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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4 年爆发的“3·18 反服贸运动”在台湾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与社会效应。为能够有

效区分活跃于运动中的多元运动者，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运动角色”和“运动惯习”两个维度的分
类框架。其中“运动角色”说明的是运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动态位置，“运动惯习”区分的是不同运
动者长期形成并惯于使用的组织结构与话语策略。两个维度相结合，将台湾青年运动者划分为事
件型发起者、事件型参与者、议题型发起者、议题型参与者四类。这一分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
解运动内部精微曲折的互动过程，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前台湾社会运动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更大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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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4 年 3 月 18 日晚，台湾“立法院”议场被近 300 名抗议者占领，“3·18 反服贸运动 ”爆发。 这
场运动吸引了众多社会群体参与其中 ，青年运动者是其中能见度最高的群体 。 其中既有专为反对“服
贸”而成立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 ”，也有在运动之前就已存在的“公民 1985 行动联盟”等社会运动组
织，
还有赶来声援的“g0v 零时政府”“沃草”“新闻 e 论坛”“青年乐生联盟”等青年团体和校园异议社团。
［1］

可以观察到，议场内的运动核心决策圈为运动定下了“和理非非 ” 的主旋律，在访谈中，一位被
［2］
访者将议场外出现的“街头民主教室”、医疗通道、纠察巡视等展演称为运动者“规训化 ”的表现。 然

而，运动路线的分歧贯穿了运动的整个过程 。这样的分歧既来源于对情境的不同反应 ，也受到运动者
各自经验和惯习的影响。运动后期，部分运动者愤而出走，以另立山头的方式表达对运动走向的不
［3］

满，在济南路自立“贱民解放区”，让参与运动的人民得到抗争的平台 。
［4］

可见，这并不是一场精心策划、巧妙动员的社会运动， 其中活跃着多元的参与者。 那么，在这场
运动中，应该如何区分多元的参与者？ 本文将从“运动角色 ”与“运动惯习 ”两个维度出发，提出一个
新的分类框架，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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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世代”与“运动诉求”———“3·18 反服贸运动”运动者的类型划分
虽然少有专门的研究，但现有文献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划分“3·18 反服贸运动 ”运动者类型
的视角： “世代”与“诉求”。关注“世代”的研究者将发起这场运动的台湾青年世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讨论； 关注“诉求”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运动中存在的多元诉求 ，并依据不同的诉求对运动者进行划分 。
［5］
统计数据可以证实，台湾青年学生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人群。 在王鸿志和刘伟伟、吴怡翔的
［6］

研究中，台湾的大学生群体是运动的“先锋队”和组织者。 钟厚涛认为，台湾激进青年在美国的煽动
［7］
［8］
和民进党的操弄下导演了这场运动 。 一些研究者则从“世代政治”（ generational politics） 的视角出

发，认为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与民进党的阶级政治论述 ，以及“野百合世代 ”学者运动经验与理论的传
［9］
授， 共同形塑了“野草莓世代”反权贵、追求普世价值、倡导世代正义、认同台湾主体意识的价值取
［10］

向。 这些共同的生命历程都显著提高了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意愿和能力 。 而新媒体技术的普及，
［11］

也为运动的动员提供了有利条件 。 凯琳娜认为，Facebook 这类社交媒体提高了学运领袖传播运动
信息的效率；

［12］

信强、金九汎则补充，娴熟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动员者传播并培养了“反服贸 ”意识，构
［13］

建了庞大的动员网络，扩大了舆论话语权，最终使运动得以开展。

关注“世代”的研究者将运动者视为持有同一身份认同的“身份共同体 ”（ status groups） 。 同一世
［14］
代的共同经历使他们形成了相似的“人生可用性”（ 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 ， 共享近似的政治观点。
同时，青年学生也较少受到家庭与工作的羁绊，因此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 但是，运动中不同团体对
［15］
［16］
的
路线存在着不同的想象， 后期部分运动者则分裂出去自立山头 ，说明“生命历程 ”（ biography）
重叠并不意味着运动者天然的同质化 。 无论我们将团结在运动中的参与者视为一个集体，还是将其
［17］
抽象为“具体的、具有一定特性的社会行动者”， 都不仅忽视了这种团结内部的结构基础 、参与者各
方面的巨大差异，更难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这场运动的发展过程 。
因此，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运动参与者的多元化 。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倾向于以运动中的诉
求来对参与者进行划分。严安林指出，运动成功地动员了程序正义、反自由贸易、“反中”“反马”等各
［18］
路势力一起“造反”。 曾柏文概括了运动中的四种论述轴线和主要代表团体： “反中国因素 ”的“独 ”
［19］
派、“反自由贸易”的左派、“反黑箱”的民主改革派，以及追求“世代正义”的青年学生。

