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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延續近 30年的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運動，是一場糾結於環境運
動與原住民運動之間的抗爭。從 1987年到 2002年，行動者以族群正
義為號召動員群眾；到了 2011年起新一波的抗爭，則是轉為環境權的
論述。本文從社會運動的構框（framing）出發，分析反核廢運動的框
架設定、移轉過程與機制，特別是從世代的觀點與外部情境的變化切

入分析。透過歷年來反核廢運動發出的宣言、聲明、新聞稿等文件，

以及對三代運動核心分子的訪談，本文論證了在主導框架移轉下，運

動的框架設定亦隨之改變：舊運動將核廢料問題診斷為殖民主義，其

預後則是自治，並以滅族作為動機框架召喚族人參與；而新運動以環

境權為診斷框架，其預後框架為非核家園，其動機框架則是愛蘭嶼。

這個論述的改變與幾個因素有關：世代間的競爭、原運與反核運動的

消長、蘭嶼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然而它亦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即在

運動的過程中建構達悟族的集體認同，使得原先民族主義的理想獲得

實踐，轉而採取環境論述，以重振內部動員並擴大對外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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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7年蘭嶼的達悟族人因不滿政府將低階核廢料貯存於島

上，展開了反核廢運動，儘管歷經多次的周期變化，這場跨越近

30年的抗爭迄今仍持續進行著，其歷久性可以說是單一社會運動

中少見的案例之一。從 1987年到 2002年，反核廢運動在經過數次

抗爭高潮後平息了近 10年，而逐漸被淡忘，2011年底起卻又展開

新的動員。與先前抗爭不同的是，這波運動有新世代的行動者加

入，其核心關懷亦有所改變。更具體地說，反核廢主要與立即的訴

求即是核廢料貯存場遷離蘭嶼，但這場運動不只是單純的反核廢，

它同時涉及原住民的弱勢處境與核能發電的安全性爭議，使得運動

本身同時兼具原住民運動以及環境運動的性質。但這兩者並非總是

能完全整合，如何選擇、包裝議題以進行內部動員，並尋求運動外

的結盟或支持，就有賴行動者的詮釋。

解釋社會運動的消長與演變主要有三個理論取向，即政治機會

（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與構框過

程（framing process），分別側重政治體制、組織與行動者的層面，

其中動員結構最常被採用的就是資源動員論（resources mobilization 

theory）（McAdam et al., 1996）。政治機會結構指的是政治體制的開

放程度及其對行動者所產生的助益與限制；資源動員論則是分析運

動組織如何匯集有利於集體行動的各種資源以達成目標；至於構框

則是強調社會運動的意義創造，以改變觀看外在事物的認知方式，

因此將焦點從政治權力與資源分配轉移到文化層次的分析（何明

修，2005）。過去對於蘭嶼反核廢運動的研究多採取資源動員論的

立場，強調反核廢組織如何運用內外部資源，如外來團體、媒體、

網路等，以號召集體行動（黃彩惠，1990；張桓凱，1997；郭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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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劉嘉偉、張玉佩，2012）。這些研究亦涉及構框理論，指出

行動者將核廢料連結到達悟族人最恐懼的「惡靈」（anito），並將反

核廢框架為驅逐惡靈，是挪用傳統文化資源以建構滅族恐懼。不

過，與其說惡靈是行動者建構的框架，不如說它是類似甘森（Wil-Wil-

liam A. Gamson）與摩第里亞尼（Andre Modigliani）所提出的構框

手法（framing device），即支持核心框架的眾多符號之一，兼具隱喻

（metaphor）、視覺意象（visual image）、口號（catchphrase）等功能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惡靈恐懼的分析主要是側重文化符

碼的借用與建構，較少觸及到運動核心的價值問題，以及它與更廣

泛的原住民運動、環境運動的關係。

本文認同麥克亞當（Doug McAdam）等人的觀點：要了解特

定運動的產生及其抗爭周期（cycle of protest），必須探討政治機

會、動員結構與構框過程的互動（McAdam et al., 1996）。然而本文

關心的是反核廢運動論述層面的轉變，政治機會結構與資源動員固

然重要，更有必要了解運動核心分子作為表意行動者（signifying 

agents），如何生產、建構、維持與競爭集體行動的意義（Benford 

and Snow, 2000），特別是它涉及了不同世代行動者之間詮釋架構的

差異。因此，本文從構框理論出發，探討：(1) 反核廢運動者如何

框架核廢料議題？其框架又如何隨著抗爭周期而改變？ (2) 其框架

轉化的原因為何？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反核廢運動框架在 2011年產

生變化，從族群正義轉向環境權的論述，這也代表了行動者對反核

廢的問題診斷、解決方式與動員動機進行了不同的詮釋。然而這個

轉變不意味著原先行動者所採取的民族主義路線消失與失敗，反而

是某種程度的實現與持續。在以下的討論中，將分析這個框架移轉

的過程，以及影響框架移轉的機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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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構框

（一）框架設定

「框架」的概念源自於溝通互動研究，早在 1954年貝特森（Greg-1954年貝特森（Greg-年貝特森（Greg-Greg-

ory Bateson）即提出框架一詞，後來由高夫曼（Erving Goffman）引

入社會學的討論，直到 1980年代在史諾（David A. Snow）及其同僚

的闡述下，才成為社會運動研究的重心，以社會心理學的微視觀點

彌補既有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理論等偏重組織與政治因素的不

足（Oliver and Johnston, 2000）。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74）指

出，框架是依照事件的組織原則及人的主觀涉入而為某個情境所下

的定義，而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即是檢驗人們如何利用參考

框架詮釋日常事件、並組織其生活經驗。對高夫曼來說，特定社

會團體的主要框架（primary frameworks）構成了其文化的核心，

使個人的日常生活行動成為可理解的。受到高夫曼的啟發，史諾

（Snow et al., 1986）等人認為過去社會運動文獻有部分缺失，例如

忽略民怨的詮釋、將參與視為靜態的結果、過度概化不同的參與過

程等，於是將框架概念運用於社會運動分析。他們強調框架為詮釋

的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能使個人找出、感知、辨識並

標籤所發生的事件；而要理解某一社會運動，有必要分析社運組織

的框架設定（frame alignment），即該組織如何將其活動、目標和意

識型態與潛在參與者的個人興趣、價值和信仰連結，使兩者成為一

致與互補的。

在框架設定的討論中，史諾等人所關心的是微觀動員（micro-micro-

mobilization）的層次，即社會運動組織與領導者如何利用各種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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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傳播過程來動員或影響目標群體，包括追隨者、同處境的人、

媒體、潛在盟友、對立者及菁英決策者等（Snow et al., 1986）。因

此，他們強調社運參與的動態過程，特別是社運組織如何詮釋、

產生、擴散民怨與不滿，以說服潛在參與者接受其觀點。這個行動

者有意識的表意工作（signifying work）或意義建構（meaning con-signifying work）或意義建構（meaning con-）或意義建構（meaning con-meaning con-

struction），即是構框（framing），具有主動性與施為（agency）的涵

意。換句話說，民怨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需要被詮釋的，重點不

是客觀情境的改變，而是觀看情境方式的改變，因此建立共享的意

義是運動參與的必要條件（何明修，2005）。民怨與不滿的詮釋可

能受到不同行動者、社運組織或時間的影響，並決定了集體行動是

否產生，以及運作的方式（Snow et al., 1986）。

後來班佛（Robert D. Benford）與史諾進一步區分三個框架的核

心要素，即診斷框架（diagnostic frame）、預後框架（prognostic frame）

與動機框架（motivational frame），分別用來指認問題與責任歸屬、提

出解決或抨擊方案，以及召喚參與者（Benford and Snow, 2000）。首

先，診斷框架是行動者為框架進行定義，並指認出該譴責或負責任

的對象。它常指出事件的不正義（injustice），清楚辨識出受害者與

加害者，以建構善與惡的對立。其次，在診斷框架為事件定調後，

預後框架就會依其指認出的問題提供解決方式，而運動者常在此

產生分歧。最後，要召喚參與者加入運動，必須建構合適的動機

語彙，為參與集體行動提供合理性，並號召成員「武裝動員」（call 

to arms）。常被使用的動機語彙包括訴求問題的嚴重性、急迫性、

運動的成效與正當性等，使追隨者有持續參與的理由（Benford and 

Snow, 2000）。

至於框架要具有吸引力與動員潛力，其前提就是必須能引起文

化共鳴（cultural resonance），即其使用的概念與語言能與更廣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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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調相呼應，使它看起來是熟悉、自然的（Gamson and Modigli-Gamson and Modigli-

