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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當今台灣，公民社會組織已不僅僅被看做是一種與國家對抗的力

量，它們也同時應該是與國家共同分擔「治理」任務的平等伙伴。關於

公民社會社會與國家關係的「民主轉型」，有學者傾向一種「較正面的

多元主義利益團體」的觀點，也有學者認為，台灣的公民社會組織由於

脫離威權統治時間未久，所以仍有一些情緒心態與規章制度的殘存遺留，

在無形中限制了公民社會組織由其「公共性」與「自主性」所構成的治

理能力。本文探討之論題即在於，這些發源於民主化轉型時期社會運動

的公民社會組織，而在民主鞏固期後被吸納在代議民主政治體制運作之

下，卻也面臨了新的困境，特別是在一個與西方政治文化相當迥異的情

境裡，反而是處在一種國家權力的新的箝制型態之下，而不得不對其自

治自主性做出相當的犧牲，或者被要求對政商結盟為基礎的市場力量讓

步妥協，這時是否要加入治理，或是保有「抗爭」，就成為了至關重要

的選擇。 

關鍵詞：公民社會 社會運動 倡議型組織 自主性 

 

 

 

「弱勢團體如果不能團結在一起，各自組成團體以形成制衡力量

(counterervailing powers)........民主政治下巨型企業集團以本

身容易團結的立場與眾多金錢的優勢，終會主宰一切政治力量，然後

以政治力量製造更多不力公平競爭的規則來支配經濟資源的分類。」
1
 

 

壹、緒論 

在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時期，做為公民社會組織的倡議型民間社團組

織，可謂是促進國家進步改革的社會力之典範展現。這些倡議型的公民社會組織

在經歷民主化轉型的各個階段後，被認為是有組織自主、社會改革與公共影響的

                                                 
1
 林忠正於《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一書之結論部分所言（蕭新煌等著，1989

年出版，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的社會角色。而在當今台灣，公民社會組織已不僅僅被看做是一種與國家對抗的

力量，它們也同時應該是與國家共同分擔「治理」任務的平等伙伴。關於公民社

會社會與國家關係的「民主轉型」，有學者傾向一種「較正面的多元主義利益團

體」的觀點，黃長玲關注台灣民主化之後婦女運動組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其研

究指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正轉為一種「彼此相嵌、相互形構」的型態，認為台灣

民主化後社會自主性增高，呈現在制度上的發展即印證了國家權力與責任的「重

新配置」(re-configuration)，（黃長玲，2007:p302）或說是權力由國家向社會的

轉移。 

 在環保運動組織方面，也有學者認為這些組織及其動員能量也被國家政治體

制所吸納，如李丁讚、林文源指出的，環保運動組織的倡議性行動最後進入了「專

業遊說」的階段，環保人士透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制度性規定來進行政策遊說行動，

民眾退場，專家進場，抗爭的場域就從街頭轉移到政府機構的辦公室內。（李丁

讚、林文源，2003:p57-120）而何明修也認為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環境運動者開

始獲得了政策決策的管道，國家能力在政黨輪替之後的弱化，環境運動者與開發

業者的社會鬥爭被移轉至國家部門內。換句話說，環境運動開始出現轉型，隨著

決策管道的逐漸開啟，環境運動團體試著在體制內發揮影響，其政治地位鞏固，

變得越來越像利益團體。（何明修，2006:p238-239） 

 當然，基於政黨政治與社會運動在本質上的差異，當與社會運動團體關係較

為親善的反對勢力取得政權後，為了利益平衡的考量，必定採取「政治多元主義」

的原則，（顧忠華，2009:p365）讓不同的利益團體經由政治遊說來分配資源與

影響政策，至多是讓之前社會運動組織的幹部成員進入政治體制內擔任首長（但

這也難讓其主張百分之百實現）。換句話說，當時共同作戰的同盟伙伴在執政黨

眼中成為眾多參與政策協商的利益團體的一員而已。 

 這種「彼此相嵌、交互形構」或「協同治理的專業化政策參與」的關係型式

的觀點詮釋力到底有多大？有學者認為，台灣的公民社會組織由於脫離威權統治

時間未久，所以仍有一些情緒心態與規章制度的殘存遺留，以致箝制著公民社會

的發展及其公共領域運作的隱憂，這也在無形中限制了公民社會組織由其「公共

性」與「自主性」所構成的治理能力。(顧忠華，2005:p1132-133)所以要完全以西

方成熟的民主國家的情況來全是現今台灣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是有一些疑義

的。綜而言之，在華人社會政治文化裡對於「強國家」的期待與「家父長主義」

的傳統下，是否能將民主化後的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看做是比賽擂臺與參賽選手

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有待商榷的。對於解嚴、民主化之後台灣的國家與公民社

會組織之間的關係，我們還是需要一種比政治多元主義更加細緻的解釋。 

 本文探討之論題即在於，過去威權統治末期及民主化轉型時期，這些發源於

社會運動的公民社會組織，為了主張理念與維護權益，憑藉著爆發的社會力，毅

然決然地站在「國家機器」的對立面，甚至不惜採用激烈的抗爭行動，而在民主

鞏固期後，這些倡議型組織多半被吸納在代議民主政治體制運作之下，卻也面臨

了新的困境，特別是在一個與西方政治文化相當迥異的新興民主國家的情境裡，



反而是處在一種國家權力的新的箝制型態之下，而不得不對其自治自主性做出相

當的犧牲，並且更在國家政治權力的威逼之下，對於以政商結盟為基礎的市場力

量讓步妥協，這時是否要加入治理，或是保有「抗爭」，就成為了至關重要的選

擇。筆者認為這樣的問題的重要性，已不只是追求社會改革的「倡議型」第三部

門組織該如何定位自身，或國家權力與公民社會力間該有怎樣的互動關係的問題，

而更是真正的民主體制實踐該如何存續的問題 

 