无疑，对运动中多元诉求的关注增进了我们对运动者的认识 。 但以诉求为标准的分类，实际上是
将其视为外生于运动的给定因素 。 然而，类似的诉求却不必然对应着固定不变的对象。 运动者既可
以是一个边追求“世代正义”边“反自由贸易 ”的左派，也可以是一个边“反黑箱 ”边“反中国因素 ”的
［20］
“台独”学生。
甚至还可以看到，“诉求”完全可以是被主动制造或自然产生的内生因素 。比如，运动
的核心分子并不排斥将统“独”议题作为运动能量的“燃料棒”，但他们仍旧将“反黑箱 ”作为运动的主
［21］
而运动中的意外事件也随时可能催生部分运动者产生新的诉求 。 因此，尽管以诉求作为
要诉求；
维度来划分行动主体，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参与运动的动机与目标 ，却也无法避免诉求与参与者之间
的“多对一”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依据“运动世代”将运动者视为一个整体，还是参考“运动诉求 ”对运动者的划
分，
都难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理解这场运动中各方主体的多元性 。 这就需要提供一种新的分类的可能。
本文从访谈和由二手文献中获得的经验资料出发 ，结合先行研究的成果，提出一个由“运动角色 ”和
“运动惯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新的分类框架。

二、“运动角色”与“运动惯习”： 一种新的分类框架
“运动角色”与“运动惯习”是理解运动者多元性的两个重要维度。 前者指的是运动者在互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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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动态位置，后者指的是不同运动者长期形成并惯于使用的组织结构与话语策略。 从这两个维
度出发，本文将“3·18 反服贸运动”运动者划分为事件型发起者、议题型发起者、事件型参与者、议题
型参与者四种类型。
（ 一） 运动角色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静态的结构性分析，到对运动中动态过程的重视。 从将社会运动
［22］
看作是一种“病态的社会行为 ”的集体行为理论， 到引入理性选择模型、强调运动参与者资源动员
［23］

［24］

能力的资源动员论， 再到将社会运动视为斗争性的政治过程， 这些社会运动理论都只关注了运
［25］
动的“某个侧面”。 麦克亚当、塔罗与梯利将“时间”因素纳入考量，使社会运动研究视野转向了中观
［26］
层次的“互动”。

受此启发，陈超、蔡一村提出了一个以“互动”为核心的运动分析框架，强调了参与运动的各互动
主体间的合作、竞争、冲突等互动过程，根据与运动权力中心的距离远近，将各行动主体划分为被挑战
［27］