ani, 1989）。班佛與史諾指出兩個影響共鳴的因素，即框架的可信度

（credibility）與其顯著性（salience）（Benford and Snow, 2000）。框架

的可信度包含框架是否具一致性（即社運組織提出的信仰、宣稱和

行動是否一致）、事實經驗的可信度（empirical credibility, 即框架

與真實事件的符合）以及宣稱者的可信度。需要說明的是事實經驗

的可信度並不是指框架的真假與否，而是宣稱者能否提出充分的證

據，使其追隨者相信框架與真實世界事件是相契合的，這常是社運

從核心成員向外擴散時所面臨的主要困難。至於顯著性則包含生活

經驗的可共量性（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與敘事精確（narra-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與敘事精確（narra-）與敘事精確（narra-narra-

tive fidelity），前者是指框架與動員目標群眾生活經驗的一致程度，

後者則指文化的共鳴，包括符合神話、內在的意識型態等。

從以上說明可知史諾、甘森等人主要將構框視為召募成員、動

員行動及強化參與者忠誠的手段，即側重內部團結與共識的建立；

但其他學者則強調框架亦有外部、策略的面向，即除了文化表達

（expressive）的面向外，亦有工具性質（Williams, 1995）。他們結

合資源動員論的意旨，說明策略性構框（strategic framing）是社運

組織有意識地操弄可取得的文化資源，除在運動內部吸引新成員與

維持士氣外，亦在外部正當化其訴求，包括吸引媒體的正向報導、

取得旁觀公眾的支持、限制對手的行動、形塑公共政策與國家行動

等（McAdam, 1996; Williams, 1995; Zald, 1996）。此外，策略性構框

亦涉及聯盟性的構框，即不同社運組織在結盟時，必須建立一套共

同可被接受的訴求及詮釋觀點，包括尋找議題、定義原因、詮釋目

標、標籤化抗議的對象、將自身正常化等，才能在後續採取一致的

行動策略（何明修，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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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反核廢運動從族群正義走向環境權的論述轉變，史諾

等人的框架設定提供了適當的分析工具，有助於了解行動者如何在

運動的不同階段診斷議題、提出預後方法及強化參與動機（Snow 

et al., 1986）。然而除了內部動員，這些框架設定亦涉及了和其他外

部團體聯盟時所進行的策略修正，而策略性構框如何移轉，又與時

空環境的變化有關。

（二）主導框架（master frame）的移轉

根據班佛與史諾，集體行動框架中有些在詮釋範圍、包含性、

彈性、文化共鳴等層面夠廣泛，就有可能成為主導框架，例如在美

國的社會情境下，權利、不正義、文化多元性、回歸民主等是常

見的主導框架（Benford and Snow, 2000）。奧利佛（Pamela Oliver）

與強森（Hank Johnston）解釋主導框架是一些新興、卻仍未受到充

分闡述的概念之集合，它常是被某運動使用後，再被之後的運動借

用；尤其是一些大型或具先驅性運動的主導框架常會被援用，例

如美國民權運動使用的語彙就出現於後來的女權與身心障礙者運

動（Oliver and Johnston, 2000）。因此相對於個別運動的特定框架，

主導框架常是跨組織、跨議題的，可用來解釋在特定時期為何不同

部門的社會運動會以相近的方式來詮釋各自面對的不滿（何明修，

2005）。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運動不見得會一成不變地使用某個主導框

架，而有可能隨抗爭的周期而改變，以順應時代與同時期其他運動

的意旨，亦即類似布魯默（Herbert Blumer）所言：捕捉一個時代

的主要潮流和趨勢（轉引自 Oliver and Johnston, 2000）。班佛與史

諾亦強調框架並非靜態、物化的實體，而是在社會運動的活動中持

續被建構、挑戰、再生產、轉化或取代，亦即構框是動態且不斷進

行中的過程。他們指認出三個脈絡因素會影響構框，即政治機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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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文化機會與限制，以及目標群眾。首先，政治體制結構或政治

系統非正式關係的改變，可能限制或促進某些框架的共鳴，而決定

了既有框架是否能持續運作；其次，包括意義、信仰、意識型態、

實踐、價值、迷思、敘事等文化資源，可被用來創新集體行動框

架；最後，目標群眾的改變亦是社會運動經常修正集體行動框架的

主因（Benford and Snow, 2000）。

除了脈絡因素外，社運組織設定的主導框架亦會受到各種層次

的挑戰，尤其是在抗爭的後期，原先主導框架可能會失去共鳴，而

削弱其動員潛力，並對後來的行動者造成限制，有賴某種創新的主

導框架以開啟新的周期（McAdam et al., 1996）。框架的移轉（frame 

transformation）是指在面臨內、外部的框架競爭下，行動者必須

為運動改變並創造新的意義（Benford and Snow, 2000）。外部競爭

包含來自政府當局、對立運動、媒體等設定的反構框（counterfram-counterfram-

ing）；內部競爭則是隨著社運組織與領導者的消長，而使得運動內

部產生框架爭議（frame disputes），此時舊的框架必須退位，而新

的框架的重要性就會被突顯（Benford and Snow, 2000; McAdam et 

al., 1996; Zald, 1996）。

總結而言，主導框架具跨組織、跨議題的性質，社運組織與行

動者會借用其他運動成功的主導框架來進行框架設定，但在運動的

周期中可能因種種脈絡性因素，或是內、外部的競爭，而有必要轉

化。與反核廢運動息息相關的族群正義與環境權，都是適用於不同

運動的主導框架。

二、原住民運動的民族與環境議題

依據史密斯（Anthony D. Smith, 2000: 1）的定義，民族主義（na-Anthony D. Smith, 2000: 1）的定義，民族主義（na-）的定義，民族主義（na-na-

tionalism）是「代表一個群體的意識型態運動，其部分成員認為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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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已然或有潛力構成一個民族，為了達成及維持其自主性與認同，

而發起該運動。」謝世忠（1987）認為原住民主義（aboriginalism

或 indigenism）與民族主義有交疊之處，它指涉被征服的原住民後

裔對於其政治、社會地位與權利的要求，以及自我文化、族群的

再認同。1980年南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正式使用原住民主義一詞，

批判西方文明對原住民社會的傷害，並從自身傳統文化出發，追

求恢復原住民傳統知識體系（石雅如，2009）。同時間，臺灣亦

在 1980年代興起「泛原住民運動」（Pan-Taiwan aboriginalism），1 
以原住民為主體，訴求拋棄「汙名化的認同」（stigmatized iden-stigmatized iden-

tity），建構跨族群意識（謝世忠，1987）。1983年國立臺灣大學（以

下簡稱「臺大」）原住民學生發行《高山青》刊物，指出「山地民族

正面臨亡族滅種的危機」，倡導「高山族民族自覺運動」（臺邦．撒

沙勒，1993）。隔年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後更名為臺灣原住民

族權利促進會，以下簡稱「原權會」）成立，讓原住民運動（以下

簡稱「原運」）有了表達主體意志的機構（孫大川，1995）。

原權會領袖夷將．拔路兒（1994）強調，原運乃是原住民受

外來族群征服統治，經由集體的痛苦經驗與覺醒，共同爭取權利與

推升族群認同，最後達到自決的理想。1988年原權會通過「臺灣

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闡述原住民各族被外族征服的殖民經驗，要

求恢復對土地的自然主權與自治權，將原住民意識提升到「多元

一體」的民族層次（趙中麒，2003）。1993年還我土地運動發表的 

「反侵占、爭生存」宣言延續這樣的論述，將原住民與國家的關係

定義為「被侵略民族的關係」，強調漢人國家奪取土地是民族的壓

迫（田哲益，2010）。

1 「泛原住民運動」有不同英譯，除謝世忠（1987）將其翻成「Pan-Taiwan aborgin-Pan-Taiwan aborgin-
alism」外，亦有學者採用「pan-ethnic movement of Taiwan aborigines」（Ru-」外，亦有學者採用「pan-ethnic movement of Taiwan aborigines」（Ru-
dolph, 2004），或「pan-indigenous movement」（趙中麒，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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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原運的論述在 1990年代有了極大的轉變。1993年臺邦．