貳、何謂「倡議型組織」？ 

 本論文主要的探討對象是所謂的「倡導型組織」，因為這種組織往往最能彰

顯公民社會或第三部門的某些重要典型特質，其也與成長茁壯也與一個國家民主

發展歷程息息相關，如出於個人志趣的自願性願結社、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與公共

利益、為了改革社會提出政策議題、捍衛其組織理念與自主性而拒絕政治經濟力

量的干預等。在台灣，自 1980 年代起，有許多的「抗爭型的民間社會運動組織」

產生，一方面向威權體制抗爭，要求民主，並一再以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向政

府當局要求改變政府決策甚至參與政策制訂；另一方面也向市場經濟場域提出挑

戰，要求企業重視勞動者的權益與福利，落實對於社區居民環境保護的承諾，而

這些組織有許多其實就成為了現今倡議型第三部門組織的前身，環保聯盟、勞工

團體即是典型的例子。當然，抗爭性較弱，社會行動取向較具溫和色彩的民間社

會運動組織更多，像是女權團體、消費者保護、教育改革團體等。此外，歸屬於

「服務型」的公民社會組織在 1980 年代之後，其組織特質與行動也產生了一些

重要變化，特別是當威權體制自由化、民主化後，供其活動發揮的空間也擴展，

也從原本單純的社會服務工作轉向於要求主張政策上的改革。基本上，筆者認為

前者這些作為倡議型組織前身的抗爭型民間社會運動組織，在從威權到民主的轉

型過程裡，實際上是正面衝撞國家政治權力的首要力量，對於民主化而言，也堪

稱是「居功厥偉」，但是在進入民主鞏固期後，當年他們所抗爭的對象：國家機

器，似乎因選舉而更有高度的政治正當性，而那些較偏重福利服務的公民社會組

織，似乎也比它們更能適應於利益遊說的政治規則，更能融入到政治決策體系裡

而游刃有餘，有著更大的發言權與影響力，這種種情境亦對比其角色處境的尷尬。

因此探討這些倡導型組織在民主鞏固期之後的處境也是相當有意義，。 

 到底什麼是「倡議型組織」呢？在根據《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一書，

曾把第三部門組織分為六大類：健康服務、社會福利服務、文化藝術、社區與社

會改革宗教、政策倡導。（蕭新煌，2009：p5-6）筆者認為所謂的倡議型組織，

主要都兼具著社會改革與政策倡導的兩大特色，從解嚴初期開始，許多的公民社

會組織其實是伴隨著社會運動的風潮而起，也都持有著各式各樣對於社會各面向

的改革主張，從環保、女權、教育、社會福利、族群文化到勞工農民權益，為了

這些改革目標，採取集體行動，施加壓力讓政府採取作為，以達成其所追求的改

革理想。即使到了政黨輪替之後，這些倡議型組織，為了繼續生存下去完成其理



念主張，將自身做「機構化」的轉型，但它們依然是以一種「對立性角色」的姿

態（比較不一樣的是婦權團體，因其高度地融合在政府機構體制內），繼續以某

種程度的對抗、折衝、妥協的互動方式，迫使政府採納或接受其政策理想之主張。

換言之，倡導型的公民社會組織與其他的非營利組織的不同，就在於此類型組織

所扮演的角色，在於將其關切的議題訴求為社會大眾所知曉理解，使用一系列的

社會行動策略（如困窘與對抗、提供資訊、影響選民、司法途徑等），（韓意慈，

2009:p405-408）以此形成民意壓力，導致政府政策改弦易轍，最後完成廣泛的社

會變革，此及本文對於倡議型組織所做的界定。 

參、倡議型組織與國家:政治多元主義與社會運動觀點 

 長久以來，關於非營利或第三部門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的詮釋，在政治學

界上通常會以所謂的「利益多元主義」的角度出發。在這樣的角度之下，國家本

身轉化為某一種「無害者」、「中立者」與「仲裁者的形象」，提供一個公平的

擂臺讓各方的利益團體（其中當然也包括第三部門的非營利與非政府組織）競爭

角逐國家預算與社會資源。這樣的詮釋角度通常也導致把國家與包括倡議型組織

在內的第三部門組織間的互動關係往「管制主義」、「市場主義」兩個看起來似

是相互矛盾的方向去解讀。筆者認為，這樣偏誤的解讀導源於一些對於國家角色

的「中立仲裁者」的預設看法， 

 深入來看，多元論是如何看待國家的？多元論下的國家角色想像源自於盎格

魯撒克迅政治文化影響下，以英美（特別是美國式的分權制衡模式）民主政體為

理想典範，首先，它把民主國家看做是一部計算機，用來被動地輸入資料以輸出

結果，國家就只是反射或反應出公民社會中，各種壓力團體勢力的平衡，被視為

來自利益團體的壓力的被動的接收者，國家或政府組織本身的結構（內閣部會、

官僚機構）展現了長期以來利益團體競爭的結果，換句話說，國家組織的分散、

雜亂、政策的缺乏統合，反應了多元政體的性質。其次，民主國家在相互競爭的

利益團體面前，是一個中立的「旁觀者兼仲裁者」，執行利益遊說政治的遊戲規

則，國家的官僚機構不但會對選民和利益團體的競爭有所回應，同時也扮演著某

種積極角色，以競賽過程的規則秩序維護者自居。其三、國家有如是一個商業市

場上的掮客，國家官僚不斷地在主要利益團體中，儘量促成他們對於政策的妥協，

把他們彼此間歧見衝突解決，把眾多的利益加以合併壓縮，得出讓大家都能接受

的政策結果，而國家的行動考量不在於結果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而是在於是

否能在下次選舉裏獲得政治回報。（Patrick & O'leary,1994:p46-52） 

 從這樣的多元論的國家角色預設出發，很容易可以推衍出，因為國家是遊戲

規則的制訂者，是秩序的維護者，所以一個社會的第三部門組織的數量、樣態與

功能性格，都與國家建置出來的規範或法令規章具有相當的關連性，非營利組織

是政治、法律、制度環境所形塑出來的。政府種種的管制作為，被認為是可以幫

助各類型第三部門組織「制度化」、「步入正軌」、「健全發展」，甚至最後「促

進公民社會」。另一方面，因為國家也像是一個在商業市場上的行動者，所以也



衍生出所謂的「市場利基模型」(market niche model)和「交易模型」(transaction model) 

