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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馬祖人為土地上街頭：網路與社會運動初探

林瑋嬪 *、王惇蕙 **

2011年 4月 22日，網友王長明在馬祖資訊網上公布了一個訊息：〈走上台灣街頭，

爭取早該還給馬祖人民應有的權益〉。文章中以慷慨激昂的語調說明了馬祖人面臨土

地問題，並以 20多年前馬祖人在 8月 23日走上台灣街頭爭取馬祖權益向當地人喊話。

 原文如下：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努力絕不會「成功」。台灣里長的選票有的比我們

馬祖選出的立委和縣長選票還多，馬祖怎麼不弱勢？

政府官員口口聲聲說苦民所苦，但中央政府卻佔盡馬祖人民的權益（土地和馬祖

民防自衛隊台海保衛戰役榮民就養）。國有財產局幫政府看緊國庫，深怕被政府

機關強佔的土地被馬祖百姓要回去，處處在刁難馬祖百姓，甚至拿納稅人的錢將

善良百姓告上法庭，這樣的情形誰能接受？有為的政府不要讓年長者緊握雙手痛

恨政府，讓他們的子孫一直延續 ......

228政府都可以還原事實真相，為什麼至今屬於馬祖人民祖先的土地不能還原事

實真相？這是什麼道理？是馬祖人好欺負？還是馬祖人不夠強悍？還是實施戰地

政務逆來順受早已習慣？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負責本文的田野調查與論文撰寫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系學士，在台馬祖人。負責本文的網路搜尋與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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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你要虧欠馬祖人民到何時？

P.S：四鄉五島鄉親們，如果願意參加 8月 23日到台灣向中央政府抗議還我金馬

人民的權益，請向還我土地自救會副會長登記。                (王長明 2011/04/22)

本篇文章點閱人數為 4906人 (截至 2011/08/14的統計資料 )，有長達兩頁的「討

論串」。 1在討論之中，不少網友 (如網友 ssenger、2菜埔澳、飛鳥等等 )表達了對王

長明理念的支持，但也有網友對他的遊行提議有所疑慮。例如，有網友以輕蔑的口吻

說：

上總統府鬧新聞   勇往直前吧

不知縣長與議長支持各位嗎

議員鄉長們都支持嗎  媒體誰負責召集呢

劇本由誰負責呢  經費那裡來呢                                          （成大可 2011/04/23）

他在後來更直接抨擊了土地遊行是民進黨的策略，如此反而使得許多網友群起攻

之。例如，網友馬祖魚住就表示：

凡願意為我們弱勢族群發聲，支持還我祖先土地和榮民就養者，都是我們朋友。

國民黨，民進黨或親民黨能同時站出來表達共同意思， 這就更突顯正義光大。來

吧 !朋友，不分彼此，為的是政府虧欠我們鄉親太久了，半世紀不問公理，打壓

刁難謊言法令，多是籍口。清楚的向台灣同胞說出我們的不滿，懇求他們支持，

願天佑馬祖，鄉親旅途平安，身體健康。                        (馬祖魚住 2011/05/11)

他們的發言強調應支持對馬祖有幫助的人，不用事事牽扯到政黨的問題。可見土

1　「討論串」之意為針對該文網友持續的回應。
2　本文中記載的網民英文名字完全依據他們在馬資網上使用的拼法與大小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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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問題積累在多數馬祖人心中已久，即便是政黨之間意識形態的差異，也不必然是

網友們關注的焦點。

〈走上台灣街頭〉引發了馬祖資訊網後續的討論串，慢慢醞釀出後來的 823土地

遊行。由於遊行的促成與網路有直接的關連，本文將從網路資料追溯土地遊行始末，

並探討網路與社會運動關係。本文以刊登在馬祖資訊網的資訊為主要分析對象，特別

是 2006年以後所刊載的消息。3馬祖資訊網（以下簡稱馬資網）於 2001年由劉家國設

立。它以刊登馬祖相關的消息為主，關心馬祖的人可以透過它得知或分享關於馬祖的

訊息。今日，馬資網已發展為馬祖最重要的網站。此外，本文也以台灣的遊行活動以

及馬祖的田野調查做為輔助，以更清楚地呈現整個土地遊行的意涵。

土地問題的網路文類

馬祖的土地問題與 1949年以後台海對立，中華民國政府在金門馬祖設立戰地政

務，實施軍事管制相關。根據當地人的說法，當時很多百姓基於「戰地任務」的需要，

將土地借給政府做為軍事用途。然而，當戰地政務在 1992年解除後，很多馬祖人卻

再也拿不回屬於自己的土地。在馬資網中，可但到網友以不同的方式抒發對土地問題

的感受。其中大致可分為自述、轉述、書信、對話、與漫畫等五種文類。

自述

馬資網中最為常見的便是網友以自己家裡發生的故事來表達他們對土地被國家強

佔的無奈。像是在〈一群等待正義到來的無辜地主〉(2007/01/23)一文，網友周公便

表示現在清水農會的土地原本屬於他們祖先所有，當時因戰地任務之需要，出借給政

府。至今，馬祖早已解嚴，政府不但沒有歸還土地的意思，甚至還把土地出租借出

去，讓他非常的不滿。在〈陳情書－土地！土地！我們的父母還有幾個十年等？〉

(2008/05/27)，網友獅子王說，許多為土地所困擾的人民都已老去，甚至凋零了。他認

為政府相關單位應拿出魄力，將土地歸還給這些過去無條件奉獻土地給國家的善良百

3　馬資網 2006年以前的資料無法找到原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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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網友雷盟弟更以他精彩的文筆將國家的欺騙、土地機構的僵化、以及百姓的無奈