撒沙勒（1993: 37）批判原權會主導的運動背離基層民眾，是「抽

離了土壤」、「失去母體的運動」，因而倡導部落主義（tribalism），

主張重構土地的歷史、社會結構與文化脈絡，從廢墟故鄉中尋回民

族再生的契機。許多原住民菁英返鄉進行文化復振（cultural resur-cultural resur-

gence或 cultural revival）的工作，包括禮儀慶典的恢復、技藝的傳

授和創作、繪製部落地圖等（江以文、林津如，2011；汪明輝，

1999；孫大川，1995）。文化復振引發部落的尋根熱潮，使得各族

群的地方性被突顯（靳菱菱，2010）。自此原住民的民族運動從泛

原住民主義轉向各族，在部落重建的過程中充實主體性（趙中麒，

2003）。

除了文化認同，原住民運動亦常牽涉到環境議題，相關概念包

含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與原住民環境知識或生態知識

（indigenous knowledge）。首先，1987年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

義委員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發

表《有毒廢棄物與種族》報告，點出環境正義的議題（紀駿傑、蕭

新煌，2003）。1990年環境種族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被提

出，用來解釋種族因素如何影響各種環境結果，特別是原住民與生

態汙染的關係，例如較易曝露於環境危害物、較常從事危險工作、

承受土地掠奪與文化破壞等（Ishiyama, 2003; Taylor, 2000）。1991

年美國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袖會議」（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發表「環境正義原則」，

正式以環境正義一詞將種族主義、不正義和環境主義連結（Taylor, 

2000）。環境正義包含三個要素，即自治或自決、土地權與人權，

因此它涉及的不只是環境議題，而是包含著少數民族的文化鬥爭。

在臺灣，環境正義也被用來說明原住民與環境的關係。紀駿傑與

王俊秀（1996）在 1995年首次使用環境正義探討國家公園與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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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傳統領域的衝突，其後紀駿傑更將蘭嶼核廢料問題界定為「全

臺最嚴重的環境不正義以及環境種族歧視之行徑」（紀駿傑，2006: 

36），而施正鋒、吳珮瑛（2007）亦認為核廢料剝奪原住民的環境

權。事實上，蘭嶼核廢料問題已成為最常被引用為違反環境正義的

案例（黃之棟、黃瑞祺，2009）。

其次，原住民環境知識或生態知識是回應現代性對原住民社區

去技術的後果，並反駁許多責備原住民危害環境的論述，強調原住

民擁有獨特的知識系統，可以提供另類的發展選擇（Dove, 2006）。

在臺灣，有關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的文學作品在 1980年代開始浮

現，強調原住民於山林間特有的生態保育與文化保存方式，以反抗

漢人政府的同化政策（Chi, 2006）。隨著部落主義的發展，原住民各

族紛從祖先的智慧尋找與大自然共存的生活實踐，有關各族傳統知

識與生態保育、永續發展的學術討論亦有增多的趨勢（如官大偉，

2013；莊慶幸，2006；羅素玫，2010）。

本文探討反核廢運動的框架設定與轉化，並分析其背後的機

制，因此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research），以了解運動

者公開論述的改變，並輔以深度訪談法補充行動者的詮釋觀點。首

先，反核廢運動的特色之一是極具論述能力的行動者，透過抗爭宣

言以詮釋其不滿，並影響目標群眾觀看的方式，因此文獻蒐集是以

運動從 1988年以來發表的宣言與訴求為主，共計 30篇，依其發表

年代與署名組織進行分類，以求系統性地分析其主導框架。此外，

為了解反核廢運動的發展與社會脈絡，本研究亦完整蒐集以下媒

體針對反核廢議題的報導，包括《中國時報》（1994-2013）、《聯合

報》（1988-2013）、《自由時報》（2007-2013）、蘭嶼社區媒體《蘭嶼

雙週刊》（1985-2013）、《新環境》月刊、《人間》雜誌等，以及參

酌與蘭嶼相關的專書、研究論文、影片等；其次，為補充文獻資料

的不足，並實際了解運動者的詮釋觀點，研究者亦於 201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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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蘭嶼，深度訪談反核廢運動核心人物與參與者共 6人，包括

從 1987年第一代的運動領袖（A1、A2）及分別於 1995年（B1、

B2）、2011年（C1、C2）加入的新世代成員，其中 A1、A2的部分

訪談內容採現場筆記方式記錄，其他訪談則均採取錄音，並轉譯為

文字稿，所有訪談均以匿名方式呈現。

參、反核廢運動的框架移轉

蘭嶼「國家放射性固體廢棄物貯存場」於 1978年動工、1982

年完工，隨即展開低階核廢料的接收作業，然而直至 1987年底的

機場事件，才真正引爆反核廢的抗爭行動。在近 30年的抗爭中，

運動歷經了多次的起伏，基本上可分為四個周期。第一波是以郭建

平為首的幾位達悟青年，率先在蘭嶼機場抗議地方政治人物接受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招待赴日觀光，隨後並於 1988年、1991年展開

兩次的「220驅逐惡靈」行動，訴求核廢料撤出蘭嶼。第二波行動

始於 1995年，因反對貯存場擴建、核廢桶鏽蝕等問題展開抗爭，

並於 1996年堵港阻止核廢料運輸船電光一號進入，迫使臺灣電力

公司（以下簡稱「臺電」）終止運送核廢料到蘭嶼。第三波則是在

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執政時期，從 2002年 5月持續

到該年底的抗爭高潮。起因為 1999年臺電與蘭嶼鄉土地審查委員

會談判，以 27,000萬元回饋金取得貯存場土地續約到 2002年底，

但後來臺電的承諾不僅跳票，反提起續約，引發全島性的罷工罷

課。在輿論壓力下，行政院成立院級的蘭嶼貯存場遷場推動委員會

及蘭嶼社區總體營造委員會，以監督遷場、改善蘭嶼生活條件，並

捐助成立財團法人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部落文化基金

會」），以平息眾怒，此後反核廢運動即歸於沉寂。直到 20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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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有關蘭嶼核廢料輻射外洩的報告曝光，行動者才又產生新的動

員，展開第四波的抗爭，至今仍持續進行中（見表 1）。

表 1　蘭嶼反核廢運動的周期

分期
重要事件與
訴求

核心組織 主要宣言或聲明 串連團體

1988-
1991

要求撤遷貯

存場反第二

期擴建

雅美青年聯誼

會（後更名雅

美公共事務促

進會）

蘭嶼反核宣言、驅除蘭嶼

惡靈運動宣言

綠色和平工作

室、臺灣環境

保護聯盟、新

環境雜誌社、

人間雜誌、行

動劇場等

1995-
1996

反增建 6座
壕溝填港行

動；阻止電

光一號進港

雅美民族議會

籌備會、蘭嶼

旅臺達悟同鄉

會

「和平已到了最後關頭」

反核廢．驅逐惡靈宣言、

Tao雅美族自救宣言、蘭
嶼住民聯合聲明、達悟民

族的聲明

導航基金會、

主婦聯盟、臺

灣環境保護聯

盟、新環境基

金會等

2000-
2002

發表自治宣

言；抗議遷

場跳票全島

罷工罷課

蘭嶼反核自救

會、蘭嶼旅臺

達悟同鄉會、

蘭嶼民族議會

「蘭嶼的希望在自治」蘭

嶼自治宣言、2002全體
達悟族反核宣言、反核廢

料搶救臺灣行動連署聲明

書、「驅除惡靈、收復失

土」蘭嶼民族議會聯合聲

明

原住民部落工

作隊、立法委

員高金素梅等

2011- 銫137、鈷60
汙染，發起

凱道抗爭、

跨年靜坐、

驅逐惡靈等

行動

部落文化基金

會、蘭嶼青年

行動聯盟、蘭

嶼反核自救聯

盟

「達悟民族，即將滅族」

核廢外洩聲明、我們共同

的島嶼宣言：小島給大島

的良心、「為了追求我們

明天的幸福」達悟族反核

行動聲明、311反核廢救
蘭嶼聲明

綠色公民行動

聯盟、臺東廢

核 反 核 廢 聯

盟、北海岸反

核行動聯盟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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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近 30年的反核廢運動，不論是運動核心成員或抗爭論