者、挑战发起者与挑战参与者。 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青年运动者在“3·18 反服贸运动 ”的互动中
所承担的“运动角色”，首先将运动者划分为发起者与参与者两类，二者都具有能动性和策略性，既具
［28］
有选择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也能够根据情境选择因应策略。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运
动的权力中心既可能转移，使发起者与参与者的身份互换，也可能分裂，使运动出现多个权力中心。
1． 发起者
本文将占据着运动权力中心的互动主体视为运动的“发起者 ”。 一般而言，运动的发起者由少数
积极分子构成，其中既包括了先于运动存在的组织，也有临时组建的松散联盟，还有积累了运动声望
的“社运明星”。
发起者需要根据所处情境决定运动的抗争策略 ，并直接与被挑战者互动。 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一场运动的风格与走向 。在面对突发情境时，他们也要为其决策承担更大的责任，甚至还
有被迫退出运动的风险。在“3·18 反服贸运动 ”中，短暂存在的第二权力中心“社科院派 ”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他们对议场外的情况更为了解，试图用一场新的占领行动树立威望，替换旧的权力中
心。但行动的失败使他们失去了与原有的发起者竞争的资本 ，最终只得淡出运动。
2． 参与者
一场社会运动的形成与维系，除了少数发起者的运筹帷幄，还需要运动者能够凝聚成一定的“规
［29］
模”（ numbers） 。 本文将处在运动权力中心之外的互动主体划分为“参与者”。
参与者中既包括了未能进入权力中心 、但全身心投入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包括没有放弃日常活动
的普通参与者。参与者同样会根据情境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并非全然顺从发起者的指挥，并具有
向发起者转化的潜质，可能与原发起者产生竞争。 除了上文中试图进入运动权力中心的“社科院派 ”
外，“贱民解放区”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具体的经验资料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进行讨论 。
从“运动角色”出发，将挑战者划分为“发起 ”与“参与 ”两类，虽然有助于我们追踪挑战者内部的
互动过程，但是，互动过程中的策略算计不能完全解释运动中参与者的分裂 。 这就需要更深入地了解
运动者，讨论挑战群体所固有的、外生于互动过程的多元属性。 在这一点上，刘美妤的观察正可以对
［30］
此进行补充。她指出，近年来台湾青年社会运动形成了“议题导向 ”与“事件导向 ”两种抗争模式，
不同模式下的运动者与运动组织在长期抗争中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结构与话语策略 。 本文将这一维度
定义为“运动惯习”。
（ 二） 运动惯习
“惯习”（ habitus） 这 一 概 念 来 自 布 迪 厄 的 阶 级 理 论。 布 迪 厄 将 现 代 社 会 视 为 由 不 同“场 域 ”
［31］
（ field） 交叉渗 透 而 形 成 的 社 会 空 间，
惯 习 则 是“某 个 场 域 固 有 的 必 然 属 性 体 现 在 身 体 上 的 产
［32］
物”， 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秉性（ disposition） 系统，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
［33］

［34］

向”。 布迪厄主要通过研究消费行为来展现其背后的惯习 ， 在本文中，则通过考察运动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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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来展现其背后的运动惯习。“运动惯习”指的是在社会运动这一场域中，不同子场域的逻辑、
规则
与常规在各自运动者身上沉积形成的、
持久而可转移的秉性系统，
影响着运动者对社会运动的理解与行
动方式的选择，
并最终表现为运动者的“结构”与“话语”。其中，结构指的是运动者的组织结构，其中包
括了运动组织的形式、组织与成员的关系，以及相应的运动动员形式； 话语指的是运动者的意识形态、
［35］
［36］
中不同运动“剧目”（ repertoire）
的偏好。
话语策略以及对台湾“文化资源库”（ cultural repertoire）

2000 年后，台湾青年运动成为台湾“运动社会 ”（ movement society） ［37］ 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
分，并产生了“议题导向”与“事件导向 ”两种抗争模式。 不同的抗争经验逐渐沉积、内化形成不同运
动者的“运动惯习”，构筑起了较坚韧的边界，并相对稳定地存在于运动者身上。 由此，可将台湾青年
运动者划分为“议题型”与“事件型”两类。
1． 议题型
议题导向型抗争往往因弱势群体在物质权利层面受到损害而爆发 。这类以“自力救济 ”为典型的
［38］
抗争大量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台湾， 并在“解严 ”之后催生了众多高度机构化的社会运动团
体。这些团体经过二十余年的壮大，发展出了独特的协力网络： 依照各自关怀的议题，以结盟的方式
［39］
（ 如台湾反核联盟等） 来扩大抗争的力量。
这样一个成熟的社运网络的存在，使 2000 年后才加入抗
争的议题型运动者形成了“嵌入型”结构和“草根”话语。
所谓嵌入型组织结构，指的是加入某个议题的抗争的青年学生 ，在得到老牌社运团体的指导和接
纳后，“嵌入”到既有社运联盟中，成为协力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既有可能
直接加入社运团体，成为组织干部，也可能组建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团体，成为既有社会运动网
［40］