表現得更為清楚：

記得六歲的我，不知有多少次為了家門口土地的事，跟著母親到鄉公所陳情、託

村幹事寫狀子。為了不讓防空洞在自家門口的土地上興建⋯母親憂愁的臉，看著

家門口的阿兵哥，用飛快的速度蓋起了防空洞⋯無奈，軍方的命令任你跟誰陳情

又能如何？軍方說「以後防空洞不用了，土地就還給你家！」這是有關單位的說

法。

67年全家遷台後，母親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回馬祖巡視她的土地，興建北竿機

場時，我家那一片片的農地都被徵收了，母親原本想在大道機場旁起新厝的夢也

沒了，那年母親從馬祖回來，說防空洞荒廢不用，鄉公所又在防空洞外牆築起了

一座新牆，用以遮蔽那頹敗的防空洞及防空洞後方的幾戶破落空房以美化街容，

這就是之前大家要搶救的「北竿美麗的山⋯」塘歧街上那塊牌坊。

母親向鄉公所要土地，沒有人可以做主，戰地政務解除了，馬祖補辦土地總登

記，我家於 88年 10月向地政事務所申請歸還土地，後經連江縣政府不動產糾紛

依法予以調處，⋯⋯收到書面通知的內容，以為土地可以要回了，但事實並非如

此，不久後就收到連江縣法院通知書，鄉公所要告我家，說防空洞的土地應歸屬

於鄉公所，對調處將土地歸還我家的結果提出異議，所以囉，離開馬祖 27年後，

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竟是上法院！來來回回三趟，繳了一筆裁判費，面對鄉

公所請來的律師，最後敗訴。敗訴原因：⋯⋯法官要我方提出 38年之前能證明

土地的文件，想想民國 60年前，有幾戶人家門口的空地有權狀文件呢？⋯⋯ 當

然，法官判案要看證據，鄉公所擁有土地所有權狀，他們哪管 50年代馬祖前線

的軍管實際狀況呢！⋯⋯我想，我還是要再努力看看，要不，哪對得起過世的

母親呢，為一塊小小的土地奔波苦惱，而我這小跟班，卻一路看得清清楚楚。                         

（雷盟弟 200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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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述

第二種文類是一些網友會「路見不平」，在網路上張貼其他人的土地經驗。像是

〈土地糾紛　仁愛村 73歲高齡鄉親遭國財局提告〉(mijas 2010/01/08)，便是網友看到

馬祖日報關於土地糾紛的新聞時，自動張貼到馬資網引發討論的實例。也有網友將《馬

祖通訊》的報導轉載到馬資網：

大陸陷共後，軍校第 13期特科班出身，轉戰福建沿海的王調勳，率「海保部隊」

退守白犬列島，重建閩江海上游擊隊⋯⋯當時由於島上非常欠缺娛樂場所，王調

勳部隊看上目前莒光鄉公所前面的一塊廣場，做為搭建戲臺之用。早期的馬祖，

只有強權，沒有國法，部隊要徵用民房民地，根本無須經過百姓同意，更談不

上租約及租金。部隊二話不說，直接派人拆除戲臺前陳六妹「六扇半」（6根柱

子，5面牆）的木造房子⋯陳六妹的三房妻子楊嬌金趕往與部隊理論⋯全被掃地

出門。⋯民國 53年，原地又「借」給大陸救災總會⋯幾桶煤油和幾包米補償給

原地主，並口頭約定「反攻大陸後歸還」⋯楊嬌金雖然在歷次村民大會中，要求

政府歸還祖產，在軍政府統治下，都不得要領。64年土地登記期間，這塊土地竟

又被縣政府以「無主土地」登記為縣政府所有⋯楊嬌金因此展開了近 20年孤憤

的陳情之路⋯81年 7月 1日，楊老太太走完了人生路程，含恨而逝，臨走前還念

念不忘地告訴女兒和女婿：「祖產沒有討回來，愧對祖先，我死不瞑目！」  

                                                    （陳財能 2010/08/13; 轉引自劉家國 1994/03/18）

網友透過楊嬌金例子的轉載傳遞了百姓對政府的強佔、私相授受的心痛，以及人們失

去土地、愧對祖先的憤慨。土地問題是馬祖人心中共同的沈痛。

書信

除了網友們的自述或轉述外，也有些網友會在馬資網上發文，直接質問馬祖地區

的政治人物，如網友酒徒之〈一問曹立委 〈國軍占用私人土地問題〉〉（2011/08/10）

以及〈二問曹立委〈國軍占用私有地，修法篇〉〉（2011/08/18）。在這系列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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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酒徒的寫作方式看起來就像直接寫信給曹爾忠一般，茲摘錄一段如下：

您說了，馬祖地區土地問題是地方單位執行不力，不須修法。但為何金門籍立委

陳福海在立法院提出〈離島建設條例〉第九條修正案，要求國軍占用私有土地者

返還給金門地區民眾，您卻參與了提案。

提案後卻又忘了將馬祖地區納入，忘了馬祖還有千筆土地被國軍占用，您是太忙

了嗎？忙了忘了馬祖鄉親的痛嗎？忙了忘了鄉親的付託嗎 ?      (酒徒 2011/08/10)