述，均有一定的延續性，但也有轉化之處。首先，就運動領導者來

說，最早發出反核廢號角的「雅美青年聯誼會」成員，如郭建平、

夏曼．藍波安等人，仍是歷年抗爭的主要發言者，尤其以作家著稱

的夏曼．藍波安更是歷年運動聲明的主要撰寫者。然而 1995年當

蘭嶼島內展開填港抗爭時，由希．瑪拉歐斯（鍾啟福）、希婻．瑪

飛洑（賴美惠）、希．滿棒（董美妹）等年輕人組成的「蘭嶼旅臺

達悟同鄉會」在臺北展開靜坐、募款等活動，成為第二批投入的新

血。到了 2012年由林詩嵐、魯邁等人發起的「蘭嶼青年行動聯盟」

（以下簡稱「青盟」），以製作反核廢MV、淨灘等活動投入反核廢

議題，成為第三代的生力軍，顯示世代的遞嬗。其次，就集體行動

的意義建構來說，反核廢組織持續控訴達悟族因核廢料面臨的種族

歧視與滅族危機，但仔細審視最新一波的行動，運動者對核廢料問

題的框架設定又有些變化，顯示了世代間對於運動詮釋權的競逐。

從行動者論述的內容與採取的策略來看，從 1987年到 2002年

前三波的行動，以及自 2011年起的第四波行動，運動的主導框架

有了微妙的轉變。首先，前三波運動是以「族群正義」為主軸，

將核廢料問題診斷為漢人政府對原住民的「殖民主義」，並以「滅

族」恐懼召喚族人的參與，因此隨著運動的發展，反核廢也逐漸導

向民族「自治」的追求。然而從 2011年起的反核廢運動，由第二

代成員希婻．瑪飛洑主導的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以及第三代集結的

青盟，雖然持續使用滅族的口號，但其發言與運動策略已從符號式

的惡靈恐懼，轉向科學性的核廢料危害，強調「環境權」的問題，

因此行動者以實現「非核家園」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並以「愛家

園」（我愛蘭嶼）強化族人參與的動機框架（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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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蘭嶼反核廢運動的主導框架移轉

時間 1987-2002 2011-
主導框架 族群正義 環境權

診斷框架 殖民主義 環境危害

預後框架 自治 非核家園

動機框架 滅族 愛家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族群正義框架：1987-2002年

如前所述，反核廢運動初期的論述是以族群正義為核心，並

以殖民主義、自治與滅族分別作為診斷、預後及動機框架。這樣的

論述深受泛原住民運動（以下簡稱「泛原運」）的影響，特別是其

從文化層面出發所高舉的「亡族滅種」危機，在高危害的核廢料

問題下，成為具體的生命威脅。第一代領袖 A1在訪談中即指出，

他在投入運動時就很清楚反核廢是「民族鬥爭」，是「殖民政府與

被殖民族人之間的鬥爭」，是「為達悟人發聲，為祖先留下來的寶

地去鬥爭」。而這場鬥爭充滿民族主義的熱情，「沒有理論基礎，只

有生命」，必須敢於衝撞，才有可能成功。儘管麥克亞當等人（Mc-Mc-

Adam, 1996）認為，抗爭初期的構框過程通常不像後期那麼具策略

性，然而在反核廢初期，運動者顯然就清楚如何有效地傳達訊息給

群眾。相較於核廢料對環境的危害，訴諸「不正義」更能透過道德

的義憤填膺（moral indignation）來建構民怨，指認出造成傷害與苦

難的歸咎對象，催化挑戰現狀的政治意識，以進行動員（Gamson, 

1992）。因此在綠色和平工作室、臺灣環境保護聯盟等外來環保團

體的積極聲援與支持下，反核廢仍採取民族主義路線。早在 1988

年第一次驅逐惡靈行動，由雅美族青年聯誼會發出的「蘭嶼反核宣

言」，就指出核廢料選址在蘭嶼是對少數民族「不公平」、「不人道」

與「不正義」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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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蘭嶼，恰似被遺忘在臺灣

之外的孤島，核廢料依然百桶千桶的往這裡運送。這樣公

平嗎？讓沒有權利享受核能發電的人們，負擔承受核電的

垃圾！這算人道嗎？讓少數民族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喪

失基本環境人權。這算正義嗎？讓生性單純善良的雅美族

人，承受最高科技的「萬年毒物」。從今天起，我們雅美

族青年將結合族中長輩、兄弟、姊妹，共同為反對核廢料

貯存蘭嶼而奮鬥不懈，直到這不公、不義、不人道的核廢

料政策結束為止。（雅美青年聯誼會，1988）

同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長老教會」）蘭嶼區會發

出的聲明，亦以「尊重，保障少數民族生存權」為訴求，籲請相關

單位擬定核廢料遷移時間表。其後，1991年驅逐惡靈行動由雅美公

共事務促進會所發出的宣言，更進一步將反核廢扣連到漢人政權對

達悟族土地權、文化權、人權的迫害，控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

「國民黨」）施政 40餘年制定錯謬的政策，卻精美包裝成「德政」，

造成所有原住民「社會結構崩塌、文化的喪失、土地的流失」，而

走向「滅族」的惡運，希望政府「尊重、保障雅美族人權」。

1995年達悟人發起第二波反核廢運動，反對臺電在貯存場增

建六條壕溝的計畫，並展開一人一石堵港行動，其宣言「和平已到

了最後關頭」，再次控訴臺電將達悟族人作為核能人體實驗室，是

「剝奪少數民族生存權」。同年反核廢運動者發表自治宣言，宣布成

立蘭嶼民族議會，首度以「Tao」（人）自稱，並透過「蘭嶼住民聯

合聲明」伸張達悟族對於蘭嶼土地的「絕對主權與優先決定權」，

朝自治邁進。可以說，歷經 10年的抗爭，行動者設定的反核廢預

後框架「自治」，終於付諸行動；然而這也反映了時代的氛圍，

即 1990年代在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與政治參與」

下，在各族湧現的民族議會風潮（趙中麒，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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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阻止臺電核廢料運輸船進港的抗爭中，運動者將達悟

族的傳統文化定位為飛魚文化，並強調驅船行動是「一次維護文化

聖潔的民族聖戰，為的就是抵抗飛魚文化被『外力』消滅」，再度

指控核廢料政策的殖民主義心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波的抗議行

動中，第二代成員以蘭嶼旅臺達悟（Tao）同鄉會的名義在臺北另

闢戰場，前往國民黨黨部與臺電抗議，並裸露上身書寫「誓死護

島」的標語。隔年因臺電徵選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均選定原住民鄉

鎮，同鄉會亦發出公開信，質疑臺電「鎖定處於結構性經濟力弱

勢的原住民，已危及其民族生存，並可能滅族的危機」，是「民族

壓迫」，可見得上一代的民族主義論述與泛原運的思想亦對第二代

產生啟蒙的作用。加入同鄉會抗爭的 B1即指出，當時年輕的第二

代成員勉強只搭到泛原運的末班車，對運動缺乏深入的思考，但

透過親身參與，的確「把自己拉到更高的格局，把自己定位是原

住民」。在泛原住民族意識的覺醒下，驅使他們加入第二波的反核

廢，以挽救民族的命運：

我們有一種心態是，我們覺得整個島要沉，那個沉只是一

個意象，就是如果核廢料再進來，那個土地不夠用，那個

汙染可能就會造就，就是島沉了人滅亡了嘛，是那個很強

烈的心，那個去牽著這塊土地啦！（訪談資料，B1）

2002年反核的民進黨執政，然而臺電遷離貯存場的承諾跳

票，反而提出 9年續租計畫，編列 20億元的土地承租與配套回饋

金以收買蘭嶼鄉民，再度引爆大規模的全島罷工罷課抗爭，並在立

法委員（以下簡稱「立委」）高金素梅的介入下升高衝突，迫使經

濟部長林義夫前往蘭嶼與反核自救會達成六項協議，包括立法保障

達悟族在蘭嶼的自然主權與生存權。在「2002全體達悟族反核宣

言」中，運動者再度控訴核廢料放在蘭嶼是「犧牲少數的次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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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心態」，並將當年的驅逐惡靈行動視為「收復失土」，以更強烈的

