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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aiwan transformed from street protesting 
to acting within the system since 1990s, such as litigation and official 
conference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third 
stage of CTSP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dispute became a conflict 
between judicial agency and administrative agency. 

Because people debate on environmental and legal issues, this paper 
analyzes law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TSP dispute. After the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IA) ended, activists filed law suits and 
object to the contamination and dissent the wrongful procedure lacking of civil 
participation. Although farmers, lawyers and other activists have uneven 
knowledge about how law is, these events create an opportunity of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ule of law and leg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With perspective of law in social movement, the CTSP disputes give us 
three reflections. First, activists’ legal consciousness, such as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jurists, reveals the dispute 
solving logic which rooted in our legal culture. The second metaphor of law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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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 is the importance of legal strategy. The third is our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O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stitution-
alization becomes the poten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Keywords: Law and Social Movements, Legal Consciousness, Legal 

Mobilizati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C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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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關注的事件之所以形成，首先是有了人，然後有了議題的邊

界。人們看待議題的方式，產生不滿的條件，形成主張的背景，都脫離不

了社會文化的結構。這個結構又是在人們賦予意義、形成主張以及展開行

動時產生作用，從而不斷幻化成森羅萬象的世界，因此，個人與社會便透

過這樣的方式聯繫在一起。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以下簡稱中科三期）后里基地七星

農場開發計畫的興建抗爭，便是一個值得觀察與分析的事件。運動中的法

治意義有二，意指社會運動中的法律運用，也代表著法治的變遷，而分析

這兩層意義，必要注意人的思想與行動，因此，這個命題也關懷人們如何

運用法律、看待法律。 

一、法律與社會運動──體制內、體制外路線的形成 

一個議題的定位與命名（naming）的過程有關，命名的資源可能來自

成文法律，也可能來自既有的社會結構。一開始，中科三期后里基地七星

農場的興建消息是由一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的委

員（以下簡稱環評委員）揭露的1，進而聯繫其他環保團體與地方居民，

共同從環評審查過程著力，開啟這條抗爭之路。 
這個過程實是諸多條件的結合，環評的審查也是法律與社會運動關聯

的場域。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環評法）於1994年施行以來的實踐，

實是1987年解嚴之後，1990年代以來臺灣環境運動轉型的重要觀察焦點，

這個轉型是體制內、體制外並進路線的形成2。環評法的誕生與流轉，牽

                                                        
1  針對第六屆環評委員的研究參見杜文苓、彭渰雯，〈社運團體的體制內參與及影響

──以環評會與婦權會為例〉，《臺灣民主季刊》，第5卷第1期，頁119-148（2008
年3月）；許靜娟，《環境運動與環評制度的合作與矛盾：以第六屆環境影響評估委

員會為個案》，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1月）。 
2  本文所指的體制，是成文法律所構成的機構或者運作的機制，而體制外自然是跨越

這個邊界的行動，例如街頭抗爭等，當然，這是方便的區分，因為街頭抗爭也並不

一定不合成文法律，只是街頭抗爭並不屬於成文法律構成紛爭解決的機制之一。對

環境運動轉型的研究參見何明修，《綠色民主：臺灣環境運動的研究》，頁155-205
（2006年12月）；何明修，〈民間社會與民主轉型：環境運動在臺灣的興起與持

續〉，收錄於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頁29-67（2003年2
月）；何明修，《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臺灣的環境運動為例

（1986-1998）》，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197-201（2000年6
月）；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臺灣的歷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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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著環境運動的策略選擇，也攸關程序正義的主張與實踐3。環評法的立

法有著環保團體、政黨的角逐，不過，直至2005年，才有第一批具有社會

運動經驗的環評委員進入環評會，影響所至，最清楚的莫過於中科三期

了。 
中科三期的興建消息是從體制內萌發，進而擴及地方官員、環保團體

與在地居民。關心這個議題的條件非常多樣，因為中科三期是科學工業園

區，所以聯繫上反高科技污染運動4。又因為中科三期的環評主管機關是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所以環評的戰線是中央，而不是

地方政府主導，因此種種因素的聯繫，后里地區興建科學園區，便不只是

地方的小事。 
我所稱為中科三期運動者的這群人，是因為反對中科三期建廠而組織

起來的，因此，這個組織也有動態過程，是在後來，我們才能回溯指認這

個事件的範圍，這群人的認同5。而這群人，包括環評委員、在地居民、

環保團體等，運動者從2006年的后里基地七星農場環評會議開始參與，歷

經3月到6月五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到6月30日，環保署第142次環評大會

上，中科三期后里基地七星農場的環評有條件通過，反對開發的環評委員

集體退席、兩位環評委員當場宣布辭職。 
參與中科三期的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副教授、地球公民基金會