酒徒透過類似書信的方式質問民意代表，呈現出馬祖居民對民代們處理土地問題的不

滿（其他也見 Qaz 23741 2008/06/02; MARS 2009/07/06）。

對話

另一名網友海員的表達方式也相當獨特，在〈媽祖娘娘說：還我土地 (忠鬼英靈

對話錄之 19)〉(2010/01/02)中，他透過忠鬼和英靈的對話，來傳達他對土地問題的想

法，相當有趣。

忠鬼：見鬼了。

英靈：鬼見鬼 ,平常事。

忠鬼：我是說，剛才見到媽祖娘娘去地政事務所了。

英靈：那是見神了。

忠鬼：你猜娘娘幹嘛去了？

英靈：到地政不就是要登記土地嗎？

忠鬼：不錯。小英，你最近變得聰明了。

英靈：不知她要登記哪裡？

忠鬼：馬祖列島三十六座島嶼，包括連江縣的四鄉五島。

英靈：有帶證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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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鬼：有。叫張逸舟。

英靈：是那個 100多歲的老鬼嗎？他怎麼說？

忠鬼：他說，『馬祖島』原名【媽祖島】。民國 38年國軍入島。指揮官華心權 (一

說勞冠英 )以反攻大陸，金戈鐵馬，帶個女人難以打仗為由，牽強附會，去掉媽

之女部，號稱『馬祖臨時指揮部』。自此，媽祖娘娘的土地變成馬家的財產了。

英靈：真有這回事？

忠鬼：你若不信，還有石碑為證。

英靈：媽祖娘娘把石碑也帶來了？

忠鬼：沒有啦。她帶我到馬祖天后宮。

英靈：碑在哪裏？

忠鬼：馬港天后宮右側有三塊碑，第一塊就是。

英靈：上面說什麼？

忠鬼：字跡雖然模糊，但大體看得懂。

英靈：說來聽聽。

忠鬼：碑名為『重修媽祖島天后宮記』。文中敘述「島以后名，斯有宮也。宮建

何代無可考。蓋傳名久代亦遠矣⋯⋯」。

英靈：那碑是何時立的？

忠鬼：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張逸舟立

英靈：怪不得那老鬼可以當證人。那個華心權、勞冠英有來嗎？

忠鬼：沒有來，去太空旅遊了。

英靈：地政所怎麼說？

忠鬼：大家高興死了。這下輕鬆了，依伯依姆都別來了。

英靈：為什麼？

忠鬼：媽祖娘娘全登記了，沒別人的份啦？

英靈：那不是便宜了楊縣長？

忠鬼：俗話說：千斤氣力難抵四兩命。人家命好。

英靈：上任不到一個月 ,三大政見就兌現了一大。

忠鬼：但是聽說媽祖娘娘真的要拿回土地，手續還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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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靈：證據確鑿，應該不難。

忠鬼：我想還是找縣長幫幫忙。

英靈：縣長上任伊始忙翻了，不要麻煩他了。

忠鬼：那找曹立委陳情？

英靈：算你老鬼有心，還不快去！       　　　　　　        （海員 2010/01/02）                      

忠鬼與英靈是網友海員虛擬的角色，他們經常以一搭一唱（忠鬼講話較為直接，英靈

較為婉轉）的對話方式對馬祖時事發表意見。海員網友在此文中，並沒有正面處理土

地問題，而是藉由忠鬼、英靈的對話表達馬祖土地被軍人強佔的想法。他們對話內容

也同時呈現出處理土地問題手續非常麻煩，並以此傳遞百姓希望民代能給予協助的期

待。

漫畫

除了文字之外，也有網友透過畫作表達想法。網友為雷盟弟在〈軍方還地於民

1.56%，98.44%被合法 (侵占 )〉(2008/05/08)一文中，放上了自己畫的連環圖 (圖 1) 

—〈官兵與強盜〉—傳遞自家的土地經驗。這張連環圖後來被站長轉貼在〈土地問題

初探〉(admin 2009/04/05)中。雷盟弟曾經在馬祖資訊網發表大量的圖文，記錄著自己

在馬祖生活的點滴，這些文章後來集結成書出版，並且當選馬祖年度最受歡迎書籍（夏

淑華、陳天順 2009）。這次，雷盟弟同樣以文字與漫畫來呈現馬祖的土地問題，既幽

默又無奈地傳達他的感受。

從以上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網友們如何絞盡腦汁，透過各種方式傳遞馬祖土地問

題的嚴重性。這些不同的網路文類深刻地呈現網民認為馬祖土地問題來自國家的侵

佔、官僚的僵化、以及民代的無能。這些網民在網上的發文使得土地問題逐漸發酵，

提供後來土地運動發展重要的民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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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雷盟弟以漫畫圖示馬祖土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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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與土地遊行

土地問題經過長久的累積已成為馬祖人心中共同的痛，近年來它更成為政治人物

參選的必須面對的議題。例如，2006年縣長競選人吳軾子在落選之後，發表〈解決土

地問題只在主政者的是否「用心」〉(2006/03/03)。他除了再一次表明自己足夠當縣長

的能力之外，也提醒其他的公部門必須用心解決此事：

本人在競選期間，主打只有本人有能力全面解決馬祖的土地問題。因為，我有

用心，我很用心。⋯.我認為，解決民眾問題，在於有權力的主政者有沒有設

身處地的「用心」而已⋯我絕不相信土地問題如主政者所說的那麼複雜，要

不就是主政者身邊的幕僚鬼混，不想做事，欺騙主子，說問題太難太難了，

解決不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下交相欺，推諉塞責，根本不用心罷了。                                                 

(吳軾子 2006/03/03)

