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權在地實踐 

吳文宜 

  台灣近幾年來政治、社會上不斷地開始發聲，人們也開始意識到，社會上充

滿著許多問題，最終的解決之道，還是在於整體公民的自我提升。以此，我們才

能夠真正的「由下而上」，傳達人們實際的需求。 

  「公民權在地實踐」方案，即是為鼓勵學生、教師、社區人士自主性之公民

事務參與，並提升在地公民權之實踐，以東華大學之名參與籌劃、執行、推廣「公

民權在地實踐」相關活動與論壇。本專案透過與在地非營利組職和社團的合作，

策劃公民論壇（哲學星期五／非星期五＠花蓮＿東華），討論相關公民社會議題，

結合在地組織共同協助文化創意與友善環境之有機產業推廣。以串聯社會議題與

在地資源來聚集「公民論壇」的場域，並推動文化創意行銷，達到公民權實踐力

的資源整合與共享，培養本校師生用在地的公民意識去實踐公民權利。 

  方案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說明： 

一、公民論壇 （哲學星期五 ／非星期五＠花蓮＿東華）：目前已經連結全國性

知名的「哲學星期五／非星期五」系列活動，由方案管家聯合在地非營利組

織、系所、社團等，共同策劃論壇內容與方向。志工們在日常中尋找題材，

將感興趣的議題透過此平台與其他公民討論、對話，增加議題的關注性與論

述。另，開放式的平台有助於學生與當地居民互動，討論在地環境、社會議

題時能真正接觸到居民的想法。 

二、「文」、「機」亮點：協助文創及有機產業的行銷與推廣，結合本校原住民族

創業育成中心，參訪在地原住民族群之文創業者，建立起原住民廠商的資料

與互動關係。 

三、在地組織串聯：此方案在執行過程中與許多校內（如財法所、環境學院等）

以及在地組織（如花蓮縣部落大學）合作，並且參訪部落（如港口部落）以

及在地組織（如外配中心）。在互惠原則下合作，建立關係以及長期進駐能

力的培力。                    

  具體而言，方案會與「台灣原夢瑪巴琉協會」所經營的複合式議題空間「湖

畔聚樂部」合作，並透過訓練方案管家規劃活動，使得社會運動也能逐步透過營

業的方式來「自籌款項」。深耕社會運動意識的同時，也能有收入維持經費的開

銷，創造產業與就業機會。 

  方案最終期能透過上述活動內容鼓勵、培養參與者，規劃、執行活動以及未

來創業之能力。促進青年、當地人士對於公共、社會事務的關切，且能實踐於生



活之中。著重培養公民參與的「自主性」，因此所有活動規劃以不「綁課」為主，

期望能在校園中看見「公民參與」的效果。 

 



                      

  3  月執行進度報告書 

方案名稱 日常生活公民權在地實踐 

填表人 斐立安 

內容說明 

一、方案執行狀況說明： 

1.哲學星期五/非星期五公民論壇系列 

2.文創品展售串聯（微型創業） 

 

二、原定本月執行目標： 

1.3/13 - 3/24 居住正義海報展與影片放映 

2. 3/24 東華服貿大聲公 

 

三、本月目標完成度： 

100% 

 

四、2、3月執行成果描述： 

1. 2/25邀請花蓮部落大學校長兼執行長鍾文觀以及族語推廣專員到「世界原住

民族通論」（原民院核心課程) 到族文系（上午）以及語傳系（下午）分享部落

大學推動全族語以及國際串聯。 

2. 2/25 – 2/28 前行的力量－－228 和平紀念日系列活動 (串聯在地組織、校

內單位合作、學生/教師/社區人員互動交流。) 

3.【家】 居住權海報展 X 居住權講座 （同上。請見附件之活動說明、海報、

新聞稿） 

4. 3/24 東華服貿大聲公（由學生自主性參與籌劃，單次參與人數達百人，並有

電台專訪報導） 

【講題】東華服貿大聲公 

【時間】2014年 3月 20日（四）10:00 – 12: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會湖畔聚樂部 (湖畔餐廳三樓) 

【主持】謝若蘭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五、執行效益評估(請就方案整體規劃進行評估)： 

1. 過去一年結合學生社團、相關課程等執行校園內的公民論壇（於教師會湖畔

聚樂部舉行的哲學星期五/ 非星期五＠花蓮＿東華）已經產生影響。在校內若有

相關議題活動，老師、學生會主動接洽湖畔聚樂部協助。此為能量的累積，更是

校內外關心公民權實踐的串聯。 

2.所累積的「公民論壇」能見度已經擴展至全國性（配合哲學星期五系列，活動

均聯合全國宣傳網絡），有助於外界對於東華「慢活」、「封閉」等想法之破除，

或許也扮演協助招生角色。 

3.由助理（方案管家）協助邀約講師 / 業師，並聯繫公民團體（例如日初公社）

以及部落組織（港口部落、部落大學），訓練組織與協調能力。 

4. 湖畔聚樂部的設立由先前助理（方案管家）協助打下基礎，目前已經聘用兩

位兼任工作人員，並且成功串聯在地文創品行銷管道。應多投入資源由方案小管

家將此當成基地，不僅在公民論壇上持續深耕，更可以鼓勵小型創業之窗口。 

5.雲林科技大學的哲學星期五體系是由教學卓越計劃產生單一項目。相較於本校

模式，尚以個人脈絡尋求資源，在運作上無法擴大。而在經費上更由上學期四萬

減低到兩萬（卻於審查中看不出哪一個項目沒有做好？），讓本計劃團隊對於本

校「社會參與」的定義（還是社參中心完全走向微型創業？）有所疑惑。 

 