董事長廖本全回顧2006年6月30日當天的情形： 
 
中科三期決戰，所有的環保團體的核心都在裡面當委員，然後裡

面就講通過了啊，裡面委員就拍桌痛罵主席嘛，然後有的委員說要離

席然後要持續委員的職務嘛，外面的記者就問我說，那環保團體要怎

                                                                                                                                    
1970-86〉，《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8期，頁133-206（2000年6月）。李丁讚、

林文源，〈社會力的轉化：臺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52期，頁57-119（2003年12月）。 
3  對環評法各個面向的考察參見葉俊榮、張文貞，《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問題之探

討》，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2010年6月）。 
4  Hua-Mei Chu, The Dark Side of Silicon Island: High-tech Poll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aiwan, 22(1) CAPITALISM, Nature and Socialism, 40-57 (2011). 杜文苓、邱

花妹，〈反高科技污染運動的發展與策略變遷〉，收錄於何明修、林秀幸主編，

《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臺灣行動主義》，頁35-82（2011年2月）。 
5  本文所探討的對象即為運動者（activist）的法意識（legal consciousness），運動者是

以行動投入社會運動，並以運動作為認同的一部分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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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辦，然後我們外面大家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嘛，就把我推出去嘛，然

後我就站在那裡說：「我們決定，要提起訴訟。」我跟你們講，我那

時候根本不知道行政訴訟是什麼，我只是有這樣的概念，就是如果這

個門關，就是行政訴訟，我只有這個想法而已6。 
 
而後來，中科三期的運動者向行政院提出訴願，後提起撤銷環評訴

訟，這些行動是本文所指稱的法律動員（legal mocilization）7，中科三期

的訴訟一路從2007年走到了2012年（本文寫作時間為2012年7月），中科

三期的法律動員最為人所知的，便是2010年最高行政法院撤銷環評訴訟確

定引發的「法治國危機」，起因於環評主管機關環保署以及核發開發許可

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提出「停工不停產」8。 
停工，但是不停產，意味著環評審查結論撤銷後，開發取可是否歸於

無效仍有爭論，而停工的範圍自然只限於廠商，不及於科學園區。諸如此

類細細劃分的判決與法律解釋，都掩蓋了科學園區的污染情形以及相關資

訊。 
本文主張，法律與社會的落差反而在2010年激起了中科三期的議題能

量。中科三期的議題也從科學園區興建的水資源、土地徵收、污染問題聯

繫到法治的問題。這些行動又以行政霸凌司法這個概念為主線，司法判決

的勝訴賦予運動者的反對科學園區興建的主張具有更正當、更多的理由。 
自從2010年1月環評結論撤銷確定後，2010年4月起，環保署展開2006

年6月通過環評的「續審」，同時，中科三期的其他法律案件也如火如荼

的進行。2009年起，支援中科四期（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發展區）的

青年及環保團體也投入2010年的中科三期抗爭。中科三期沒有停工，反而

                                                        
6  錄自廖本全老師在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演講，主題為「公民之途──信、願與行」

（2011年6月1日）。 
7  在本文的定義中，法律動員是運用法律論述主張、展開行動的現象，而筆者認為，

社會運動法律動員的探討價值就在於組織化的行動，這個組織化的行動隨著社會運

動的成形而有意義。 
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1117號判決（2008年1月31日）、最高行政法院99年

度判字第30號判決（2010年1月21日）。這個案件的標的是2006年7月行政院環保署

公告的「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

畫的審查結論，這個審查結論宣布中科三期第一階段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參見李建良，〈中科環評的法律課題──臺灣法治國的淪喪與危機〉，《臺灣

法學雜誌》，第149期，頁17-28（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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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了更多的社會關注。法律與社會運動之間，也會產生緊張關係，我們