做為 2009年的連江縣長參選人陳財能，同樣以土地問題的處理為主要訴求。4在

他的〈陳財能縣長候選人第四號政見：還我土地、改造馬祖！〉（2009/10/25）一文

最後，他以兩句標語，將他的名字與土地直接連接：

還我土地有財能

還我土地、改造馬祖！                              （陳財能 2009/10/25）

足以見得他將土地問題視為參選利器的企圖心。

然而，馬祖選民大部分為國民黨的支持者，陳財能與民進黨的淵源使得他關於土

4　 陳財能對馬祖土地問題有其相當的投入。例如，在馬資網上，他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探
討馬祖土地問題癥結。例如 〈東引依爸的老淚〉(2009/08/07)、〈陳財能來了 !還我馬祖祖
先土地有財能〉(2009/10/08)、〈我是「還我馬祖祖先土地」的志工，您呢！〉(2009/10/14)、
〈祖先土地問題，鄉親、議員們，被陳雪生忽弄了八年！〉(2009/10/24)、〈還我土地、改
造馬祖。敬覆 sniper網友之質詢！〉(2009/10/26)、〈請問所有縣議員候選人，要回祖先土
地您反對嗎？〉(2009/11/22)、〈陳財能還我土地政策最新呈現〉(2009/12/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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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政見以及處理方式並沒有得到選民的支持。不過他在選後仍持續關注土地問題，