語言伸張土地權。

從 1988年到 2002年的反核廢聲明，可看出族群正義這個持續

性的主導框架，而為了讓核廢料的議題符合殖民主義的診斷，這些

宣言常將核廢議題連結到過去達悟族人因外力介入所受的苦難，包

括退輔會強佔土地並設置管訓農場、錯誤的國宅政策、國防部飛彈

射擊靶場設置、國家公園規畫等。至於「滅族」亦是重覆出現的控

訴，目的在於激起族人的危機感。第一代反核廢領袖 A2就直陳滅

族的提出是為了內部動員，因為「搞運動只要用危機意識，就能瞬

間整合」。

運動者既將核廢的問題診斷為殖民主義，並訴諸滅族恐懼，如

欲達成核廢料遷出蘭嶼的目標，就必須先反殖民。夏曼．藍波安在

2000年一篇回應非核家園的文章中，即強調核廢料放在蘭嶼在科

學上是不合理的，但主政者卻用人文去製造合理的解釋，其原因乃

是「蘭嶼是弱勢的民族，是少數民族，是邊緣中的邊緣，是不懂漢

字，不懂科學，不懂抗爭的民族」，因此追根究柢核廢料是「一個

國家壓榨一個弱勢民族的具體的行為，是滅族的政策」（夏曼．藍

波安，2000）。而郭建平在 1987年以筆名波爾尼特發表的文章，亦

說明了達悟人受到的真正威脅是外來殖民以及現代性對傳統文化的

摧毀：

核能輻射所引起毫無商量餘地的威脅，十足痛徹雅美人的

身心，而今他們所受的苦難，也勢必不只侷限在核能工業

的殘害而已，人文方面，自然資源的變相破壞，社會生活

的逐漸瓦解，同時面臨民族自尊、自信心的建構扭曲，和

生活重新改變以應現代文明潮流的需要等，過去古老的傳

統生活模式，也許便得丟棄來迎合文明所帶來的新生活。

（波爾尼特，1987）



25

從族群正義到環境論述

既然運動者認為核廢料問題只是民族問題的一個環節，自治

以及其伴隨的土地主權、文化權的問題，就成為反核廢相扣連的

議題，這樣的思考在 1990年代核心分子涉入反國家公園運動後強

化，並導向成立民族議會、追求「國與國關係」的訴求，以及傳統

文化的復歸。在夏曼．藍波安主筆的 2011年「『達悟民族，即將滅

族』核廢外洩聲明」，開場白即使用飛魚、海洋、丁字褲等傳統達

悟族文化意象，控訴的不只是核廢料對達悟種族的滅絕，亦是外來

殖民對達悟文化的滅絕：

遨遊太平洋黑潮的飛魚再次迴游進入蘭嶼島上的美麗港

灣，領頭的黑色翅飛魚傳說，這蘭嶼島上的和善主人去

了那裏？穿著盛裝衣服的丁字褲族群為何不來迎接我們？

（蘭嶼反核自救聯盟，2011）

二、環境權框架：2011年迄今

如前所述，集體行動框架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社運發展

的過程中持續被建構、挑戰、再製、轉化的（Benford and Snow, 

2000）。過去運動者將核廢料問題定義為殖民問題，其論述則從反

壓迫、自治與族群尊嚴，一直進展到自然主權與傳統價值的回歸，

代表著運動者對達悟主體性的追求（黃淑鈴，2012）。不過，2011

年後的幾波反核廢行動，參與者雖以蘭嶼反核自救聯盟名義發出幾

次集體行動，然而不同世代亦出現路線的分歧。對於第一代運動者

而言，經過長期的抗爭，不管是核廢料遷離蘭嶼還是民族自治都遙

遙無期，而失去了集體行動能改變現狀的信念，即甘森（Gamson, 

1992）所指出的能動性。A1在訪談時分析，2000年後反核的民進

黨執政，運動者期待很高，但也因此失望更高，使反核廢從 2002

年的高潮陷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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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後來有一點倦怠，然後有一點，我覺得是人的

麻木，因為覺得早期那麼多人，我們做過媒體的東西，

後來覺得你做了又怎麼樣，你不拿來當那個蠹蟲吃的那個

報告，你又能撼動多少個政府的政策？……那會有挫折，

那會有挫敗，可是你不談事情也不會改變，那個會是一個

對我們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不啊，運動人物都覺得會灰

心。（訪談資料，A1）

不過歷經 10年的平靜，就在第一代領袖已失去運動的熱情之

時，2011年底起蘭嶼反核廢又重新動員，這與幾個社會情境有關。

首先，2006年「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通

過後，政府公告新場址將設於臺東達仁，後來又打算修法提高公投

門檻，並且悄悄展開核廢料政策環評審查，都成為綠色公民行動

聯盟（以下簡稱「綠盟」）關切的議題，讓反核的聲音再起，並在

2011年福島核災後壯大。其次，蘭嶼貯存場於 2007年展開核廢料

桶檢整與重裝作業，於 2011年完成，但過程中傳出核廢桶鏽蝕粉

化、檢整不確實、讓達悟族工人曝露於危險中工作等問題，配合反

核議題，引發主流媒體關注。最後，2011年 11月 29日媒體報導

臺電委託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監測報告，在蘭嶼貯

存場外圍潮間帶測到人工核種鈷 60及銫 137汙染，懷疑是輻射外

洩，讓反核廢運動有了新的著力點。

如同史諾等人所言（Snow et al., 1986），民怨不是自然產生，

而是需要被詮釋的；在新一波反核廢運動開展時，其詮釋者也悄悄

有了變化。在輻射外洩消息曝光隔天，臺灣綠黨（以下簡稱「綠

黨」）原住民不分區立委提名人希婻．瑪飛洑即召開記者會，控訴

核廢料讓蘭嶼人罹癌、畸型兒比例升高，之後即以輻射外洩議題

主打選戰。經過部落文化基金會整合，達悟族人在 2011年底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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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行動共識會議，以聯盟的名義發起 2011年 12月 30日的凱達

格蘭大道抗議，以及隔年 2月的驅除惡靈行動。部落會議後發出

的「我們共同的島嶼宣言：小島給大島的良心」，仍以反殖民為主

軸，細數達悟人受「異族」殖民的經過，再次伸張土地權，但也強

調「各民族人權平等」、「居住環境生態的永續」等環境人權，以及

部落民眾參與環境生態的輻射監測、進行健康檢查等訴求。之後，

1230行動的聲明稿「為了追求我們明天的幸福」，仍控訴核廢料將

導致滅族，但也強調核廢料外洩危害人權，並期盼能有「一個安全

的環境，能讓達悟族後代永續生活在蘭嶼島上的可能性」。從上述

宣言可觀察到在民族主義的訴求外，運動者亦關照環境人權這個面

向，這在反核廢第二、三代成員的動員策略中更清楚。

首先，第二代的希婻．瑪飛洑接任部落文化基金會秘書長，與

綠盟等環保團體結盟，並積極開發國會遊說路線，透過民代揭露核

廢料外洩、檢整紕漏、農作物與漁獲異常等問題，以第一手照片揭

露貯存場內部狀況及核廢料桶破碎粉化的畫面，透過公衛、核能等

專家實際檢測後提供確實數據。例如 2012年 8月天秤風災後，在

立委的協助下，基金會邀請日本學者中生勝美、加藤洋調查環境輻

射汙染，發現蘭嶼島上有多處輻射熱點含有異常的高放射性環境，

迫使原能會安排三方監測。2013年 2月行政院長江宜樺宣布核四

公投，基金會與北海岸、臺東等「核廢災民」隨後參與行政院開啟

的「民間與官方核廢料處置協商平臺」會議。此外，基金會也與反

核團體串連，參與 2012年 10月的「百萬人廢核四環島接力行腳」

等活動。從這些行動可看出希婻．瑪飛洑主導的基金會再度結合各

種反核勢力，將反核廢從族群正義導向環境權的議題，並從殖民、

惡靈、滅族等文化論述轉向理性的科學修辭，即建立事實經驗的可

信度（Benford and Snow, 2000）來支持其主張。B1在受訪時即指

出基金會強調輻射外洩議題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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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會刻意去強調它的嚴重性是，它是有一個這麼具