可以思索，是法律不能解決環境問題，或者在何種程度上，社會運動賦予

司法過多的期待，進而不斷突顯行政斲傷司法的事實。這時，法律動員就

會遇到許多矛盾。 

二、法律動員的兩難──背書或者賦權 

本文將中科三期的法律動員區分為三個階段9，第一波法律動員的特

徵是2006年6月30日環評通過後，運動者決定提起訴訟，直至2010年撤銷

環評結論判決確定為止。這個時期法律動員的特點在於環評會議無法充分

反映公民參與的意見，糾紛無法解決，後續進入法院，因程序瑕疵被撤銷

的環評結論，先是引發了行政機關主張訴訟尚未確定，仍須等待上訴的回

應；待確定判決後，提出停工不停產的效果。 
而第二波法律動員則是在2010年4月環保署續審中科三期環評後，因

為公民參與受阻而決定提起確認開發許可無效訴訟等等的法律運用10。在

這個時期，因為前述的法律動員經驗，所以運用法律愈來愈偏向社會運動

的策略運用。 
最後，我將廠商停工公民訴訟（2010年10月15日提起訴訟）與第二次

撤銷訴訟（2011年1月21日提起訴訟）歸到第三波法律動員11，因為提起這

                                                        
9  McCann從文化的角度看待法律，他引用Frances Zemans的定義：「法律被動員是當欲

望或需求轉換為作為權利主張的要求。」（The law is… mobilized when a desire or want 
is translated into a demand as an assertion of rights.）參見Michael McCann, Rights at 
Work: Pay Equity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Legal Mobilization 6 (1994). 本文對法律動

員的內涵有不同定義，筆者認為法律動員的前提在於社會運動的組織層面，否則，

探討社會運動的法律動員便與一般人民運用法律的行動無異。也就是說，必須有一

群人，本著運動目標，進入成文法律構成的體制，進而將這些行動反饋到運動目

標，才構成本研究指稱的法律動員，因此，法律動員更是一種動態過程的理解。 
10  確認開發許可無效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79號判決（2011年2月24

日）、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263號判決（2011年12月29日）。假處分：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全字第43號裁定（2010年7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

第2029號裁定（2010年9月2日）。停止執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停字第57號
裁定（2010年7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2032號裁定（2010年9月2
日）。 

11  廠商停工公民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054號判決在2011年10月13日
作成，判決原告敗訴，認為友達與旭能公司的免環評許可有效，國科會與中科管理

局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無命停工的義務。經原告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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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訴訟的背景已經跟前述的訴訟不一樣，中科三期律師團在2010年10月

15日組成，更多的律師加入訴訟；同時經過2010年的多次抗爭動員，環保

團體與學生也已經凝聚關切中科三期的力量。不過，法律動員的侷限也開

始顯現。 
在法律動員的過程中，社會運動的組織與分工開始形成，而我發現，

運動者由於不信任政府，開始動員以及展開自己對事物的詮釋，後續，由

於政府的作為加深了此種不信任。這其實是社會運動法律動員的條件，法

律動員於是成為法律作為武器、工具的產物，有時候，體制內的行動是為

了運動目標，法律的效力只是附帶的結果。訴訟的槓桿效力可以撼動一個

整體的國家想像，形成行政、立法、司法等等的運動對象。 
因為此種不信任政府的想法，面對體制的時候，運動者會有背書的焦

慮。時為學生的青年運動者受訪者A對這個矛盾有生動的描述，而法律策

略最主要的衝突就在是否為制度背書的考量。但是，最重要的是運動的主

體應該是農民；不過，2010年環評續審時，身為當事人可以進場的農民，

仍然選擇與其他運動者站在場外12： 
 
欸，8月31號不是環保署環評大會嗎？好像是環評大會還是最後一

次的專案小組審查的時候，那時候就吵很兇說，那時候就有人就說，

嗯，我們去發言，他說這個，我們這個環評是一定會通過的。就有有

比較是青年學子，就是我有點（笑）被夾在中間，就是嗯可能

是，……（中略），或是一些年輕的學子他們會覺得說這個環評是一

定會通過的。那我們為什麼要進去發言，然後讓，好像是我們去為這

個，這個呃，環評結論的通過作一個背書。可是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說，嗯，農民他們其實想要發言的，那你總不能就叫他不上去然後，

然後傻傻地就讓這個會議就這樣結束，他們可能會更不甘心……。 
 
因為不信任政府，所以運動者會有「為制度背書」的焦慮，體制內的

抗爭會遇到許多法律策略的決定問題，但是因為有了律師與學者的協助，

行動（出席會議、舉辦聽證會等）在法律上的意義也會開始鋪陳、顯現。 
當然，各個運動者的法律知識與背景並不相同，就以農民來說，進入

                                                                                                                                    
2012年2月23日以101年度判字第178號判決維持原判決。第二次撤銷訴訟2012年7月
仍在訴訟程序中，案號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18號。 