不但在馬祖四鄉五島舉辦「要回祖先土地說明會」，並且籌劃在 9月 7日到縣議會陳

情 (陳財能 2010/08/27)。

另外，此次土地遊行的主要的發起人王長明，現為馬祖北竿鄉坂里村的村長。他

在馬祖軍管時期曾遭受不平等的對待。在 1987年台澎解嚴，但國家卻執意在金馬持

續進行軍事管制時，他與金門人士於 8月 23日在台灣發動第一次金馬人民上街頭抗

爭。1998年他回到馬祖定居，2006年當選村長，對於馬祖的交通與土地問題更是積

極介入。他提到他曾在 2009/07/19馬英九選黨主席來馬宣傳造勢時，親自將關於土地

的陳情書遞交給馬總統。然而，當時馬英九看也不看就將陳情書交給部屬。在那時，

他心中就暗暗決定：有朝一日一定要上凱達格蘭大道，抗議政府對人民權益的漠視。

成立土地自救會

由於王長明與陳財能對土地問題共同的關心，在 2009年七月後，二者有更多的

接觸 (見王長明 2009/07/12, 2009/07/18)。同時，百姓在依循體制訴求無效的情況下，

也逐漸有不少人轉向王長明與陳財能等具有黨外色彩的政治人物尋求協助。在 2010

年 9月 7日陳財能按照原訂計畫到縣議會陳情時，就有三十位以上民眾一起參加，那

時王長明也前往參與。就在當天，「還我祖先土地自救會」成立，公推王長明為自救

會會長。馬資網站長在那日也發表〈「還我祖先土地自救會」成立　王長明出任會長〉

（admin 2010/09/07），公佈自救會已成立。該篇文章同時敘述了自救會要求議會通過

「縣府佔有民地歸還自治條例」，並且訂下了 2011年 3月 1號的期限。倘若政府不

趕緊立法，自救會便會發動連署罷免縣長和全體縣議員。

馬資網站長也在自救會成立隔天，發表了〈馬祖人的土地悲歌，一篇 16年前的

血淚報導〉一文 (admin 2010/09/08)。該文轉載了他發表在《馬祖通訊月刊》的一個故

事 (劉家國 1994/03/13)。透過故事主角悲慘的經驗，他敦促大家正視土地問題。

訂定 2011年 3月 1號的期限後，王長明更進一步運用馬資網作為處理土地問題

的平台。他不斷透過網站公布最新的土地處理狀況，讓人們知道爭回馬祖土地的重要

性。2010年後，他更啟動了一系列更積極的做法。例如，在〈「還我祖先土地自救會」



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22136

發動全縣連署，籲請縣府還地與民〉(2010/09/27)一文中，王長明公佈了土地的連署

書與表格，並在下方隨時公布連署人數與狀況，馬資網逐漸成為土地問題匯聚的中心。

網友祝您幸福也轉貼了馬祖日報報導東引參與連署的情形 (2010/10/04)。到了 10月 4

日，土地連署已達 687人 (陳財能 2010/10/04)。5 

面對輿論的壓力，官方也有所回應。縣長到中央拜會內政部長與國有財產局長 

(admin 2010/11/02)，尋求中央與地方的共識，一起協助民眾解決土地問題。馬資網也

報導了連江縣政府成立了「連江縣土地問題專案小組」 (admin 2010/11/ 03)、與小組

會議重要提案（admin 2010/11/03）。縣政府將小組成立與提案內容都發表在馬祖日報，

表現出政府對馬資網網民的回應。

土地自救會看到了土地問題專案小組的會議紀錄後，王長明隨即召開第一次大會

並將大會相關資訊在馬資網上報導 (2010/11/ 07)，參與會議的網友周小馬則在會議結

束 2天後放上照片，讓更多的人可以關注到這樣的消息 (2010/11/09)。

促成遊行、確認議題

從〈走上台灣街頭〉開始，我們可以感覺王長明如何透過網路的力量讓政府正視

土地問題。經過網路的醞釀與主事者積極的態度，遊行活動逐漸成形。七月二十八日

王長明公佈集會遊行路權已經申請通過 (2011/07/28)，在該文中他說明此次遊行目標

是：「還我金馬人民祖先土地，還我臺海保衛戰役馬祖榮民就養」。以下將分別討論。

首先是「還我金馬人民祖先土地」。倡議上街頭者紛紛透過網路公佈土地遊行進

行狀況。例如在〈鄭依發、王長明等人今向北市府申請 823遊行 (附照片 )〉(admin 

2011/05/04)一文中，站長公佈向北市府申請遊行的照片作為證據，讓網友們了解這次

的遊行是確有其事，而非在網路上打打文字戰而已。之後，王長明也持續的公佈申請

遊行核可的過程，讓網友們得以隨時更新並掌握消息，例如，〈我已將還我祖先土地

連署名冊送到蔡煌瑯立委辦公室〉(王長明 2011/05/12)、〈王長明昨晚在台北市政府

徹夜排隊　申請 823大遊行路權〉(admin 2011/07/25)、〈823集會遊行路權申請已經

通過了！〉(王長明 2011/07/28)等等。遊行所需的經費，王長明也在〈8月 23日遊行

5　後來連署的總人數是 1402人。這對於常住人口約五千人的馬祖事實上比例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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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經費，請大家踴躍捐款〉(2011/05/05)一文中，公佈接受捐款的帳號，希望大家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實質的方式對馬祖土地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幫助。

而「還我臺海保衛戰役馬祖榮民就養」本來是由南北竿的民防隊代表向立委曹爾

忠提出的請求 (admin 2011/05/23)。他們要求政府需正視馬祖人參與戰役的事實：1958

年 823砲戰爆發，金馬地區皆受到波及。然而在 2000年，國防部卻以「823砲戰，馬

祖沒有戰爭」，抹滅了馬祖民防隊參戰事實。現在這些曾經為國家付出的民防隊成員

們一個個老去、凋零，卻得不到應有的對待。為維護社會正義，他們發了這份公文給

曹爾忠，希望身為立委的他能為馬祖民防隊討回公道。

是否應將「榮民就養」列入遊行訴求的相關消息在〈爭取馬祖自衛隊納入 823砲

戰榮民照顧案座談會〉(桃園縣馬祖同鄉會 2011/08/01)可看到更多的討論。網友陳儀

宇 (中華民國馬祖文教協會理事長 )在該文中控訴座談會裡國防部人員強硬的態度，

以及馬祖人在會議中屈辱的感受。最後，他說國防部對馬祖人若仍無善意的回應，他

將在 823上凱道抗議。

然而，事情後來又有了轉折。陳儀宇表示，經過自救會成員的溝通與官員的協調，

「榮民就養」陳情書傳給了中國國民黨廖秘書長，由其轉呈給國防部長 (2011/08/10)。

最後，國防部有了正面的回應 (陳儀宇 2011/08/21)。陳儀宇認為既然榮民就養既然已

獲得相關單位的重視，因此他在 8月 21日宣布要馬祖人暫緩 823上街遊行 (同上引 )。

如此，使得整個籌備已久的遊行活動在即將舉行的前三天，面臨突然取消的窘境！後

來在王長明的呼籲 (2011/08/21)、以及桃園同鄉會的堅持下 (王國棟 2011/08/21)，本次

的遊行才如期舉行。遊行也因此全力以土地問題做為訴求。

遊行設計

遊行的舉行需要一些先前的共識，以凝聚人群。無疑的，823是本次遊行一個極

佳的選擇。8月 23日有其歷史意義：1958年 8月 23日發生炮戰，中共與國民政府的

戰爭在金馬外島進行。由於金馬地區人民的抵抗，讓原本自認絕對成功的中共敗退，

造就台海今日局勢。823因此不只是金馬人民，也是台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823對

於金門、馬祖、台灣都各有其意義。它結合了戰地的傷痕、榮耀、以及國家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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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應不會訝異第一次金馬大遊行 6--要求中央政府將金馬解嚴、開放觀光、確

實落實地方自治 --即選在 8月 23日上街頭。當時的領導人物之一王長明，也在今日

土地運動上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遊行也需要一些新的口號與陣仗以表達遊行的主題，吸引更多的人參與。王

長明在網上放了二十個口號，請大家選擇 (2011/05/17)。陳財能則提供遊行儀式所需

的陣仗，也就是〈一塊布的力量！〉(2011/05/16)。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在 823整個