公信力的研究機構，中研院的教授研究出來的……我覺得

這一點是可以打的〔議題〕，在那時候我的判斷，所以我

才會一直緊咬住，那這樣的事件怎麼喚起島上會重新去關

注這個議題。（訪談資料，B1）

其次，第三代的青盟在 2011年底「蘭嶼曙光、微笑陽光、核

廢死光」跨年靜坐中集結成形，在 2012年的驅除惡靈行動中呼喊

「青年站出來，核廢一起來」，並將過程剪輯成MV放上 YouTube，

以自己的媒體向外界發聲。隨後參加當年的「311核電歸零」全臺

反核大遊行，透過臉書號召逾百名達悟族年輕人參與，2013年則

與臺東廢核反核廢聯盟等團體共同發起「309護臺東反核廢」遊

行。除了反核廢議題外，青盟亦透過淨灘、回收廢油、關切土審會

續租案等方式，喚起達悟族人對家園的愛護。他們主張反核廢是為

了維護蘭嶼的居住環境與永續發展：

近年島上觀光產業發展蓬勃，也帶動了全體島民的經濟條

件。我們除了必須要維護這美麗的海洋與自然環境作為重

要的永續觀光資產外，身為世代居住在此的住民，我們更

有責任在發展觀光與經濟誘因之下，為自己後代子孫的居

住環境把關。（蘭嶼青年行動聯盟，2012；本段引文粗體

為作者所加）

綜觀第二、三代反核廢行動的論述框架，已從族群正義轉向

環境思維，以非核家園為目標，動員召喚亦從滅族的恐懼訴求轉向

正面積極的愛護家園，以維繫蘭嶼的永續觀光資產。必須要說明的

是，首先，關於框架移轉的分析並非指稱第一代運動者不關切環境

議題，或是第二、三代成員不關心民族文化議題，只是強調運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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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策略的改變，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創造新的主導框架。事實

上，包括核廢料外洩、貯存桶鏽蝕的問題都不是新的發現，揭穿原

能會與臺電的核電科技神話亦非新的論述，只是在 2002年之前主

導的第一代運動者，將反核廢構框為反殖民的問題，2011年起取

得發聲的第二、三代則強調環境的永續。第一代領導人 A1在訪談

時就指出，過去他和原能會官員在談判時總是「不對盤」，因為他

談的是「民族權益」，對方談的則是「核能科技」。至於新世代成員

則回歸環境議題，並與反核運動結盟，強調核能的危害。

其次，愛護家園的動機框架，既是環境運動常用的術語，亦展

現了原住民部落主義的開花結果，即同時呼應了環境運動與原住民

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如同甘森所指出，社會運動透過對立的過程，

具有形塑集體認同的作用（Gamson, 1992）。以臺灣的環境運動來

說，1980年的反汙染抗爭就常以「保家園」為抗議標語，1990年

代在「重返家園」的時代精神下，社區經營是環境運動的動員策

略，使得愛鄉的地方認同成為一股抵抗力量（何明修，2010）。在

後勁反五輕、美濃反水庫等運動中，都可看到在地認同如何成為持

續動員的力量（呂欣怡，2009；林福岳，2002）。就原住民運動來

說，部落主義所實踐的地方性認同（靳菱菱，2010），在反核廢長

達近 30年的動員中獲得落實，亦是新世代愛護家園訴求的重要因

素。這說明了反核廢同時具有原住民運動與環境運動的身分，只是

在不同時期調整框架，以強化運動的共鳴。

肆、運動框架移轉的因素

如文獻回顧所整理，由於社會脈絡的改變，或是來自內、外部

的競爭，社運組織與行動者在運動的周期中有可能移轉主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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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代行動者的主事下，反核廢運動長期以民族主義與族群正義

召喚參與者，從 1988年起數次成功發起大規模的抗爭，顯示其框

架能引起島內的共鳴，並達成有效的動員。不過 2002年後運動已

失去動能，媒體呈現的核廢料議題多圍繞著臺電的回饋金打轉，反

核廢的士氣低迷，如欲重啟運動，有必要展開框架移轉，以號召參

與者，並取得外界支持。2011年起新一波的反核廢運動從民族議題

轉向環境思維，就是因應社會脈絡的改變，並反映了行動者組成的

變化。本文認為運動論述的改變與以下因素相關：世代間的競爭、

原運與反核運動的消長、蘭嶼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一、世代間的競爭

同一世代行動者所共享的時代精神與類似的生命歷程背景，有

助於集體認同形塑，更容易達成行動的共識（何明修，2005）。參

與反核廢運動的達悟族核心分子可概分為三代，其成長的環境與時

代氛圍相當不同，也形塑了其思考方式。

第一代行動者是部落中少數的知識菁英，他們或接受一般大

學教育，或出身於神學院系統。1987年反核廢抗爭開展時，正是

原運與反核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而這兩波潮流對他們有深遠的影

響。首先，1980年代中期起原權會、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少數民

族委員會、長老教會山地宣道委員會、《人間》雜誌社等關懷原住

民處境的組織與媒體成立，泛原運如火如荼展開，關切文化認同與

土地問題（紀駿傑，2007），因此積極推動正名、還我土地、自治

等運動。其次，1980年代亦是反核運動興起之時，在 1979年美國

三哩島事件、1985年核三廠火災、1986年蘇聯車諾比核事故後，

政府仍執意興建核四，升高了國內反核聲浪，環保聯盟在 1987年

成立後就以反核為重心（張國龍、黃錦賢，1988）。1988年環保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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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連同綠色和平工作室、《新環境》雜誌社等組織將反核錄影帶與