來解釋國家與第三部門組織之間的關係。（劉淑瓊，2009:p225-228）就前者而言，

國家放棄了生產對自身而言「缺乏利潤」、「不划算」的公共服務或公共財貨，

並將其「轉包」給相關的更有效率的第三部門組織來生產，以符合所謂「的經濟

效益」。以後者而言，第三部門組織和國家之間在公共服務的供需上，存在著資

源交換關係，國家可以支付預算、授予代表權、發言權等，而第三部門組織則是

為國家供給公共服務的需求，並且為國家分散政策施政上的失敗風險，有助於政

治正當性的維持。 

 這樣的國家本質角色，及其與倡議型第三部門組織互動關係的預設，對於以

台灣為例的新興民主國家有多大的適用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來反思，第一，

多元論的國家角色，基本是以一種權力散布於各部門、分化制衡的官僚組織架構

型態所呈現，在英美的政治文化傳統裡，一個與社會統一的、一元的和集體式的

國家組織，常常是和應該要加以抵抗的專制政體聯想在一起，換言之，國家常被

視為「分離的組織」。這和東亞政治文化裡，人們將國家想像或建構為一個團結

單一堅固的實體是不一樣的。第二，前面這種「強國家」的想像建構，使得不論

從政府官僚的立場還是從第三部門組織的立場來看，都會把國家視為一種上位者

或至高無上的存在，這樣的國家角色，與其說是資源的分配者，有時更像一個施

捨者；或者說與其是秩序規則的維護者、仲裁者，夠不如說是管理者、支配者。

第三，伴隨著這種強國家角色，在東亞新興民主國家，依然存留著威權體制遺留

的影響，不管是「家父長主義」或是「恩庇侍從主義」，執政者（曾經是威權時

期的執政黨特別明顯），仍試圖想沿用之前滲透民間社會的統治策略來「管治」

民主化轉型後的公民社會或第三部門組織。當然，這樣的策略對於不同類型的倡

議型組織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有些則是被分化收編在政治體制內，失去了相當

的自主性，有些組織雖然面對「強國家」的滲透策略，但它們也可以順勢地「寄

生著床」於政治體制內，繼續實踐它們的理念主張，維持其自主性；而有些「抵

死不從」的倡議性組織，就被國家政治力所「懲罰排除」，它們也就順理成章地，

繼續站在體制之外採取較激烈的抗爭行動，逼迫國家不得不有所回應與讓步。 

 要解釋國家與第三部門組織，特別是倡議型組織間的互動，在社會學界裡許

多學者是站在社會運動理論的詮釋觀點上，這樣的觀點認為第三部門組織基本上

是與政府處在一種對抗性與緊張性的關係上，時常以各種各樣的抗爭性政治行動

揭露與批判政府的政策方針與施政作為。當倡議型組織能成功地改變政府政策作

為，達成自身的理念訴求目標後後，它也能夠迅速累積自己的社會聲望，強化自

身的動員能量與社會影響力。以台灣為例，基本上自 1980 年代以來，倡議型組

織與反對勢力結合，發動社會抗爭，與民主化力裡的政治抗爭齊頭並進，開創出

本土社會運動模式，在體制內實質地改變台灣社會福利的整體架構與發展方向，

促成了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擴張。 

 當然，持社會運動觀點的學者也注意到，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不一定是二

元對立的，政府雖然是被強力批判的對象，但它也可以是第三部門組織的資源挹



注者，特別是在經過解嚴、民主化轉型的過程後，威權獨大的國家機器在社會抗

爭的壓力下做出改變，設立新的社會福利部門、增加社福預算與制訂新法案，資

源與經費暴增的社會行政部門反過來成為幫助第三部門組織發展的資源提供者，

這時，兩者又變成了既對抗又依賴，記各自獨立又共存共榮的「曖昧」關係。第

三部門倡議型組織在民主化轉型後的「機構化」、「參與治理」，甚至成為政府

治理的「外包生產者」的轉變也被學者擔憂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首先，當倡

議型組織成為被政府所委託福利服務生產者後，因為組織本身能力資源有限，而

將會排擠原有的批判倡議的職責與功能，也可能因為了與政府維繫一個親善的合

作關係，而出現了避免與政府正面衝突對抗的態度，「手下留情」。其次，倡議

型組織一旦養成需要政府預算資源的補助的惰性，很容易讓政府官僚有很大的空