络的一部分。 同时，由于这类抗争时常陷入长期拖延的局面 ，为维持运动能量，运动者以深耕议题、
融入在地为主要发展策略。长期共同抗争的经历在运动者之间、乃至运动者与弱势群体之间形成了
强韧的情感纽带。议题型运动者对情感的重视虽然维系了组织的长期存在，但也使他们难以吸引到
社运网络之外的民众的支持，只能通过内在动员结构进行动员。
草根话语指的是带有“去精英化 ”倾向的议题型运动者所选择的话语策略，其中包括了绝食、卧
轨、上血书这类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运动展演。 他们对蓝绿两党都无好感，以草根自居，不禁粗
［41］
口，敢于暴力对抗。但在极端压迫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已逐渐改善的台湾 ， 代表弱势群体发声的草
根话语往往难以引起民众的共鸣 。因此，更能够吸引媒体关注的“陈情”“喊冤”便成为这类抗争者所
偏好的运动剧目。
在乐生院保留运动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嵌入式结构的形成与草根话语的运用 。2004 年，以医
学院校学生为主的“乐青”成立，深入乐生疗养院，与台湾人权促进会 （ 简称“台权会 ”） 等团体一同为
院民抗争，在国民党总部前绝食抗议，试图阻止捷运工程对疗养院的拆迁。 长时间的扎根院区，使乐
［42］
青深入了解了院民的想法， 也在二者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院民甚至曾因担心绝食学生的健康
声称要放弃抗争。正是这样的羁绊使乐青能够存续至今，不仅仍在为院民的安置与社区融入奔走呼
吁，还成为各类“土地”和“人权”议题网络中的重要盟友。
乐青的出现，是政治转型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意愿提升的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以
街头抗争的方式表达诉求。部分运动者创新了议题型运动者的结构与话语，成功发动了数次大规模
社会运动。这正是下一部分所要讨论的“事件型”运动者。
2． 事件型
事件导向型抗争产生于特定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凝聚出的强烈的集体情绪 。 因此，与议题型运动
者所面临的“如何动员”的困境不同，事件型运动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及时有效地凝聚汹涌的情
绪。为此，事件型运动者演化出了“模块化”结构与“精英”话语。
所谓模块化，指的是事件型运动者逐渐专业化，形成了三类不同功能的“模块”： 动员模块、运营模
块、技术模块，每一个模块下包括了数量不等的团体与个人。 各模块间没有从属关系，通过人际关系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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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进行沟通协调。其中，动员模块处于关系网络的核心位置，一旦需要，就能够迅速号召其他模块
“组装”到一起，形成一场社会运动； 运动结束后就各自散去，等待下一次运动机会的到来。 事件型运
动者自成体系，由三类模块构成了一个不依托于原有社运网络的有机整体 。
2008 年之后，事件导向型抗争层出不穷，一批具有强大组织和号召能力的“社运明星 ”脱颖而出，
构成了动员模块的主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组建临时的运动团体发起和维持抗争 。 运动过后，
部分凝聚力较强的团体依然能够存在 ，于是就在下一场抗争中成为运营模块，负责运动的物资、纠察
等日常运营。而构成技术模块的团体掌握着较强的专业技能，一般不参与运动的运营，而是为运动提
供它们所擅长的技术支持。更开放的组织结构，使事件型运动者能够通过外在动员结构进行大规模动
员。但工具化的取向使这类运动者间的关系并不稳固，
一次策略上的分歧就可能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
［43］
精英话语指的是事件型运动者出于对“学生 ”身份的强烈认同， 形成了迎合“台湾中产阶级对
［44］
运动的想象” 、具有精英化色彩的运动剧目偏好。 因此，事件型运动者往往选择静坐、游行为主要
运动展演方式，热衷于在具有强烈政治意涵的空间进行抗争 ，并在运动过程中刻意强调自身的精英属

性，如在长时间静坐时安排人力将垃圾分类整理 ，在游行过程中呼吁维持地面清洁，不说脏话，不暴力
抵抗警方清场等。
从“野草莓学运”和“白衫军运动”中，我们能够看到事件型运动者精英话语的形成 。而运动者的
模块化结构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中通过经验案例详细说明 。 发生在 2008 年的“野草莓学运 ”是台湾
［45］