輻射傷害幻燈片帶到蘭嶼，讓反核廢青年透過說明會向達悟族人宣

傳，揭破核電安全的「科技謊言」，以及核廢料問題的不公義（康

橋，1988）。當環保團體聲援反核廢時，主要以專業角度說明核能

的危害，不過曾參與原權會的反核廢核心分子如郭建平、夏曼．藍

波安等人，更關心的是原運揭示的民族壓迫與土地、認同問題。後

來在部落主義的影響，以及泛原運內部的分歧下，他們返鄉專注蘭

嶼的民族運動，其論述則受到臺大教授夏鑄九、前《人間》雜誌記

者關曉榮等反帝國主義的左派思想影響。

關曉榮早在 1987年的一篇報導中即闡述了核廢料為殖民問

題，反映了中心與邊陲的結構及對少數民族的剝削；他在另一篇文

章中也提到自己為反核廢定調，並影響反核廢青年「將雅美族人

總體的歷史苦難與 80年代末期臺灣本島爆發的泛原住民運動相結

合」，進而推展族群解放運動（關曉榮，1987；1991）。夏鑄九與

陳志梧（1988）亦在一篇論文中定義反核廢運動是少數民族抗議

蘭嶼依賴臺灣發展引起的邊陲民族危機，並細數漢人政府種種傲慢

的施政。也因此，反核廢領袖藉由這場運動展開達悟族的民族解放

之路。第一代領導者 A1在訪談中仍重述關、夏兩人的民族解放觀

點，並肯定《人間》的影響；但對於環保團體就有所批判，認為他

們「沒有對（蘭嶼這塊）土地有依存關係，不會為土地盡心力」。

A2在訪談中亦強調他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反核分子」，反核

廢的目的是要「留給下一代尊嚴」，讓族人重新了解傳統文化與生

活方式的價值：

因為這是為了自己本身環境的問題，是整體的民族問題，

不能矮化成反核的問題。我們要從文化的角度看，是整體

性、統整性的，不單純只是反核運動而已，而是民族運



32

思與言第53卷第 2 期

動。蘭嶼面臨的問題不是單一核廢的問題……核廢來了，

海尼根也來，可樂、臺啤、海尼根都要喝。你知道是什麼

意思嗎？（訪談資料，A2；本段引文粗體為作者所加）

因此，第一代反核廢行動者關切殖民主義及其帶來的現代性對

達悟文化的壓迫，反核廢即是反殖民，而只有民族自決能改變這樣

的處境。運動領袖如夏曼．藍波安後來甚至重新學習傳統達悟族的

生活方式，如造船、打魚，並透過文學宣揚達悟飛魚文化的生態多

樣性，實踐達悟族傳統的環境和生態知識。不過如同其他泛原運知

識菁英，第一代領袖側重在理論、概念和原則上提出批判，因陳義

過高、距離人民實際生活太遙遠而難以引起共鳴，逐漸成為偏離群

眾的菁英（謝世忠，1992；田哲益，2010）。在蘭嶼，第一代領袖

亦面臨不少來自運動內、外部的批評。

相對的，第二、三代反核廢行動者的成長背景相當不同。就時

代精神而言，當 1995年第二代成員加入抗爭時，泛原運已進入尾

聲；到了 2011年加入的第三代，儘管同樣經歷在臺灣求學、工作

受歧視的經驗，但他們較少有第一代的悲情與知識分子情懷，擔憂

現代性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吸引其返鄉的重要因素反而是蘭嶼因生

態觀光帶來新的經濟機會。就知識訓練來說，相對於第一代知青是

少數菁英，第二、三代參與者已擴散至各種不同教育背景。第二代

成員 B1即分析，「反核廢前輩」的特色是具有論述能力，而第二

代則具有行政能力，了解如何在幕後折衝。因外，第二、三代運動

者從高遠的民族主義理想回歸現實的思考，即著重「生活經驗的可

共量性」（Benford and Snow, 2000），從動員目標群眾的生活經驗出

發。希婻．瑪飛洑以「媽媽」的身分緊咬輻射外洩對人體傷害的議

題，而喊出「愛蘭嶼．要行動」的青盟則將海灘垃圾、廢機油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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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汙染議題與反核廢綁在一起，而訴求「乾淨的家園」。第三代的

C2即指出這些行動背後的邏輯很單純：「反核背後的東西就是我

只是要一個乾淨的家園，就這麼簡單，其他不用多說，就是乾淨的

家園，我才有辦法在這個島上繼續生存下去，不然的話它離不開一

天，我們就沒辦法安心的過生活。」

二、原運與反核運動的消長

除了世代間的思考方式不同外，行動者亦可能順應時代的主

要潮流和趨勢，以及同時期其他運動的意旨，而設定新的主導框架

（Oliver and Johnston, 2000）。原運與反核運動不只影響蘭嶼反核廢

領袖的思維，其運動周期的消長亦牽動了反核廢的動能。1980年

代兩個運動興起時，都曾獲得黨外的支持，並依附於政治反對運動

而壯大，而在 199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不過在 2000年民進黨執政

後，除了 2002年反對馬告國家公園所發起的「1026光復原住民族

傳統領域」大團結外，原運少有大規模的跨族群抗爭；相對的，反

核運動在 2011年再度掀起熱潮，並獲得跨界、跨組織的聲援。

首先，泛原運於 1987年至 1993年間推動正名、反蒙藏委員

會、還我土地等多項運動，其訴求後來逐一獲得政府回應，包括

1994年正名為「原住民」，1996年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

民會」）成立，地方政府亦設置相應組織，運動者進入政府體制內

擔任要職，而使得泛原運所走的政治路線停滯；另一方面，由臺

邦．撒沙勒倡議的部落主義則受到社區營造等政策支持，1990年

代原運由激烈的街頭抗爭轉變為以原鄉為基礎的復振與社會重建運

動，其理想亦從泛原住民主義回歸到原鄉空間（home place）（江以

文、林津如，2011；汪明輝，1999）。然而在地方性被突顯的情況

下，各族群間事不關己的疏離感增強（靳菱菱，2010）。到了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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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進黨執政，總統陳水扁與各族代表簽定「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

新的夥伴關係」，部落主義的議題亦落實到原民會的政策，例如繪

製部落地圖、調查傳統領域、建立民族議會等（江以文、林津如，

2011）。2003年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新部落運動」，再深化部落主

義文化復振的效果，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原運的訴

求進一步進入體制，「捍衛家園」的草根抗爭成為原運的主軸（阮

俊達，2012）。

原運的變化亦牽動反核廢的發展。當反核廢領袖在 1990年前

後返回蘭嶼時，與臺灣島上的泛原運漸行漸遠，1989年原權會主

導的還我土地運動亦否決聲援蘭嶼反核廢（周瑞貞，1998）。此外，

部落主義帶動原住民菁英返鄉潮，各族間缺乏連結，少有串連的行

動。在這樣的情況下，蘭嶼的反核廢與其他原運幾乎脫節，直到

2012年青盟才又與臺東達仁的排灣族反核廢組織結盟，然其共同的

目標即是反核廢。

相對於原運從跨族群運動轉向各族的草根抗爭，反核運動則

是在歷經低潮後再度興起。反核運動在 1980年代即與黨外關係

密切，民進黨成立時並將反核寫入黨綱，1990年起隨著民進黨取

得核四所在的臺北縣（今新北市）執政權，反核聲勢壯大，並於

1994年達到最高峰，但其後議題逐漸冷卻；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

統後宣布中止核四興建，受到反對陣營抵制，核四的議題隨後消失

（Ho, 2003）。不過在這段期間，以新世代青年為主體的綠盟成立，

持續鴨子划水式地關注反核議題。2011年的福島核災造成舉世譁

然，讓經歷 10年低潮的反核運動再次取得能量，除了過去的反核

陣營外，亦取得跨界支持，如藝文界發起「我是人，我反核」、企

業界的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都加入反核的陣線。2013年由綠盟結

合 150個團體發起的 309反核遊行全串連，參與人數逾 20萬人，

創下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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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反核聲音的弱化與反核廢運動的沉寂時間大致重

疊，也說明了彼此的關係。第二代反核廢領袖 B1就強調這兩個運

動的連動性：

一定是有關係的，你不能只是把它連結到是因為我們這邊

回饋金的因素導致人心（註：意指為了領回饋金而不願反

核廢），那某種成分當然也會有不能去排除，可是我覺得

它還是扣連到整個、整個臺灣地區的那種整個反核的環境

啦，還是有關。（訪談資料，B1）

當反核運動在 2011年捲土重來，且從邊緣走向主流，也為反

核廢運動帶來新的契機。希婻．瑪飛洑在 2011年加入綠黨競選不

分區立委，後來又與綠盟合作，並展開國會遊說路線，其主打議題

包括輻射外洩、核廢料桶檢整作業問題等，均獲得主流媒體大幅報

導，這與福島核災後的反核聲浪高漲不無關係。隨著結盟的對象轉

換，運動者必須與外部團體建立一套共同的詮釋觀點，以進行聯盟

性的構框（何明修，2005）。因此，在原運轉向各部落各司其事、反

核運動再起的社會氛圍下，訴求核廢料問題的環境人權，並與反核

運動結盟推動非核家園，不論是對外或對內動員都較易取得共鳴。

三、蘭嶼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近 30年的反核廢運動經過一個世代，蘭嶼的社會物質條件已

有所轉變，特別是觀光產業的發展，以及對各種回饋制度的依賴。

而隨著新世代的成長，運動的動員策略也從說服各族德高望重的耆

老，到吸納在島內逐漸依賴「現代化」發展維生的青壯世代，這亦

是構框改變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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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過去 10年來蘭嶼島內最顯而易見的經濟結構改變就是