間去操作所謂的「寒蟬效應」，（劉淑瓊，2009:p229-230）用經費補助的資源當

作一種交換忠誠的工具，再度孕育出新的「恩庇侍從化」的共生關係。 

 比起利益多元主義的解釋模式，社會運動觀點看來更為悲觀，但其優點就在

於比較能清楚地看到當國家與第三部門倡議型組織形成所謂伙伴關係後的黑暗

面，特別是在一個還未有深厚多元民主政治傳統的新興民主國家，政府官僚與政

黨勢力似乎還習於把民間社會的社團組織當成一種供其動員貫徹政令的工具，或

是當不能為其所用時，就要被管制監控，必要時打壓排除的對象，以免被其他敵

對政治勢力所捷足先登，不利於己。筆者認為前述的社會運動觀點雖然有其解釋

力，但必須繼續探究在現實的例子裡，當國家以這樣的態度與模式對待第三部門

的倡議型組織時，是否真的就能如其所願地讓這些組織願意乖乖地「被納編」？

各個不同的倡議型組織面對國家政治力的插手介入，是否也展現出不同的應對策

略，或者說它們也面臨著什麼樣各自不同的難題或困境？簡單地說，「抗爭」注

定消逝了？「加入治理」才是唯一的生路嗎？。接下來將以台灣三種不同關注議

題的倡議型組織：勞工組織、女權組織與環保組織為分析對象，探討在民主轉型

後期倡議型組織的所面臨的尷尬處境及其不同的應對方式，筆者認為這三種組織

正顯示出其各自不同的道路：被國家所分化、收編與排除，無法整合團結起來；

或是順利進入與融入體制，建立起政治決策場域裡的灘頭堡；以及雖然也進入了

體制，但是因為存在與發展主義的天敵般關係，故需要保有相當大的動員抗爭能

量與政商聯盟周旋。 

肆、勞工運動及其組織 

 在解嚴之前的威權時代，台灣的產業工會一直是為資方所掌控、黨國機器所

滲透的工具，其幹部的產生不是經過民主程序，而是資方與黨部所授意內定的人

選。更不可能整合起來所謂的全國性組織串連，這樣的工會組織想當然爾，不可

能真正為工人維護與爭取權益。在解嚴之後，當對於政治的壓抑與恐懼解除了，

勞工們也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 80、90 年代進行他們的抗爭行動，要求回歸勞

基法的「順法抗爭」與組織「自主工會」是這時期最主要的訴求。（何明修，

2008:p283-285）但這樣的新生抗爭力量同樣也激化了資本家與政府當局的警覺，



使這兩者也結合起來進行打壓行動，政府不惜出動警察這樣的鎮壓性公權力與司

法起訴來壓制勞工的罷工與相關的抗爭行動，如圍堵工廠、癱瘓大眾運輸。 

 社會力雖然蓬勃發戰，但政治力與經濟力也重新集結與結合以因應的新形勢，

除了資本家本身也在政治場域（行政與立法部門）開始動員來反制勞工運動的興

起之外，政府為了斧底抽薪，也開始截斷「順法抗爭」的源頭，試圖修改對勞工

「太過友善」的法令，像是合法罷工的程序更嚴格、參加工會採自由入會原則、

工時薪資福利等。政府這樣的修法企圖，也迫使勞工運動不得不轉入體制內，進

如國會議場進行法案層次的抗爭，比較正面地來看，這也使原本各地方不同派系

的勞工團體順法抗爭轉變整合成全國性層次的修法抗爭。（何明修，2008:p287）

但從各項法案議題的攻防結果來看，因為勞方陣營本來能取得的社會資源就不如

資方，再加上政府與資方的關係也本來是比較親善密切，所以法案裡處處可見勞

方妥協讓步的色彩。 

 另一個勞工運動體制化的主要發展就是全國性層次工會組織的誕生（即後來

產業總工會）。在之前原來被認定是全國性層次的工會聯盟是由國民黨政府所扶

植「全國總工會」，但這樣的工會組織被勞工認為沒有代表性，無法有效維護勞

工權益，原因就在於領導幹部沒有代表性（長期沒改選）而與基層勞工脫節，並

且此工會聯盟會員組成過於異質性，兼容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會員包括中小企

業的雇主與專業人員，利益的不一致無法產生團結一致的集體行動。為了要有真

正的全國工會組織，工運活躍份子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迴避法律規定，以各

地方縣市所成立的產業總工會為單位再合組成聯盟，接著要求政府承認此產業總

工會聯盟的合法地位。（何明修，2008:p290-292）最終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