活動中是網民最熱烈討論的一篇，也吸引網民非常高的關注，截至 2011年 8月 14日

閱讀人次已達 6641。陳財能建議每個有土地問題的鄉親將地號、位置及民防隊編號寫

在 1塊 8×23公分的布上方，並按照戶、鄰、村、鄉、島的分類，以 10人為一單位

將布逢接成一面大旗。原文摘錄如下：

現在就是未來。如果鄉親有要回祖先土地，或是爭取就養的權益問題，請鄉親剪

一塊寬 8公分、長 23公分的布，然後將姓名及被佔土地的地號、位址，以及自

己隸屬民防自衛隊的中隊、分隊的番號，寫在這一塊布上。接下來，依照戶、鄰、

村、鄉、島的連接，把每一塊布，以 10人為一單位縫接成一面一面還我土地與

要求就養的陳情大旗。如果以全縣四鄉、五島、22村、137鄰及 1980戶的規模，

鄉親一定可以形成至少 137面大旗，氣勢凜然地在 823那一天，共同飄揚在總統

府前，讓全國人民知道馬祖人被政府遺忘的事實！

讓台北媒體知道，8×23公分，這一塊小布，就是一段心酸的故事；一塊布，就

是一個人、一戶的權益；80×230公分的每一面大旗，就是四鄉五島全體馬祖人

覺醒的力量！因此，823上台北，每一個馬祖人都是主角。所以，823陳情成不

成功，大可不必弱智地以政黨意識型態或派系選舉利益為考量，而是馬祖人必須

在乎自覺的力量，是不是全面性地展開！

鄉親們，如果大家願意剪一塊布，並把自己20多年的怨寫上去；更願意出自己一

6　 關於金馬大遊行的訴求，在〈戒嚴軍管時期為馬祖權益在台奔走的鬥士 ,劉秋貴 ,王長明〉
(Psw 2009/11/14)此篇文章中可略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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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力、站出來，不必靠公職民意代表，一面又一面的陳情大旗，不但會在四鄉五

島的每一角落縫接起來、站起來，這些代表鄉親20多年怨氣的大旗，更會隨著鄉

親們的腳步，飄揚在2011年823那一天的總統府廣場前！     (陳財能2011/05/16)

從陳財能的構想中，不難發現他一再強調「823」這組數字的重要性。它不僅是

過去台灣與大陸分隔的時間點，也是離島地區人民爭取自由的象徵，本次再度使用

823為號召，以布為土地的象徵，縫接馬祖人失去的地，也凝聚馬祖人，團結向政府

討回公道的心。許多移居桃園的網友很認同他的想法，像是網友馬祖魚住就說：

移居桃園打拼過日子，過了數十年，父親聽說可以把土地要回來，到處拜托親朋

好友，請他們提供訊息，自己也回馬數趟，結果多數被駁回，我不懂軍方在地上

打幾個柱子，或田裏長滿了草，就不是我們祖先留下給我們的土地。

我們都是旅居在台第二代，想念馬祖故鄉，也掛念馬祖建設，但土地的問題為什

麼沒有人幫忙解決呢 ?倒是陳先生的熱心、付出及王村長的辛苦積極，感動了我

們鄉親，他們都願北上抗議走上凱達格蘭大道。               (馬祖魚住 2011/05/22)

然而，由於陳財能過去為民進黨的身份，在本討論串中還是可以看到網友對陳財

能的質疑，像是網友浴火鳳凰 049便表示：

看過財能兄的表文後 .本人發覺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 !他說馬祖若沒有一塊布力

量的自覺與行動！馬祖人可能永遠是中國國民黨〈包含新黨、親民黨〉的棋子或

踏腳石而已！由此 ..換句話說就是 ..馬祖若有了一塊布力量的自覺與行動！馬祖

人可能永遠是民進黨的棋子或踏腳石嚕！                  (浴火鳳凰 049  2011/06/27)

 

陳財能對其負面的評價仍積極回應，在本討論串中屢次回達網友的質疑。他希望

大家能把焦點集中在「一塊布」上，透過「一塊布」讓台灣的民眾更能了解馬祖土地

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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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雜的聲音

然而，陳財能與王長明和民進黨的緊密關係卻使本次運動面對不少爭議。王長明

本身是民進黨員，陳財能雖已退出民進黨但是他對國民黨的批評始終使得他在當地人

的眼中無法擺脫民進黨強烈的色彩。在這次 823街頭運動籌備過程中，王長明也提及

他向民進黨立委求助的過程，如〈我已將還我祖先土地連署名冊送到蔡煌瑯立委辦公

室〉(2011/05/12) 王長明便毫不避諱呈現本次運動可能牽扯到的政治力量。如此，也

使得一些網友認為土地遊行是民進黨一貫製造分裂的方式。例如網友 chinnaut認為，

土地和政黨在本質上是兩回事，任何政黨都不該借土地處理之名，行宣傳之實。他以

較為激烈的字眼表達他的不滿：

當年馬祖人不僅幫台灣擋著前線，更是保衛自己的家園，有何委曲 ?而台灣人與

外省軍人也在這片土地與馬祖鄉親一起承擔歷史的共業 ,這又豈能抹滅 ? 但扯上

黨派 我就是看不爽 !! 支持馬祖爭取權益，但請垃圾黨派不要污染這有意義的活

動 ...                                                                                             (chinnaut 2011/05/17)

但是，這次遊行引起更大爭議的恐怕更是整個遊行與即將舉行之立委選舉的曖昧

關係。前縣長與「桃園縣馬祖同鄉會」在土地遊行上的角色一開始就相當引人注目。

例如當王長明向北市府申請 823遊行時，有前縣長的「陪同」與「主導」：

還我土地自救會會長王長明、東莒旅台鄉親鄭依發及陳金官，今天在前縣長陳雪

生陪同下前往台北市政府新工處領取集會遊行申請表格。⋯⋯

在陳雪生主導下，今天中午邀請桃園縣馬祖同鄉會前後任理事長林詩發、王國棟、

台北文教協會理事長陳儀宇、連江同鄉會理事長陳永貴、長樂同鄉會理事長李金

官及土城馬祖同鄉會代表，與王長明、鄭依發等申請人開會討論遊行相關事宜。

(admin 2011/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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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一公佈馬上引起網友諸多批評，如網友飛鳥寫著：