六、需要社參中心協助的部份: 

經費不足 

 

七、需要在月聚會提出討論的部份： 

無 

 

八、照片(3-5張) 



 

上：部落大學分享   下：228 前行的力量 

 



 



 
圖三、四：服貿大聲公（內外場均有人，單次活動達百人次）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日常生活公民權在地實踐 

活動名稱 
居住權講座二【反迫遷案例與兩公約居住權】 

反迫遷案例與兩公約居住權 

活動日期 2014年 3月 20日（四） 活動時間 10:00 – 12:00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工三講堂 參加人數 50人 

主 持 人 
張鑫隆 / 財經法律研

究所助理教授 
主 講 人 

施逸翔 / 台灣人權促進

會執行秘書 

活動內容說明 

一、活動宗旨： 

財產權混淆普世的居住權，究竟什麼是居住權？ 

 

二、執行狀況： 

受到社會矚目的士林王家、大埔張藥房、以及華光社區案迫遷案，其實只是政商

聯手破壞性發展主義下的縮影，在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底下？人民還能拿起什麼對

抗暴力、保護自己？ 

 

三、效益評估： 

馬政府在 2009年批准了兩部國際人權公約，立法院也通過了兩公約施行法，公

約所規範的基本人權於焉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經社文公約第 11條明訂人人受

到適當居住權之保障，但政府往往以狹隘的財產權混淆普世的居住權，究竟什麼

是居住權？ 

 

四、活動檢討： 

我們又如何突破政府的謊言，穩穩握住屬於我們的權利，抵抗不懈！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相片(3-5張) 

無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日常生活公民權在地實踐 

活動名稱 
居住權講座一【火燒自由街：反台鐵宿舍迫遷案後記】 

從《火燒自由街：反台鐵宿舍迫遷案後記》談居住權 

活動日期 2014年 3月 19日（三） 活動時間 19:00 – 21:00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會湖

畔聚樂部 (湖畔餐廳三

樓) 

參加人數 30人 

主 持 人 

戴興盛 / 國立東華教

師會理事長、環境學院

副教授 

主 講 人 

施逸翔 / 台灣人權促進

會執行秘書、反台鐵宿舍

迫遷小組成員 + 台鐵宿

舍居民 

活動內容說明 

一、活動宗旨： 

如何行動捍衛居住權 

 

二、執行狀況： 

我們邀請到當時投入組織工作的「反台鐵宿舍迫遷小組成員」以及台鐵宿舍居

民，來回顧這段悲傷的迫遷經驗與被迫遷後的境遇。而台權會作為兩公約施行監

督聯盟執行秘書，也會論述台鐵不但違法迫遷居民，並與大家思索我們來能如何

行動捍衛居住權。 

 

三、效益評估： 

基本上台鐵聲稱的「依法行政」是錯誤的，因為種種作為已經違反在國內已經具

有法律效力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涉及居住權和反迫遷的第 4號和

第 7號一般性意見。 

 

四、活動檢討： 

原本長年安居於花蓮市自由街台鐵宿舍的居民，一直以為政府會遵守讓他們永久

居住的承諾，但大約從民國 88年起，台鐵開始啟動一連串迫遷居民的作為，包

括修改位階很低的行政命令、訴訟排除、要求賠償等等。甚至發生了全台灣迫遷

事件現場都會出現的那把無名火，也就是 2012年 10月的那場大火。居民處在威

脅與無家可歸的焦慮中，最終被迫搬離他們生命記憶緊密相連的家園。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相片(3-5張) 

無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日常生活公民權在地實踐 

活動名稱 
居住權講座二【反迫遷案例與兩公約居住權】 

反迫遷案例與兩公約居住權 

活動日期 2014年 3月 20日（四） 活動時間 10:00 – 12:00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工三講堂 參加人數 50人 

主 持 人 
張鑫隆 / 財經法律研

究所助理教授 
主 講 人 

施逸翔 / 台灣人權促進

會執行秘書 

活動內容說明 

一、活動宗旨： 

財產權混淆普世的居住權，究竟什麼是居住權？ 

 

二、執行狀況： 

受到社會矚目的士林王家、大埔張藥房、以及華光社區案迫遷案，其實只是政商

聯手破壞性發展主義下的縮影，在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底下？人民還能拿起什麼對

抗暴力、保護自己？ 

 

三、效益評估： 

馬政府在 2009年批准了兩部國際人權公約，立法院也通過了兩公約施行法，公

約所規範的基本人權於焉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經社文公約第 11條明訂人人受

到適當居住權之保障，但政府往往以狹隘的財產權混淆普世的居住權，究竟什麼

是居住權？ 

 

四、活動檢討： 

我們又如何突破政府的謊言，穩穩握住屬於我們的權利，抵抗不懈！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相片(3-5張) 

無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日常生活公民權在地實踐 

活動名稱 東華服貿大聲公 

活動日期 2014年 3月 20日（四） 活動時間 10:00 – 12:00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會湖

畔聚樂部 (湖畔餐廳三

樓) 

參加人數 70人 

主 持 人 
謝若蘭 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主 講 人  

活動內容說明 

一、活動宗旨： 

自政府強力推動「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來，引發各方爭議不斷，要讓更多

人了解服貿的機會。 

 

二、執行狀況： 

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平表達意見，與社會各界進行溝通對話，以形成或改變

公共意見，並影響、監督政策或法律之制定 

 

三、效益評估： 

喚起了熱忱，能夠做的只能以更多的身體力行與行動策略去回應。 

 

四、活動檢討： 

建議同一區域內的大學院校能成立一個有效的參與合作平臺，共同規劃或參與區

域內之整體社會參與發展的事項。 

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相片(3-5張)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