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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結合社會運動語藝批評與環境語藝批評之研究取徑，並採用語藝批

評中的幻想主題批評方法作為實際分析工具，探討歷時近八年(1992-2000)

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之語藝歷程。主要目的在透過對運動論述的分析討

論，理解一個肇始於地方的環保抗爭如何使用語言符號，且由小團體轉換

至公眾的共識動員經過，同時亦從環境運動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回答「環

境運動與語藝之間的關係」。 主要研究問題有三：一、美濃反水庫運動的

論述採行哪些語藝策略？二、這些論述如何界定環境議題？又如何經由語

言符號聯結特定議題，建構出共享的符號真實？三、這些論述如何進行召

喚與動員？又如何與外部情境互動？是否面臨語藝歷程的轉折？ 研究結果

發現：隨著運動歷程的推進，其運動論述欲召喚的語藝社群乃隨之擴張，

因而建構出「從『愛美濃』到『愛台灣』」的語藝視野變遷，並分別呈現

出兩個面向：一、從「反對美濃的水庫」到「保存台灣的水資源生態」；

二、從「延續客家族群的文化命脈」到「提升台灣人民的環境觀」。其因

應運動發展歷程在遭遇語藝困境時進行的修正、調整，突顯了社會運動的

動態特質。而運動論述產生的召喚與說服作用，乃循著論述中鑑別「我

群」與「他者」的二元對立機制而來，言說者運用了階層差異的概念，將

語言中的負面認同作為區辨人我、召喚聽者的基礎。此外，在公眾意識擴

張的過程中，絕大多數論述以召喚性的功能為主，傾向將環境倫理的辯證

模糊化，而非進行深層且抽象的環境價值探討，使聽者得以在情感上被煽

動，尋求身份階層的認同，支持運動主張，甚至積極加入行動。 根據本研

究結果顯示，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一個運動的成功，往往無法孤

立於單一的議題與訴求。社會運動／環境運動的參與者或許更應思考，有

朝一日如何能像歐美國家一般，透過論述之建構，對社會進行全面而持久

的改造，最終使「生態永續」的新環境典範在此間生根；並期待台灣的公

民素養在未來更臻成熟，運動者得以營造一個理性辯論的空間，在與政府

或民眾進行對話時更能聚焦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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