王村長為馬祖民眾上街爭權益  策劃遊行很辛苦

可是原本單純的抗議活動 卻因為和立委選舉掛鉤 變成特定人士的舞台

讓很多想要參加遊行者 因此卻步了 王村長應公開聲明

遊行是選舉造勢 ? 還是為馬祖民眾爭取權益 ???                        (飛鳥 2011/05/05)

網友翻車魚也接著補上：「看到陳前縣長之後有種 "原來如此 "的感覺。王村長您加

油吧！不上街了，在家支持您。」(翻車魚 2011/05/05)。網友 Hannibal. B更是直言心

中的感受：

一朝天子一朝臣，陳雪生急欲找舞台，政治人物為權力慾望，延續對既有派系

成員的掌控抓力，多數民眾都能洞悉。過去民間再多的土地論述，再多的民意

行動，在陳雪生的賞上最長縣長任內置若罔聞，刻意不作為，旗下的地政部門

讓人印象深刻之事，又曾為哪一樁？如今陳雪生軋一腳上街頭，想變身民意鬥

士，真不知到底昨是今非？昨非今是？凡是明眼人豈會輕易健忘、頓時失憶？                                     

(Hannibal. B 2011/05/10)

事實上，王長明等人也沒有隱瞞在土地遊行事件上與前縣長的往來，例如，他寫

道：

非常感謝前縣長陳雪生的引荐下，能與桃園馬祖同鄉會前後任理事長林詩發、王

國棟先生和副理事長曹秋萍女士、台北文教協會理事長陳儀宇先生、長樂同鄉會

理事長陳金官先生、連江同鄉會理事長陳永貴先生和土城馬祖同鄉會的代表們，

有你們積極的熱心參與，共同為我們馬祖家鄉爭取權益，非常感謝你們，有你們

的參與最近沒有從深夜到天微明才入睡，有你們共同參與我的壓力才沒有那麼

大。                                                                                              (王長明 20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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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在網上告知網友他尋求民進黨立委蔡煌瑯的協助 (2011/05/12)。同日，他還在網

上喃喃自語的寫著：

數月前，我夢到我自己只有二年的生命，也非常奇怪，隔幾日又夢到，我也將此

事告訴家姐和我妻子 .....。現在我好像在雷雨中陳情，沒有孤單，只盼望大家能

共同參與，能為馬祖人民爭取應有的權益。                          (王長明 2011/05/12)

從王長明的用語我們可以感受到他深刻的憂慮與一個人面對遊行活動的孤獨。一

個網路世界的明星現在必須面對的是實體世界的集體遊行活動。然而，無論在經費籌

措以及動員能力方面，他都是左右支絀的。也因此，他需要仰賴現實社會的政治人物

與組織的協助。也因此，在後來遊行活動籌劃中，他並沒有擔負主導性的角色。遊行

的總召與出資者反而是由台灣各馬祖同鄉會以及其相關的政治人物擔任。不過，面對

這些批評，他仍以： 

[遊行是為了 ]爭取馬祖人民所失去的權益，要不分你我⋯⋯不要為了選舉而分

裂。現在不是日後支持那位立委候選人的問題⋯⋯              (王長明 2011/05/05)

來回應網民的質疑。陳財能也補充說：

如果大家認為「還土地、爭補償」是你自己理性與感性認知上應該做的事，你們

就要挺身而出，何必在乎誰是誰？                                          (陳財能 2011/05/06)

訴諸「馬祖人共同權益」的方式使得遊行得到大部分網友的支持。例如，網友飛

鳥說：

馬祖人民的土地問題  我們願意張開雙手

願意接受任何政黨的協助 沒有藍綠的心理障礙

對於王長明村長的努力 我們更是要給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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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曹立委與陳雪生 我們歡迎他們來參加遊行

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馬祖沒有分裂的本錢                          (飛鳥 2011/05/13)

網友菜埔澳也說：「823走上街頭是所有馬祖人的事情，不分黨派大家一起來打拼」

(2011/05/13) 。網友天秤寫得更為清楚：

王長明身為小小的村長，積極的聯繫各方人士，而檢視這些人員當中，其實不乏

各個黨派的成員，這些人放下黨派，甚至派系的成見而一起努力，身為馬祖人，

不是更該給於支持嗎？注意！這些成員所爭取的不是他王長明個人的土地、不是

派系的土地、更不是黨派的土地，他們所爭取的實實在在是「馬祖人的土地」！

網友有言看到某些人參與策劃過程或因黨派色彩就不願意支持活動，實在是落入

政治的意識形態而不自知、也實在是未曾聽聞依公、依嬤們夜夜無助的嘆息。                                              

(天秤 2011/05/13)

總之，雖然許多的網友對於本次遊行策劃團隊的背景有所質疑。但不可否認的，大多

數的網友仍非常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行動，也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儘速處理沉冤已久的土地案件。在這些討論上，可以看到關於馬祖土地問題

的輪廓愈來愈清晰、民眾情緒也被煽動的愈來愈高昂，進而促使土地運動付諸實現。

823 土地遊行

王國棟 [桃園同鄉會理事長兼遊行總召集人 ]指出，823集會遊行總部已經替活動

投保，當天在凱道設有大型舞台及 6座遮陽帳篷，並且桃園馬祖同鄉會已經租用

12輛遊覽車，預定當天在桃園各地集合旅台鄉親，早上 8點上車，北上進行半日

遊之後，遊覽車於下午兩點抵達凱道，加入集會遊行活動。抗爭 活動預定進行到

下午 5點，再轉往立法院，向立法院提出修改離島建設條例等訴求，籲請儘速解

決馬祖土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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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823集會遊行的經費已經完成籌措，縣議員張永江、曹丞君及林惠萍各