第一个事件导向型抗争，数百名大学生在自由广场静坐，“理性、和平、非暴力 ” 的运动剧目贯穿始
［46］
终，
为之后的事件导向型抗争定下了理性基调 。 而 2013 年的“白衫军运动 ”动员了 10 万民众参与，
是“3·18 反服贸运动”前台湾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 运动现场秩序井然，游行过后地面整洁。 这样
以中产阶级精英自居的规训作风 ，也被“公民 1985”带入“3·18 反服贸运动”的纠察工作中。
在表 1 中，可以更清楚地区分议题型与事件型运动者之间的差异 。 这一维度的提出，目的在于引
入一个影响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的行为和感受的因素 ： 不同类型社会运动经验所形塑的运动者的“运
动惯习”。这一因素既影响了他们在运动中对特定情境下成本 － 收益的解读，也促使他们在某些情况
下做出看似非理性的行为。但如果仅依据惯习对运动参与者进行划分 ，却也难免落入某种静态的“文
［47］
本决定论”视角， 忽视了运动发展的动态互动过程，因此，这一维度又需要与前文所述的“运动角
色”维度相结合。
表1

议题型 －事件型

结构

内部纽带

动员方式

话语策略

剧目偏好

议题型运动者

嵌入型

情感与信念

内在动员

“悲怨恨干”

陈情喊冤

事件型运动者

模块化

人际关系

外在动员

“和理非非”

精英表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社会运动是复杂的，理想化的议题导向型与事件导向型抗争十分少见，
众多社会运动实际上同时吸引了两类运动者的共同参与。“3·18 反服贸运动 ”就是其中重要且典型
的案例。现实中的运动者也是复杂的，“议题 －事件”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泾渭分明。 议题型运
动者不总是“悲怨恨干”，不会特意把抗议场地变得一片狼藉； 事件型运动者也不总是“和理非非 ”，为
了运动的发展同样也会选择暴力 。他们都从台湾文化资源库中寻找抗争剧目 ，只不过从总体上看，二
者的倾向与偏好有明显不同。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结合“运动角色”与“运动惯习”两个维度，来建构一个新的分类框架。 其中，
“运动角色”维度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定位运动者在运动中的权力位置 ，帮助我们深入到运动的互动过
程中去。而“运动惯习”维度是从静态的角度，强调运动组织与运动者长期形成的结构与话语的重要
影响，将“惯习”作为区分行动主体的前置变量引入互动分析框架 ，增加这一框架的解释边界。 根据这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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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运动者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 见表 2） 。
表2

台湾青年运动者的四个类型
运动惯习

运动角色

议题型

事件型

发起者

议题型发起者

事件型发起者

参与者

议题型参与者

事件型参与者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 ，并通过与新闻报道、视听材料、“立法院 ”公
报、回忆录、先行研究等二手资料的互相印证 ，尽量保证数据的完整与准确。
本文作者曾于 2010 年前往台湾台北大学交换学习。该校众多学生积极参与了后来的“3·18 反
服贸运动”，社会学系甚至在运动期间停课。交换经历中结识的“种子”人脉为访谈的进行提供了重要
保障，使作者得以在此基础上以“滚雪球”（ snow balling） 的方式扩大受访者数量。 为了增加受访者的
代表性，每次访谈结束后，作者都请求受访者介绍不限定条件的潜在访谈对象 。
主要访谈工作于 2015 年 11 － 12 月在台湾进行。 期间，作者实地考察了台湾“立法院”“行政院 ”
等曾爆发社会运动的地点，并参与 2015 年台北“秋斗”游行。由于部分运动者在“3·18 反服贸运动 ”
后赴大陆深造，因此访谈工作在离开台湾后仍在进行 ，直到 2016 年 1 月结束。主要受访者总计 52 人，
其中参与半结构式访谈 40 人，进行日常访谈 12 人。为能够观察到受访者的情感流露与反应 ，访谈形
式首选一对一面谈，在某些情况下则通过社交软件（ 如微信、WhatsApp、脸书 Messenger 等） 进行。
在这些受访者中，既有“3·18 反服贸运动 ”的参与者，也有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旁观者，还有在
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务人员。其中 42．3%（ 22 人） 在“3·18 反服贸运动 ”之前曾参与过社会运动，包括
乐生保留运动、工人运动、“野草莓学运”“反媒体垄断运动”“白衫军运动 ”、反核运动等。 从职业上来
看，受访对象当中学生占 55． 8% （ 29 人 ） ，这一比例与陈婉琪在运动期间进行的调查结果 （ 学生占
56%，
554 人） ［48］几乎一致； 另外还包括了学者、政府公务员等各类人士。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78．8%
（ 41 人） 的受访者在 20 ～ 40 岁这一区间。
调查期间，台湾检察机关正在提告占领“立法院”的运动人士，因此，为提高双方的信任度，保证访
谈内容的尽量真实，作者事先向受访者保证访谈内容和其个人信息的保密性，以手写记录代替录音，
并隐去受访者姓名。在正式访谈中，作者通常不会直接进入主题，而是通过闲聊与受访者拉近距离，
直到双方较为熟悉后，再遵循一定的问题提纲和顺序向受访者提出正式的访谈问题 ； 期间尽量保持中
立，并适当移情以了解受访者的立场，努力拉近与受访者的距离，以期获得更丰富真实的资料。 如果
被访者比较健谈，则给对方留下最大限度的自由叙述空间。 最长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 从访谈
的结果看，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比较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和体会 ，都能够对提纲上的问题进行回答。 日
常的非正式访谈则在正式访谈间隙不定时进行 ，有些在运动爆发时就已经开始。
为了获得尽量真实的数据，作者在访谈中运用“三角互证法”（ triangulation） ，向不同受访者求证同
［49］
一场景、同一个时段的事件，通过对照他们的回答，去伪存真，以尽可能接近事件的真相。 在大多数
情况下，被访者的叙述与基本事实之间能够呼应 。