完成了全國性層次的自主工會並獲得體制內的代表權的理想。 

 但是有了全國性的自主工會組織並不代表之後勞工運動的一片坦途，能夠像

西方的社會統合主義國家的強勢工會一般，在政府政策的形成過裡有舉足輕重協

商權。究其原因，首先，原來勞工運動政治結盟對象的民進黨，在執政後，為了

保持利益多元平衡，也要和資本家維持較親善的關係，無法完全兌現承諾給勞工

的相關社會政策，使勞工團體有被背叛的感覺，基本上，政商關係緊密結合的政

治社會背景下，經濟發展主義至上的論述在台灣一直是主流，不論是哪一黨，「拼

經濟」都是難以挑戰的「神主牌」，再加上台灣不存在基礎深厚的左派政治傳統，

因此勞工團體就更難以在利益政治的場域上對抗政治力與商業力的結合，獲得舉

足輕重的影響力，。 

 其次，當勞工運動團體走進體制內，工運人士擔任政府官員、國會議員、總

工會領導幹部，工運也等於是被規訓化，因為基層的勞工逐漸地不太需要被動員

起來，頂多在政策協商的議價場合裡，淪為一種與資方及官員談條件的籌碼，而

工會的領導幹部進入了政府決策體制內後，與基層的勞工群眾也會逐漸的疏離，

（何明修，2008:p294）與基層疏離必定導致動員更加困難，勞工團體代表與政府

及資方談判的籌碼就更少了，最終就是缺乏實質的垂直連結導致工會組織缺乏政

治實力，工會的代表性也就式微。另外，雖然經過長期的努力，催生了全國性的



產業總工會，這種體制內工運被認為是只偏重國營事業的勞工，因為國營事業勞

工不論在薪資福利、法令保障上都優於私人企業的勞工，所以勞工階層的利益共

同性等於是被割裂開了，換句話說，進入體制只裨益於某一群特定勞工，而忽視

了更多弱勢的勞工、失業者。不可諱言地，這種藉由體制內架構所形成的分化效

果，其實對於政府與資方是十分有利的，這能夠在勞工階層內部製造出利益隔離

的效果，有效地限制勞工團體動員能量，使工運的抗爭行動不足以具有威脅性。

綜言之，在台灣，國家其實成功地讓作為倡議型組織的勞工團體付出了進入決策

體制的代價，就是在領導幹部與基層的縱向關係上，出現了疏離斷裂，在不同的

勞工組織（國營事業員工、民營企業勞工、失業者、婦女、學生）之間的，則是

出現了隔離分化。 

伍、女權組織 

 在威權體制下，婦女團體是在所謂「國家統合主義」形勢架構之下，由國家

賦予婦聯會單一壟斷的代表權，在解嚴之前，因為結社自由被限制，身處體制外

的婦女權利提倡者以辦雜誌的方式（即《婦女新知》）鼓吹性別平權的理念，直

到解嚴後才將雜誌社轉型為基金會，一直到現在，價值倡議的面向仍是女權組織

團體所關注的核心。在 80 後期至 90 年代的民主化轉型時期，女權組織也開始了

參與街頭的抗爭遊行，相較於其他類型倡議型組織的街頭抗爭行動，女權組織的

抗爭相對溫和許多，特別是到了 90 年代之後，呈現出多采多姿吸引人們目光且

具有創意性的抗議劇碼。（黃長玲，2008:p268） 

 在 1990 年代後期之後，女權組織的街頭抗爭不論在頻率與規模上，都慢慢

減少了，原因在於女權組織改變了與國家互動策略，採取進入體制的方式，經由

立法遊說與決策參與，在體制內取得重要的發言位置。首先在立法遊說上，自

1993 年國會全面改選後，立法遊說就成為女權組織倡議工作的重點，在這時期

催生通過許多保障婦女人身安全與福利權益的法案條文，也與其他的倡議型及服

務型的社團組織共同合作進行立法遊說，立法遊說工作也讓女權組織於國會立法

場域上累積日益嫻熟的經驗。（黃長玲，2008:p269-272)但女權組織進入到政治場

域的立法遊說過程當中，卻也開始要面對另外一種問題處境，即要與其他的資源

規模更具政治影響實力的社團組織競爭立法主導權，如生育保健法有關人工流產

法律的制訂過程中，女權組織的最首要的對手並不是國家，而是人多勢眾、資源

雄厚的宗教團體。 

 參與行政部門體系的決策過程也是女權組織進入到體制內的另一個重要途

徑。一九九四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後成立的「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婦

權會），是一個女權組織進入體制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委員會成員民間代表的比

例高達六成，而且有相當多的女權與性別平權推動者，而這樣的體制轉變，也使

女權組織與國家的互動從立法遊說擴展到行政決策參與。之後，1997 年成立行

政院婦權會，以及教育部兩性平等委員會，都持續有民間婦女團體成員的參與，

從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加速了女權組織進入體制的歷程，婦權會模式



從中央政府擴散到地方政府，從教育部擴散其他的中央部會。2002 年兩性平等

法通過時，更是明文規定各縣市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的組成中女性團體代表的名

額。（黃長玲，2008:p273-274) 