觀光化的發展。蘭嶼早於 1967年就開放觀光，外來遊客獵奇式的

窺探引發諸多爭議，不過 1998年財團法人蘭恩文教基金會（以下

簡稱「蘭恩文教基金會」）承辦生態解說、民宿餐飲經營管理後，

逐漸興起以民宿結合生態導覽的旅遊型態，觀光儼然成為島上重要

的經濟來源（黃正德，2005）。根據「蘭色大門：蘭嶼民宿旅遊連

線」網站資料，
2 2013年蘭嶼已有 57家民宿業者。在傳統種芋頭、

捕飛魚的農漁經濟以及公部門的職務之外，觀光產業提供了返鄉年

輕人新的謀生方式。對他們來說，維護好的生態環境是維繫生存最

立即的需求，而反殖民則太過抽象與遙遠，要回歸到第一代強調

的傳統生活方式亦不可行。亦是民宿業者的 B2即談到了他既要打

魚、也要服務客人的雙重角色，說明了思考達悟族的文化必須考慮

「我們到底是不是 30年前的蘭嶼人，我們到底要談多久以前的單

純的文化」。另外，他也認為反核廢應用「比較清晰，比較聽得懂

的語言、聽得懂的邏輯」，讓蘭嶼的聲音傳達出去，與政府溝通。

B2的想法突顯了蘭嶼陷於兩種環境觀的衝突，亦即第一代主張的

傳統環境與生態知識，以及新生代與環境運動共享的「維護生活品

質」、「生計活動」訴求（何明修，2010）。前者主要從民族文化的

層次思考，後者則反映了愛護家園環境的思維。

其次，除了轉向觀光的經濟型態外，臺電回饋金也是造成島

內分裂的主因之一。臺電於 1999年首次以 27,000萬元的回饋金取

得貯存場土地的續約，後來鄉公所撥給設籍的蘭嶼居民每人 6,3000

元，到 2010年又分給每人 51,000元。此外，在 2002年的抗爭後

臺電亦捐贈 20,500萬元用於社區總體營造，加上家用電費免費優

2 〈蘭色大門：蘭嶼民宿旅遊連線〉，蘭嶼民宿全攻略，網址：http://travel.lany 
u.info/hostel。（點閱日期：2013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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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讓蘭嶼居民習於臺電給的福利措施，而淡忘了核廢料的危害，

C2就用鴉片來比喻這樣的關係：

其實我形容核廢桶它就是一種鴉片，鴉片吸了久了你就會

想要抱著它離不開，離不開你就沒有辦法，過度的依賴，

依賴了之後，醒的人還是醒，吸的人還是有人在吸，當這

些醒的人要把它們弄開之後，那些吸的人就會出來啊，開

始來笑你，它好好的啊，我們就領回饋金，你也沒有幹麼

啊，對不對？（訪談資料，C2）

在多年的反核廢運動後，顯然蘭嶼居民沒有真正意識到核廢料

的危險性，並在回饋金的籠絡下，對於滅族的動機框架感到麻痺，

畢竟表面看來 30餘年與核廢料共處是相安無事的。就連第三代成

員 C1都提及自己過去對反核廢滅族訴求的無感：

我只記得從小到大一直到現在為止，記得說，那天他們反

核的時候，他們說都世界末日了這樣子，然後我就一直翻

日曆，我要死掉了，對啊，我最記得的印象就是翻日曆，

結果他們都回來了，怎麼大家都沒有死掉，然後長大了有

一點印象說那是他們在反核啊，對啊這樣的印象，其他都

是空白。（訪談資料，C1）

因此，蘭嶼觀光化的發展，以及達悟族人多年來對政府回饋的

依賴，都使得民族主義的訴求與「滅族恐懼」脫離了一般居民的現

實生活情境。新世代的行動者以「愛家園」為號召，追求環境權的

實現，並以科學證據突顯核廢料的實際危害，以維護蘭嶼生態觀光

的永續發展，顯然更能引起在地的共鳴。必須說明的是，「愛家園」

的確是與環境運動共享的價值，但它亦是民族認同的展現，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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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家「蘭嶼」島，即是達悟族歷代棲身之地，其土地、人群與文化

是具同一性且密不可分的。

伍、結論

本文從社會運動的構框分析蘭嶼反核廢運動的集體行動框架移

轉，發現這場歷時 20餘年的運動共有三代的核心成員加入，但從

2011年起新一波動員的主導框架已與過去有所不同，從早期的族

群正義轉化為環境權。透過歷年來反核廢運動發出的宣言、聲明、

新聞稿等文件，以及對三代運動核心分子的訪談，本文論證了在主

導框架移轉下，運動的框架設定亦隨之改變：舊運動將核廢料問題

診斷為殖民主義，其預後則是自治，並以滅族作為動機框架召喚族

人參與；而新運動以環境權為診斷框架，其預後框架為非核家園，

其動機框架則是愛蘭嶼。這個論述的改變與幾個因素有關：世代間

的競爭、原運與反核運動的消長、蘭嶼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然而這個論述的改變，與其說是運動的突然轉向，不如說是新

的參與者加入，而使得世代間產生對運動詮釋權與集體行動框架設

定的爭奪。從表面上看來，反核廢第一代核心成員在新運動中仍佔

有主要論述權，包括擬定行動聲明與對外發言等，讓外界不易看出

運動的轉變，然而以世代的觀點審視，即可發現運動的微妙變化。

第一代成員出身於泛原運，關懷原住民被殖民的歷史與族群承受的

苦難，後來落實部落主義的精神，回歸家鄉進行傳統文化復振工

程。第二、三代則缺乏與原運的連結，其成長經驗雖仍在主流社會

中被歧視和排擠，但隨著部分原運訴求被納入國家政策，客觀上原

住民在臺灣社會的處境已與 30年前不同。新世代並非不關心族群

問題，只是更直接面臨觀光化後蘭嶼的環境問題，並在死灰復燃的

反核運動中找到新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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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廢新世代行動者對集體行動重新構框，除了反映了其世界

觀與舊世代不同外，亦說明了隨著社會脈絡的改變，行動者必須採

取新的論述策略，以取得文化共鳴。然而儘管舊運動訴求的核廢料

遷離蘭嶼，或是追求的民族自治，均難以達成目標，但這不代表舊

運動的全然失敗。社會運動除了行動目標外，很重要的亦是參與者

個人認同的強化與自我實現；可以說，構框過程原就內含了認同的

建構（Benford and Snow, 2000）。運動認同的概念使得個體生命歷

程與集體歷史成為相互辨證的過程，一方面社運仰賴共享生命歷程

背景的行動者參與，另一方面社運亦會改變參與者的生命歷程（何

明修，2005）。從「反殖民」到「愛蘭嶼」，反核廢從高遠理想轉向

生活現實，從複雜的論述轉向清楚簡單的口號，從負面的抵抗轉向

正向積極的行動。然而這個過程亦有延續性，即蘭嶼從 6個部落各

自為政的傳統，逐漸形成一個社區的概念，並從「達悟」這樣的族

群身分取得主體性，其原因當然相當多元，包括蘭恩文教基金會長

期從事的社區營造、蘭嶼居家關懷協會所做的居家醫療照護等。然

而反核廢運動所推動的民族議會、自治等議題雖然無疾而終，但其

倡議的文化自覺亦形塑了達悟族群認同。當原運回歸原鄉空間，可

以說反殖民的時代氛圍過去了，代之而起的是愛家園，這也融入了

新世代反核廢參與者的思維邏輯中。如果沒有過去的反核廢，新世

代參與者號召的「愛家園」動機框架是否會被提出，或是有效動

員，不無疑問。

蘭嶼反核廢是一個表面看來單純的單一族群、單一事件運動，

但在近 30年的抗爭中，卻呈現與原運及環境運動複雜的糾結。本

文從其構框的轉變出發，分析了運動背後的核心價值及其衝突、轉

化。在本文撰寫之時，新一波的運動仍在發展中，但明顯可見的是

參與層面的擴大，但其路線是否能突破過往的困境，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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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世代歸類 主要參與反核廢組織

A1 男 第一代 雅美青年聯誼會、部落文化基金會

A2 男 第一代 雅美青年聯誼會、部落文化基金會

B1 女 第二代 蘭嶼旅臺達悟同鄉會、部落文化基金會

B2 男 第二代 蘭恩文教基金會

C1 男 第三代 蘭嶼青年行動聯盟

C2 男 第三代 蘭嶼青年行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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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thnic Justice to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Fram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o Anti-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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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o anti-nuclear waste movement has been entangled between en-
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aboriginal movemen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 
From 1987 to 2002, ethnic justice had been used to mobilize potential par-
ticipants. Since 2011, however, the master frame has transformed to the right 
to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dopts framing theory to examine such trans-
formation and the mechanisms behind it. In particular,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social contexts. In the past, the 
diagnostic frame, prognostic frame and motivational frame were colonial-
ism, autonomy and ethnic extinction, respectively; since2011, those frames 
have become environmental rights, no nukes and localism. This reflects 
competition between activis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 wax and wane 
of both aboriginal mo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change in Orchid Island’s economy.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goal 
of nationalism pursued by early activists has been partially accomplished 
th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As a result, the 
right to environment is used to reignite enthusiasm for internal mobilization 
as well as expand external support for the movement.

Keywords: Framing,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thnic Movement, Tao, 
Orchid Is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