四、“3·18 反服贸运动”中的四类运动者
这一节将根据上文所提出的分类框架 ，分别说明议题型发起者、事件型发起者、议题型参与者、事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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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型参与者四类运动者在“3·18 反服贸运动 ”中的表现和代表团体 / 个人。 由于“运动角色 ”这一动
态维度的存在，四类运动者并不总是同时存在，而是随着运动的进行而先后出现。
（ 一） 事件型发起者———核心决策圈
“3·18 反服贸运动”中，由林飞帆等在校生在 2013 年 8 月召集成立的跨校青年社团“黑色岛国
青年阵线”是主要的青年挑战发起组织，与“反媒体巨兽联盟”成员陈为廷、“中研院 ”副研究员黄国昌
一道，构成了运动的主要事件型发起者 。其中，林飞帆从 2008 年“野草莓学运”开始参与社会运动，具
有较强的组织和演说能力。陈为廷在高中时就参与苗栗“大埔圈地事件 ”等议题导向型抗争，身先士
卒，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黄国昌往往以学者和智囊的身份参与社会运动，并曾多次在政论节目中出
现，
辩论风格犀利。他们从“反媒体垄断运动”开始合作抗争，就此成为台湾青年运动者中最突出的社
运明星，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丰富的社运经验 。
［50］
2013 年 3 月 17 日下午，张庆忠宣布服贸协议“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 ”。
这一事件促使黄

国昌、林飞帆等人策划了次日对“立法院”的冲击。但在一开始的筹备中，他们并没有考虑要长期占领
议场，原计划是一次“快闪”行动：

［51］

冲入议场表达抗议后，以不抵抗的方式被警方清场。3 月 18 日晚
［52］

抗议学生成功占领议场后，林飞帆指挥一半占领者“躺在‘立院 ’中央，等着被 （ 警察 ） 抬走 ”。 但当
［53］

时场内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并非来自林 、陈二人的人际网络， 没有听从他们的指挥，抵挡住了警方
的冲击，最终意外地成功占领议场。 当警方重新组织人力时，议场外已聚集上千人，错过了清场的时
机，使议场的“孤岛”状态得以维持到最后。
可以看到，以社运明星为主力的动员模块使运动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号召力 ，保证了占领行动的
［54］

成功； 尽管对“立法院”的“破窗而入” 超过了一般事件型运动者行动的暴力程度，但他们很快就恢
复到“和平理性”的运动剧目上来，并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互动的发生。
（ 二） 事件型参与者———模块化的辅助
部分参与者破坏了运动早期警方的攻坚 ，为占领的巩固争取了时间。 冲入议场后，各路事件型运
动者很快赶到现场，为运动提供支援。其中有的团体成员本就在占领现场，有的则通过人际关系网络
和社交媒体得到消息后赶到。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介绍事件型运动者中的运营模块与技术模块发
挥的作用。其中运营模块参与的互动，直接促使了部分参与者向发起者的转化 。
首先，技术模块中的“台大新闻 e 论坛 ”和“g0v 零时政府 ”分别为运动的新闻报道和技术支持做
出了很大贡献。“台大新闻 e 论坛”由台湾大学一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组成，为外界尤其是青年学
生了解运动过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弥补了主流媒体对运动报道的遗漏。 他们致力于通过采访，“呈
［55］
［56］
现在场参与者的想法，拼凑出一个较贴近事实、属于大众的这场运动的样貌 ”。 而以“技术宅 ” 为