 黃長玲藉由婦權會制度模式發展擴散的研究，試圖印證近年來關於婦女運動

與國家關係裡，所發現的國家權力與責任的「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的趨勢，

特別是台灣民主化後社會自主性增高，國家勢必要把部分權力向公民社會轉移

（典型例子即是由民間非營利團體承辦政府委託的工作），以及在這過程當中國

家與公民社會的轉變成相互形構的關係。 

 有批評者認為當女權組織與國家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時，也很可能會導致其自

主性的喪失而為國家所收編？對此批判，辯護者則認為重點不在於是否參與國家

體制，而是在於以什麼方式參與國家體制，女權運動的體制內參與其實是一種「借

力使力」的參與策略，女權組織的進入體制「兩手」策略：國會立法遊說與行政

決策參與，充分地結合行政與立法兩大體制內資源，為女權運動帶來充足的支援

與動力，此外女權組織的長期發展，及其認同、議題、價值訴求的特殊性，其實

是能讓女權組織有相當的主體性與實力，不易被國家所分化收編。再者，要是公

民社會組織一直無法有參與體制內的機會或管道，對於民主政治本身而言也非好

事。 

 筆者認為，女權組織作為一個倡儀型組織，其條件其實是十分「得天獨厚的」，

婦女政策議題的特殊性不像階級、族群或黨派意識型態一樣，對於政治權力有高

度的威脅性，所以國家對於不會有太大的「戒心」，所以國家在女權倡議型組織

面前能安然地扮演著中立者、裁判者的的姿態，讓放心地女權組織之手能夠順利

地伸進國家機器內部。如前所述，雖然女權倡議的特殊屬性也不易被分化收編，

但是，女權團體確實也必須犧牲某些自主性，放棄對於其他公共政治議題的立場

表態，避免被染上黨派政治的色彩，特別是在遭遇到其他爭議性與對立性高的政

治情境時（如國族認同、政黨選舉競爭）婦女團體往往顧慮到可能會危害到與執

政當局的合作關係與社會支持基礎的削弱之風險而選擇沈默不語，這從 2012 年

總統大選，單身未婚的女性總統候選人被對手質疑性傾向、副總統候選人的太太

看猛男秀被被對手當做醜聞操作時，女權組織不尋常的低調反應就可看出端倪。 

 最後，女權組織專注於體制內的參與，與國家密切的互動，但是缺乏基層的

組織動員能力的特質，也會導致某些隱憂。體制內的參與互動並不保證能產生符

合女權組織所期望的法案與決策，尤其是當有資源規模更具優勢的第三部門組織

獲利益團體出現與之競爭時，更是如此。而政治機會結構也是隨時在改變的，在

非多元主義政治文化傳統，以及「強國家自主性」情境下，不是每個上台執政的

政黨都會對倡議型組織採去相同親善的互動態度與策略，街頭抗爭的動員若荒廢

已久，當因體制參與之路受阻，想再重拾抗爭路線，也不是一朝一日可喚回的。 

陸、環保組織 

 台灣環保運動本身則在民主化歷程中也面臨類似的難題：和政治勢力結盟進



入體制內（即環評機制），卻有被政治體制吸納滲透、被各個擊破的危險，但是

放棄已有的政策制訂過程中所建立的灘頭堡，重回到體制外集結群眾進行抗爭路

線的卻也不太可能。但其發展結果卻與勞工運動和女權運動十分不同。 

 關於台灣環保運動組織發展歷程，李丁讚、林文源在〈社會力的轉化：台灣

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一文裡做了抗爭行動技術面向的解釋。他們由 Foucault