12  受訪者A，訪談紀錄（非本文重點略刪節）（2011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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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也意味著理解體制的運作，心裡更為踏實，在受訪者H的眼中，一開

始打官司也是為了「爭一口氣」。人民告政府是政府要檢討，而不是一直

爭執自己是對的，不管是行政機關的官員或者律師，都只是依著書面的資

料，並沒有依照地方實況。 
農民，也是后里自救會的重要成員受訪者H認為：「所以喔咱真累喔

咱，咱民間團體這很累，啊每個事情都要去，那個角度都要去摸得很

清楚才跟你講，對不對，實際上咱頭腦才有複雜，咱頭腦比他們頭腦

還複雜13。」他笑笑的說，這樣才不會老人癡呆，這幾年頭腦變得很清

楚。而律師與環保團體的成員，也開始對法律有不同的想法，律師沒有料

到行政機關會主張停工不停產，但是會繼續在訴訟上面對、處理這些爭

議。環保團體則是在認識了體制、政府作為之後，選擇回到各自關心的議

題著力。 

三、運動的對象與主體的建立 

不同的價值主張都可以走向體制，訴諸法律，同樣的條文與法律運

作，其實藏諸了更多的背景與脈絡。這些是源於對話、溝通的需求，社會

運動本身就是透過集體力量發聲的管道，透過這些行動，得以扭轉既有的

結構。法律動員若是成為社會運動的常態，是否有助於溝通？除了賦權之

外，我們還可以思考社會運動的目標與對象，究竟為何？  
中科三期面對的社會結構與運動目標有著密切關聯，主要運動目標有

反對興建科學園區、勝訴判決之後訴求停工；次要運動目標則是環評會議

的公民參與、法庭中權利主張的障礙，包括當事人適格、科學不確定性與

法學客觀證明、議題進入法院的侷限；最後，運動面對的是更深層的價值

衝突，即程序正義的實踐，包括資訊公開、公民參與與法治的運作，再者

是戒嚴的經驗與行政機關的心態，最後是高科技的迷思以及科學與法學的

運作邏輯。 
我們可以說，運動者指認了結構，在結構中行動，進而扭轉，或者為

結構所轉，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是研究能與實踐對話的契機。這些運

動目標，都由命名、動員的過程決定。不過，法律動員與草根力量之間，

是否存在必然的矛盾？走入體制，其實不是原本農民的生活方式，穿梭於

                                                        
13  受訪者H，訪談紀錄（201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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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會議、開庭之間，加上與官員的來往需求，農民從組織自救會（后里

鄉農業與環境保護協會）14，到漸漸習得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目的是

為了「扳倒」政府，重新詮釋事件。 
這是人們生活與經驗向外延伸的過程，但是社會運動最後必須回歸在

地居民的力量。家中土地被徵收的受訪者 I 說15： 
 
所以現在我……我跟中科講的話，或是他所講的，我都會直接跟

他問一句，你有數據嗎？你有資料嗎？你有設計圖嗎？你有會議紀錄

嗎？我說你講的我不相信，我要設計圖還是會議紀錄，他說，有差

嗎？我說有。反正對誰我都一樣啦，既使今天是是局長我也是一樣

啦，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耳朵。 
 
法律動員並不一定轉變了運動者，而是運動者多了一套敘說的語言與

技術。后里地方的動員是自然而然的，2006年7月20日，后里成立地方自

救會，為了參與環境監督小組以及進行訴訟程序，後來正式立案16。 
受訪者H談到在監督小組運作方面，協會分工的方式：「那就是一個

人推一個去，一個人推一個進去，啊這樣參加，這樣有什麼事情，互

相才能夠討論17。」受訪者M認為，地方的動員常常是在泡茶、聊天的彈

性機制下進行；在地的知識、監督與組織有時還比環保團體的運作更有效   
率18。這些動員的力量讓正式立案的「后里鄉農業與環境保護協會」漸漸

生根地方，不只是為了反中科而運作。 
2012年4月，運動者曾兩度開會針對目前中科三期抗爭發展的現況做

一檢討，重新思考監督的方向。在進入訴訟之後，運動者的組成也會影響

策略的擬定與運動方向的發展。資訊不公開、無法解讀資訊是障礙溝通的

主因，地方與中央的監督小組雖然建構了制度性的溝通管道，但是真正的

「監督」與對話仍須仰賴地方農民與環保團體充分配合與動員19。根據參

                                                        
14  參見湯智凱，《「后里鄉農業與環境保護協會」會員環境意識轉變之研究》，靜宜

大學生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1月）。 
15  受訪者I，訪談紀錄（2011年7月19日）。 
16  杜文苓，〈環評決策中公民參與的省思：以中科三期開發爭議為例〉，《公共行政