主的“g0v 零时政府”则为运动的信息发布、场内网络联通与设备搭建提供了专业且迅速的支持 ，在一
天之内架设起 g0v．today 的资讯汇聚网站，为运动内外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十分便捷的平台 。其次，
在运营模块方面，曾发起“白衫军运动”的“公民 1985”在运动初期负责青岛东路的纠察工作 。 该团体
的理性作风在纠察过程中引发争议 ，他们用塑料绳划定通道，要求现场民众按照纠察指示进行移动，
［57］
将运动变得“很像跑红白帖”，现场一片“温馨”。

动员模块发起运动后，运营模块和技术模块在第一时间为运动提供了急需的支援。 不同专长的
运动者处在共同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到现场后各司其职，减少了组织间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在短时间
内完成组合，使初期的占领得以巩固和维持。
（ 三） 议题型发起者———运动的分支
［58］
［59］
由于路途较远，许多议题型运动者辛苦赶到现场后， 却发现“游园会” 般的运动氛围无法满

足他们的运动意愿和热情。议场内外的区隔，也导致场内运动者无从了解场外情境 。 信息的不对等，
以及对运动想象的区别，最终导致了议题型运动者对运动权力中心的竞争 。
一支以台大公会、台大浊水溪社成员以及台湾清华大学社科所学生为主的议题型运动者在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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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的运动后勤基地组建了另一个权力中心 ，成为运动的又一个发起者。 后起的“社科院派 ”反感
［60］
“议场派”的“自我规训”和高高在上，
主张整合议场外的人力，强硬地扩大运动。但随着 3 月 23 日
晚“行政院”占领行动的失败，“社科院派”迅速淡出，“议场派”乘势制度化了他们对运动的领导权 。
流血的“行政院事件”使议题型运动者无法再通过竞争权力来改变运动路线，但他们仍然遵照自
身的运动惯习行动。在参加了“3·30 凯道大游行 ”后，以“全关连 ”秘书长卢其宏等人为首的议题型
运动者从议场内出走。他们不再顺从运动权力中心的指挥 ，但也不愿破坏这场运动，便在济南路西口
的公厕旁成立“贱民解放区”。
“行政院事件”中，策略与惯习的影响可能同时存在，难以判断是哪一个因素决定了“社科院派 ”
的行动。但运动后期“贱民解放区”的出走，却让我们比较明显地找到了惯习的影响。 正是对运动路
［61］
线而非运动本身的不认同，他们才选择了“弱者的武器” 进行反抗。 在这个不与事件型运动者合作
的运动“飞地”中，他们讨论“服贸 ”对基层劳动者和小规模地方产业的冲击，和大资本进入后的土地
［62］
征用与迫迁，表达和实践他们对运动的想象。
（ 四） 议题型参与者———沉默的付出
“3·18 反服贸运动”同时汇集了议题导向与事件导向两种特征。 反对服务贸易谈判的背后，包
括了“全球化”“自由贸易”“资本入台”“劳工剥削”“土地征用 ”等诸多议题，吸引了乐青等众多议题
型运动者的关注。而 3 月 17 日张庆忠“30 秒闯关”引起的轩然大波，则使“3·18 反服贸运动”转变为
［63］
“野草莓模式”，成为由事件触发的抗争行动。

尽管运动从一开始就沿着事件导向型抗争的路线发展 ，但议题型运动者仍然作为参与者积极抗
争，在“立法院”“行政院”两次占领行动中都冲锋在前。运动惯习使议题型运动者并不认同“3·18 反
［64］