的理論視野出發，並將 Charles Tilly 研究法國勞工運動的觀點套用台灣的環保運

動發展，以組織技術運作的角度來探討抗爭形式轉變的現象及內涵。作者認為群

眾組織技術的傳播、落實，孕育出抗爭行動者的能力，群眾組織技術造成的「群

眾」，使肢體抗爭的社會力轉化為示威遊行，賦予環保專業團體施為能力的基礎；

並持續藉此施為能力，改變社會情境，並在新的社會情境中，繼續創造組織技術

的施展條件，形構其新能力，而使社會力進一步轉化。（李丁讚、林文源，2003） 

 李、林認為，自 1980 年代社會運動抗爭風起雲湧開始，台灣環保運動抗爭

形式歷經了以下三個階段的演變，出現「社會力的馴化」的現象。：(1)肢體抗

爭階段（1980 至 1986）：民眾幾乎都以身體抗爭的形式來表達抗議。各種身體

性的暴力抗爭都是自發性，背後並沒又有政治人物的帶領，也沒有知識份子的參

與。絕大多數的抗爭都是突發性的，事後也沒有達成改善污染的目標。污染—抗

爭的惡性循環一再上演。(2)遊行示威的階段（1986 至 1993）：1986 年以後所出

現的各類環保示威活動，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大量介入，事件的發生也轉變成計

畫式。因此事件的進行變得理性而有秩序。(3)專業遊說的階段（1993 年迄今）：

環保運動此時開始了由示威到遊說的改變，示威活動就大量減少。環保人士透過

環境影響評估的制度性規定，從環保專業的角度來進行政治遊說。抗爭的場域就

從街頭轉移到政府機構的辦公室內。群眾動員的工作已經是次要的輔助角色，整

個運動的核心變成專業說服，專家所扮演的角色比群眾更重要 

 而何明修所著《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一書，則從政治機會結構

的角度解釋分析台灣環境運動的發展及轉折的歷程，根據台灣政體轉型的三個階

段即自由化、民主化、政黨輪替，來呈現並分析環境運動與政治體制之間的互動：

（何明修，2006:p117-240） 

 在啟始的環境運動的激進化階段（1987-1992），國民黨政府採取了先發制

人的政策回應與有限度開放的抗議處理模式因應各地不斷叢生的的環境抗爭，試

圖化解環保運動的政治效應，直到郝柏村內閣上台才轉向強硬。政治空間的解放

促使台灣環保運動開始與民進黨建立政治聯盟，隨著國民黨強硬派（郝柏村內閣）

的上台，環境運動走向更顯著的激進化的道路。此時期的環境運動的特徵包括環

境抗爭案件的成長、環境運動組織的成立與擴散、群眾動員路線的抬頭、政治聯

盟策略的形成。 

到了環境運動的制度化階段（1993-1999），抗爭運動的減少無礙於環保運

動的持續發展。民主化導致環保運動的制度化，而非衰退或轉型。社會運動在這

時成為民主體制的常態。同時環保運動人士也積極地利用制度化所帶來機會籌組

政黨參與選舉，並且進行更廣泛的中層動員，來建立環保運動的自主性。但制度



化也對環保運動造成一些負面效應，如抗議行動的效果受到已大不如前、反環境

運動的利益部門（資本家）也開始採取社會動員的策略。 

進入環境運動的轉型階段（2000-2004），環境運動組織於第一次政黨輪替

後進入體制內的決策管道，但是支持開發的商業力量也在積極動員與其抗衡，昔

日盟友民進黨政府出現親商的政策轉向。這時「國家」出現弱化的傾向，一方面

容許環境運動者進入以往封閉的權力核心，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有效阻止資本家建

構日益強大的政商關係影響力。如此一來，環保組織與商業利益團體的戰場被移

轉至國家部門內。換句話說，何明修認為此時期環保組織試圖在體制內發揮影響，

變得越來越像壓力團體，而不再是單純的社會運動組織。 

 上述對台灣環保運動發展歷程研究都一致的認為，環保運動組織在經歷民主

化轉型時期後，不論在抗爭組織技術上，以及與國家和其他社會團體的關係上，

都向著一般正常的多元民主政治國家發展，成為一個典型的壓力團體或更像一個

利益遊說團體。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環保運動組織的特質與台灣本身「國家機器的

特質」，所造成的環保團體特殊性格。不管是具有普世性價值的「北方」環保運

動，或是具有在地性堅持的「南方」環保運動」，都讓環保組織有著一種「低度

的妥協性」或「不可議價性」，其所捍衛的的「自然環境」或「祖先傳承的土地」

都有著神聖般的存在性，在在使得其抗爭色彩會更為濃厚。雖然近年來環保運動

人士環保組織團體本身也反省運動的批判性慢慢地流失，但是比起其他的倡議型

組織，其依然保有比較強烈的價值倡議特質。因此要環保組織放棄體制外抗爭，

完全像女權團體改採體制內的立法遊說參與決策有也著先天上的不可能。 

 再者，台灣國家機器本身長久以來都將經濟發展與開發主義價值論述所主導，

當民主化之後，國家在財經政策上的徇私性的自由化導致國家與商業資本間建立

了一個新型態的強大聯盟，（林子倫，2008:p220）而這樣的發展傾向到了 2008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新拿回執政權後又更加明顯，原因在於除了政商關

係變得更加緊密外，國民黨一向就與社會運動團體關係是疏離的，更不需要靠社

會運動團體來鞏固其執政基礎，這都讓環保組織與國家間又慢慢回到第一次政黨

輪替前高度的緊張與對抗的狀態。與威權時期不同的是，環保團體此時的陷入一

種尷尬，因為這時候的國家機器或執政當局已是經由選舉民意所洗禮，具備了高

度的民主正當性，使環保組織面有要求進入體制解決爭議的壓力，又無法放棄社

會抗爭路線的兩難。 

 環保運動的另一問題在於，即使是採取體制外抗爭路線時，也由於整體性的

批判論述的不足，動員模式與文化框架離開不了所謂的「保衛鄉土」、「鄰避情

結」裡，當面對國家的動員龐大的政令宣導機制與商業媒體無孔不入的廣告攻勢

時，環保的價值論述薄弱是一個致命的破口。再加上在聯盟化的架構下，眾多環

保團體各自為政，也使得環保組織的運動，時常只是針對單一社區環境侵害突發

事件的陳情或抗爭行動，也讓國家政治力與商業力量有機會以個案處理、利益補

償的方式從中分化收買，讓抗爭目標模糊焦點，使抗爭行動無疾而終。 

 



結論：國家陰影下的公民社會  

  

 「觀諸馬英九執政以來的社會運動，許多抗議民眾已經不再透過

立委協調和請願，而是直接對上行政體系，大埔事件和國光石化事件

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馬英九的全面執政讓社運團體找

到原動力；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這些議題，都提供了社會各界人士

振臂一呼的重要舞台。這兩年社會燦爛活潑的公民行動力，真的該感

謝國民黨的全面不負責。」     

(摘錄自〈新頭殼〉 2012/01/07讀者投書) 

 