學報》，第35期，頁41註21（2010年6月）。 
17  受訪者H，訪談紀錄（慣用語略刪節）（2011年7月18日）。 
18  受訪者M，訪談紀錄（2012年5月4日）。 
19  在環評通過、訴訟進行的同時，中科三期的監督有賴環保署與地方的監督小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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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地方監督小組的運動者表示，監督小組充斥著專業的語言與數據，人

員的組成也會影響到監督小組的運作，地方監督小組多集中在村里的實際

施工等等問題。 
環評會議、法庭、監督小組會議，都是成文法律所構成的情境，這些

情境並不一定限制行動者，也提供了不同的語言與表達方式，但是，還有

資料解讀的門檻，更甚者，當然要質疑會議的實際監督功能。我常常在思

考，這些體制的行動，是否限制了運動者的思考。後來發現，正因為有不

信任政府的基底，所以運用體制的過程中，會產生背書的焦慮，也因此運

動者與體制保有一定程度的距離。法律動員不必然拉走了草根的力量，但

是，運動的未來卻不能靠著法律動員前進。法律動員的方式，能否讓后里

地方凝聚認同，社會運動的經驗，能否改變人們的生活與溝通方式，進而

讓這種抗爭的技術回歸到更多公共議題的討論呢？ 
在社會運動學界，學者范雲從運動者的角度探討婦女運動，因為過去

的研究強調政治機會結構影響運動組織與策略，但是卻忽略行動者的因

素。正是因為行動者有不同的生命傳記背景，組織模式可能是運動者主動

選擇，進而回過頭來影響議題的組成與策略20。如果僅僅是靠著抗爭對象

建立運動自身，不免面臨反應式的運動，節奏、議題與方向，都由體制決

定，這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收編。中科三期運動者有律師、環保團體與農

民，分工合作之下，體制內的行動有很好的運作。后里的農民也形成了動

員的默契，但是，如果我們承認，真正面對科學園區的是這些在地居民，

在地的力量究竟如何繼續推動議題動員的果實呢？這時，筆者便發現，運

動者對於運動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受到體制的侷限。 

                                                                                                                                    
議，根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執行監督小組設置要點，環保署自2006年10月開始，每三個

月舉行一次監督小組會議，這是源於當初環評的附帶決議；同時，中科三期還有地

方的監督小組，名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環境保護監督小

組，亦是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參見環保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第139次會議紀錄》，頁9，內容為：「附帶決議：為強化監督本案，請環保署

邀請環評委員、專家學者、社區代表成立監督小組執行。」參見環保署環評書件查詢系

統 http://eiareport.epa.gov.tw/EIAWEB/main.aspx?func=00（取用日期： 2012年 2月 9
日）。 

20  范雲，〈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

向〉，《臺灣社會學》，第5期，頁133-194（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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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的敘事與實踐 