服贸运动”的走向，认为“太过平和不是搞运动”。 但由于议题型运动者的组织力量仅体现在单一议
题中，跨议题组织间的沟通与协调并不顺畅 ，对运动的掌控力远不如分工明确的事件型运动者 。 这直
接导致了“社科院派”在“行政院”占领行动中的失败，再也无力与发起者竞争。
“夺权”的失败使议题型运动者始终未能进入“3·18 反服贸运动”的权力中心。 但对相关议题的
关注，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甘心离开 ，而是以参与者的角色留在了运动中，默默地为运动提供支持，
直到末期才集结于运动的“飞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通过对经验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 ，四类行动者（ 见表 3） 的行为既出于即时情境下的策略算计 ，也
受到外生于互动过程的运动惯习的影响 。
表 3 “3·18 反服贸运动”中的四类运动者（ 代表人物及团体）
运动惯习
事件型

议题型
“社科院派”： 黄守达（ 台大公会） 、张之豪（ 台
发起者

大浊水溪社） 等；
“贱民解放区”： 卢其宏（ “全关连”秘书长） 等

运动角色
参与者

议场派： 林飞帆、黄国昌、陈为廷、“黑色
岛国青年阵线”等

青年乐生联盟、“基进侧翼”、捍卫苗栗青年

公民 1985 行动联盟、台大新闻 e 论坛、沃

联盟、各校异议社团等

草、g0v 零时政府等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结

语

“3·18 反服贸运动”造成了巨大而长久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是台湾青年社会运动中一个重要且
典型的案例。在此次运动中活跃着多元的运动参与者，他们共同发起并维持了这场运动。 本文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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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18 反服贸运动”运动者提供一种新的分类方式，以“运动角色 ”与“运动惯习 ”两个维度来区分
运动者的多元性。
这两个维度的提出，为现有关于“3·18 反服贸运动 ”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补充，同时也有益于更系
统、
深刻地理解台湾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 。从“运动角色”维度出发，我们能够追踪这场运动权力中心
的形成与转移。多元运动者围绕着权力中心进行了复杂的互动，不断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 unintended consequence） ，一步一步地将这场运动形塑为我们所观察到的形态。“运动惯习 ”维度的提出，
则从文化层面增加了我们对台湾社会运动者的了解 ，补充了一个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的面向。 可以发
现，运动者在运动中并非全然受理性的驱动 ，他们既会进行策略算计，也会依赖在迥异的抗争脉络中
长期积累形成的组织结构与话语策略 ，也就是运动惯习。在“3·18 反服贸运动 ”这一案例中，嵌入式
结构与草根话语承袭自台湾“解严”前后便已出现的“自力救济 ”运动传统； 模块化结构与精英话语则
产生于新生运动者对台湾社会中集体情绪的操控与利用 。 不同的运动惯习先于运动存在，影响着运
动者在运动中的行为。
综上所述，两个维度的结合，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运动内部精微曲折的互动过程，也为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预测运动者在运动中的行为 、乃至进一步认识当前台湾社会运动内在逻辑提供了
更大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分类框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运动的积极分子身上 ，对运动中占了相当
比例的“社运素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议题型运动者往往通过内在动员结构进行动员，局限
于相对较小范围内的动员比较难以获得大量社运素人的支持 。但事件型运动者通过外在动员结构进
行的大范围、无边界的动员努力，成功地吸引了众多社运素人参与到运动中。 他们进入运动之后，在
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运动的互动过程 ？ 他们的行为是否也会呈现出某种特征？ 如果是的话，在本文的
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对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
更进一步的思考，并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更多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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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ole and Habitus
———On the Various Participants of “3·18 Anti －CSSTA Movement”
Cai Yicun，Chen Chao
Abstract： On March 18，2014，a few hundreds of students stormed the assembly hall of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The 24－day occupation is later known as“3·18 Anti－CSSTA Move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ovel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two dimensions： participants’role and habitu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participants’position i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of the movement while the later concern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ve
habitually used． In terms of these two dimensions，the various participants in“3·18 Anti－CSSTA Movement”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he event－orientated initiators，event－orientated participants，issue－orientated initiators and the issue－orientated participants． The classification will，the writer believes，help u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subtle interaction
process，and at the same time，make it possible for us to have a better knowledge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Key Words： “3·18 Anti－CSSTA Movement”，variety，participant role，hab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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