 就在前幾年，社會運動或倡議性組織的發展隨著民主體制鞏固，將會往著「制

度化」、「專業化」、「參與治理」趨向，幾乎成為學界相關研究一致的共識。

但近年來台灣抗爭性的社會運動又似乎風起雲湧了起來，不僅是新生的社會運動

組織，甚至連成立已久已邁入機構化的倡議型組織也開始重拾「體制外抗爭的路

線策略。從公民社會與民主化理論的角度，我們該如何看對這樣的現象，筆者認

為這以不單單只用所謂「倒退」、「走回頭路」可解釋的。必須要從像台灣這樣

新興民主國家的「在地性特質」來看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互動關係。 

 回顧英美民主政治發展歷程，政治力與社會力的發展是至少齊頭並進的，美

國甚至是社會力的發展早於國家政治力的發展，所以這些民主先進國家，很自然

地孕育出國家機器與公民社會組織可以平起平坐、共同分享治理權利的多元論政

治空間，但在東亞新興民主國家，國家能力或政治力的發展是領先於公民社會力

量的崛起，再加上威權政治文化與恩庇侍從主義傳統，政治力與社會力就不是在

一個平等地位上對話，當社會力崛起要求自主權的解放與治理權的分享時，國家

政治力若仍以上位者的態度繼續用管制策略來對待公民社會裡追求社會改革的

倡議型組織時，壓縮在短期間內民主化的發展過程（相對於英美民主長達數百年

的發展）就會持續出現充滿衝突緊張的狀態。這也正是以多元論的預設觀點解釋

台灣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盲點所在。 

 在這樣的情境下會出現一種「理性化的弔詭」，無疑地，現代社會的組織發

展趨向，都是在追求所謂的「理性化」，比起其他類型的第三部門組織，倡議型

組織更需要去警覺到這樣的理性化是在「誰」主導之下，在「誰」的所決定法制

框架下的進行的？如果是由國家主導決定，那麼倡議型組織的「自主性」能不受

壓抑，不被「收編」嗎？以台灣本土宗教組織為例，就可以看到其與倡議型組織

間的強烈對比性，宗教組織的特質同時結合了傳統信念與現代理性，其兼具有服

務型組織的信念熱忱以及對於公共政治議題的消極保守態度，讓其可以和國家政

治力和諧共處、「合作愉快」。 

 但是倡議型組織是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現代社會產物，充分的自主性是其自

我價值認同的重要構成性要素，此要素與被傳統的政治文化影響的國家存在著斷



裂性與不協調性，當倡議型組織要進入體制，其生存之道或運作策略就會面臨著

難以取捨的抉擇：到底要不要以犧牲組織自主性為交換條件，以求加入體制參與

治理，分享若干資源與權利（力）；還是要繼續保有自己的自主性，堅持社會改

革與政策倡議的理想，但付出與因動員群眾抗爭而與國家之間陷入緊張對立的關

係。 

 觀察在過去 20 年勞工、女權、環保這三類組織，在民主化轉型過程裡進入

體制的發展趨勢當中，其實它們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勞工組織是被國家所分化、

收編，無法收編的就被排除，因此無法整合團結起來以對抗政治力與經濟力聯合

的壓制剝削，只能有激烈的偶發性抗爭，呈現出的是「被體制收編分化的弱自主

性」。女權團體的特殊屬性，使其能進入並融入體制，建立起參與政府政策過程

的灘頭堡，並仍能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與影響力，但在其自主性也做了自我限

制，以避免執政當局的猜忌，呈現出的是「進入體制參與治理的中自主性」。環

保團雖然也進入了體制（環評機制），但因為理念價值的低度妥協性，以及政商

聯盟的步步進逼，使它們不得不繼續保有動員社會抗爭的能量，維持能與政府繼

續對抗的籌碼，呈現出的是「既參與又對抗體制的強自主性」。當然，在 2008

年之後，與社會運動關係疏離的國民黨政府上台，經過了四年的執政後，倡議型

組織儼然有著重回抗爭運動路線的傾向。換句話說，就像結論一開始的引文所透

露的訊息，當體制內的參與管道「失靈」，無法滿足倡議型組織的要求，而政府

的施政作為持續地在累積公民社會的怨恨時，倡議型組織回到體制外抗爭路線就

成為必然之事。台灣的國家與倡議型組織間互動，似乎基本上變成了兩種循環格

局：（1）體制外抗爭→參與體制→失望→繼續體制外抗爭（2）體制外抗爭→進

入體制→被收編→新組織產生→體制外抗爭，將來當直接民主與公民審議精神能

真正地在體制內落實，或許這樣的循環格局才有改變的可能。 

 

參考書目： 

Dunleavy,Patrick & Brendan O'leary (1994)，羅慎平譯，《國家論》，台北：五南。 

Madsen, Rechard (2007), Democracy’s Dharma: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何明修 (2006)，《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 

何明修 (2008)，〈體制化及其不滿：二十年來的台灣勞工運動〉，見王宏仁等

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頁 280-298，台北：群學。 

李丁讚、林文源(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52，頁 57-120。 

林子倫 (2008)，〈從抗議到審議：台灣環境治理的變遷與挑戰〉，見王宏仁等

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頁 239-260，台北：群學。 

陶儀芬、張咖健 (2008)，〈政商關係在民主化之後的發展：以金融自由化為例〉，

見王宏仁等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頁 219-338，台北：

群學。 



黃長玲 (2007)，〈彼此鑲嵌，相互形構：轉變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自由

主義與新世紀台灣》，頁 289-323，台北：允晨。 

黃長玲 (2008)，〈民主深化與婦運歷程〉，見王宏仁等編，《跨戒：流動與堅

持的台灣社會》，頁 263-280，台北：群學。 

劉淑瓊（2009）〈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關係〉收入於蕭新煌、官有恒、陸宛蘋《非

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第二版）》，頁 223-248，台北：巨流。 

蕭新煌（2009）〈非營利部門在台灣的發展特色〉收入於蕭新煌、官有恒、陸宛

蘋《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第二版）》，頁 35-45，台北：巨流。 

韓意慈（2009）〈非營利組織的政策倡導〉收入於蕭新煌、官有恒、陸宛蘋《非

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第二版）》，頁 395-420，台北：巨流。 

顧忠華（2009）〈非營利組織與社區和社會改革〉收入於蕭新煌、官有恒、陸宛

蘋《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第二版）》，頁 357-374，台北：巨流。 

顧忠華，(2003)，〈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兼論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中的角

色〉，收錄於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頁 1-28，台

北，新自然主義。 

顧忠華，(2005)，《解讀社會力：台灣的學習社會與公民社會》，台北：左岸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