這篇文章也是在碩士論文重述中科三期法律動員的基礎上，提出許多

未來運動方向的問題。經過梳理之後，我更明白法律動員之於社會運動的

意義，法律與社會運動必須相輔相成，才能達到最大的效果。 
正如法律的實踐力量來自於社會一樣，運動中的法治是源於不滿、命

名與行動的過程。自然，這樣運用法律的方式，並不能成為社會的常態，

也不代表常民思考法律的方式。但是，在1990年代之後，環境運動的體制

內、體制外路線並進，前述提及背書、賦權的兩個面向，都是人們在運用

體制的掙扎與矛盾，法律動員的限制與進展，而人們的焦慮，其實來自於

更深層不信任政府的心情。 
中科三期法律動員最大的阻礙就是來自資訊不公開與程序正義問題，

集體行動讓人民開始發聲，但也會遇到一些阻礙，人們會詮釋這個阻礙來

自公務人員的保守心態。本研究的訪談中，人們不約而同談到戒嚴經驗，

對照今昔，中科三期讓人們相信必須站出來，讓社會重新檢視自身。在受

訪者農民F、G的眼中，人民可以發聲是在解嚴後的事，論及自救會為地方

爭取自來水的設置時，受訪者G提及了對政府的想像21： 
 
所以老百姓就是說為了我們自己的權益啦，必須要去據理力爭，

要不然你沒反應表示你是默許。但是以前的時代更恐怖啦，你去講話

沒有兩三下就沒看到人啊……，白色恐怖的時候，或是在他們威權時

代還沒戒嚴，還沒解除戒嚴的時候……。 
 
他說，現在的政府看起來很有度量，但表面上說一套，實際處理是另

一回事。因為財團與政府聯手，人民不得已才會走上凱道抗爭。 
身為律師的受訪者K在2010年勝訴判決之後加入這個案件，她認為自

己不是耕耘很久的而是中間加入的，剛好就遇上這樣一個轟轟烈烈的案

件。曾經，她歷經了一段流浪的旅程，走訪桃園縣觀音鄉外海的藻礁，參

與RCA案件，還見證了野草莓運動，進而自我探索，思索未來的路。她 
說22： 

 

                                                        
21  受訪者G，訪談紀錄（語氣詞略為刪改）（2011年7月18日）。 
22  受訪者K，訪談紀錄（刪節，略為修改）（201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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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以前我是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裡面，很少會去跟政府對

抗，那時候我很害怕臺灣的民主在消失，尤其注意到那時候的新聞。為

什麼去搖國旗、唱歌啦、喊口號那些東西會變成一個要被禁止的事

情，就是說這不是一個臺灣過去以來大家都很自由可以做的事情嗎？

而且更糟，臺灣以前經歷過戒嚴啦、白色恐怖、二二八那些事情，我們

其實能夠變得那麼自由其實是經過很多的衝撞，我們才有現在的自由，為

什麼這種自由好像很脆弱……。」（黑體字為本文所強調） 
 
對於政府的態度，她感到很失望，在這個過程中，影響她很大的事件

是2008年4月25日旁聽蘇花高環評被阻，體驗到被關在環評會場外面的那

個感受，之後提起訴訟控告環保署23。人民開始起身面對政府，其實是一

段更長遠的故事，在本研究訪談過程中，無法充分表達意見的時候，人們

通常會想起戒嚴的經驗。伴隨著解嚴而來的社會運動，其實不僅在政治上

展現自由與民主，人民對於事物的詮釋權也開始轉變。 
而這篇短文，也正是要反思變遷的法治下24，人們運用法律的意義。

因為訪談與參與觀察的基礎，我能夠指出運動的型態與邊界，也正是在研

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矛盾，研究的下一步就是為問題意識與還在發展的事

件提出反思的方向。正是因為運動者不信任政府，所以體制不完全等於法

治的實踐。 
運動中的法治往哪個方向走，全然取決於不同價值之間的溝通程度。

而法律與社會的研究25，正是要揭示這個價值衝突的過程，筆者認為，法

律的運用不必然等於法治的成形，追求體制的變革之外，如何回到自身也

是未來社會運動重要的課題。 

                                                        
2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20號判決（2009年5月14日）。 
24  學者梁治平歸納法治的分析概念為：依據原則建立的一系列制度，也是一種社會組

織形式（秩序模式），人們的經驗、看法、態度與法律文化相關，構成了生活實踐

與認知過程。參見梁治平，〈法治：社會轉型時期的制度建構〉，《在邊緣處思

考》，頁1-56（2010年1月）。 
25  參見王曉丹，〈法意識與法文化研究方法論──從概念到實踐，從專家到常民〉，

收錄於《法文化研究──繼受與後繼受時代的基礎法學》，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

學中心編，頁69-98（2011年5月）。學者陳昭如更進一步以法律與社會的落差思考

到臺灣的法律繼受處境，參見陳昭如，〈兩種落差與三種繼受的反思〉，《「法社

會學與法學方法論的國際視野與在地反思」學術研討會──2011臺灣法理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頁1-5（2011年4月16日，臺北：世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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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件 

本文提及的受訪者 

訪談對象 代碼 訪談日期 年齡、性別 
環保團體成員 A 2011/3/8 21-30歲；女 

F、G 2011/7/18 
F：71-80歲；男 
G：61-70歲；男 

H 2011/7/18 61-70歲；男 
后里地區居民 

I 2011/7/19 31-40歲；女 
律師 K 2011/12/8 31-40歲；女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