的社會運動社區如何透過框架建構，組織活動及媒體宣傳來整合參與

者的個人身份認同，並建構運動的集體身份認同，以及認同建構在運動過程中的演化。 

關鍵詞：文化保育，身份認同，框架建構，新媒體 

 

 

個人簡歷 

姓名：施德安 

院校：香港中文大學 

學歷 ：社會學哲學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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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公益與政策改變 

馬驊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 

【摘要】2011 年見證了由普通人的公益所引發的一些不可思議的改變，從鄧飛的“免費

午餐”專案到“拇指妹”成功攔下光亮工程。在中國，雖然政治改革還在艱難前行，但

是公益卻似乎被廣泛的接受並對政府政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本文一方面探討了普通人

以公益來影響政策的各種模式和特徵，另一方面卻發現這些案例並不是可複製的。政府

與普通人都必須以更積極的態度來使普通人以公益影響政策成為可持續和可複製的行

動。 

【關鍵字】普通人  公益  政策   

 

 

個人簡歷 

機構：中山大學公益慈善研究中心 研究員 

學歷：Master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著作發表: 

《普通人的公益與政策改變》，《公益發展報告 2011》 朱健剛主編，中國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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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益性小額貸款機構的艱難變革 

劉冉 

香港中文大學 

【摘要】自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成立格萊氓銀行以來，小額貸款作爲一種新型扶

貧手段已發展出較爲成熟的運作模式。小額貸款使赤貧者無需抵押品亦可貸款，據稱爲

以往無法從銀行和信用社系統獲得貸款的窮人提供了脫貧機會，同時能保證自身穩定運

轉乃至盈利，因此獲得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青睞，被視為能夠消滅貧窮的創新型經濟

設計。然而，通過對四川儀隴、內蒙赤峰及浙江陸口的三個小額貸款機構進行實地調研，

我們發現，小額貸款機構在中國面臨經濟轉型、金融政策、制度漏洞等因素帶來的重重

阻礙，因此不得不進行重構與轉型。在這一過程中，由於小額貸款機構具有目標雙重性，

其改革方向和與此相關的認受性話語建構也因此呈現出不同的軌跡。 

關鍵詞：小額貸款，在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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