贊助 5萬元，桃園馬祖同鄉會現任及前任理事長王國棟、林詩發也各贊助 5萬

元， 前縣長陳雪生 10萬元、新華航業公司董事長馮能砥 5萬元，新華航業公司

並贊助台馬輪來回船票 50張，提供馬祖鄉親免費搭船來台加入集會遊行活動。                              

(admin 2011/08/20)

馬資網網站在八月二十號公佈以上這則遊行訊息，並附上集合地點 (圖 2)：

圖 2　紅色段為本次遊行舞台搭建地點

這則訊息不僅告訴大家遊行時間、地點、訴求，也告訴大家遊行主要贊助者與動員者。

他們多半是馬祖實體社會中的政治人物，他們的主導角色在遊行活動中相當突顯。

集合的地點同時也是遊行舞台搭設的地方。遊行的領導者與民眾在這裡表達他們

對政府的不滿。等到總統府前的的集會結束後，參與的民眾將步行前往立法院，希望

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可以重視土地問題。但是遊行當天發生了一些小插曲：馬祖遊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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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先到了立法院側門群賢樓，後來發現此處並非正門後，有人提議繼續前往立法院正

門抗議。以下是當日真正遊行的路線（圖 3）：

圖 3　823實際遊行路線圖

遊行當天集合時間兩點時下起了大雨，三點過後天空逐漸放晴。凱達格蘭大道上

搭建的舞台，飄盪著藍色與粉紅色的旗幟，上面寫著「馬祖戰怒 還我光榮就養權益」、

「馬祖香火 還我金馬祖先土地」(圖 4)。

圖 4　本次活動兩款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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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頭戴紅帽的馬祖民眾早早就到此地聚集，為的就是傳達馬祖人憤懣的心情 (圖 5)。

圖 5　本次活動民眾配戴鮮紅的「馬祖」字樣帽子

本次活動的主持人為康雷，非常善於炒熱氣氛。民意代表、自救會成員等人也

一一上台演說激勵人心，鼓動大眾的情緒。他們一上台就以馬祖話 7開場，得到大家熱

情的回應。王長明與陳財能也都紛紛站上舞台：王長明在台上語重心長的表達這次活

動的訴求（圖 6）；而陳財能先是對於土地問題娓娓到來，感慨的指出「走了這麼多年，

馬祖人終於走到總統府了！」，最後把土地問題歸咎於國民黨，他大聲的告訴台下的

民眾：「國民黨該為了土地問題道歉！」（圖 7）。 

 圖 6　會長王長明訴說積怨已久的土地問題                     圖 7　陳財能再台上與群眾互動

7　多數民祖民眾所說的馬祖話，是福州語系下的長樂方言，也可以說是廣義的福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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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位老人家反應非常激烈，甚至站起來大聲的回應，將遊行的鼓譟氣氛炒到最

高點 (圖 8)。陳財能的魅力更是延伸到台下，有幾位網友衝去與他相認，有位網友則

是以「馬資網某篇是我寫的⋯」作為介紹自己的開端，活像是個網友見面會！

圖 8　台下民眾熱烈參與狀況

台下則見到幾家的傳媒，如TVBS、中視、壹傳媒、民視。他們分別訪問不同的人，

例如 TVBS訪問陳財能、民視訪問前縣長陳雪生、壹傳媒除了訪問陳雪生之外，另外

也訪問了兩位民眾。最後上台的前縣長陳雪生，通篇以福州話發表演說。身為親近國

民黨的政治人物，他回應了前面批評國民黨的話語：「講實在的，國民黨對我們不錯，

馬英九也對我們不錯，對不對？」親柔的馬祖話中，8許多參與的人士點了點頭，心情

漸漸平復下來。在陳雪生撇清國民黨與土地問題的演說結束後，帶領民眾前往下一個

會場─立法院（圖 9）。

8　馬祖話為福州方言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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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從總統府前離開，前往立法院的遊行隊伍

遊行民眾前往立法院，首先到達立法院的側門。一些警察早已在那裡駐守。馬祖

人相當有秩序的舉起大旗，喊著「還我祖先土地」。有幾位帶頭的人發現走到的是立

法院側門，抓起麥克風大聲的喊話「為什麼馬祖人要這麼委屈？為什麼容忍了這麼多

年卻不能到立法院的正門表達意見？難道我們只能跟小媳婦一樣在側門嗎？」「鄉親

們，我們到立法院正門，叫曹爾忠出來跟大家解釋阿！」「曹爾忠為什麼不敢出來？

是不是做了什麼對不起我們的事情？」在這幾位人士的鼓動之下，許多民眾開始大聲

嚷嚷著到立法院正門，一時之間場面譁然。由於這並非原有的遊行路線，前縣長陳雪

生緩緩拿起麥克風，以馬祖話再度發言「鄉親阿，立法院正門已經有其他團體了，我

們要守法阿！堅持到正門只會模糊焦點，鄉親阿，守法阿！」然而，激動的民意已無

法用言語平復，大家不顧一切的高舉大旗，往立法院正門邁進，希望曹爾忠立委能出

來給一個交代。立法院正門大批駐守的警力，看到馬祖人高漲的情緒，也拿出了盾牌

與警棍，但民眾卻遲遲不見立委曹爾忠。只見領導人士拿著麥克風大聲呼喊「曹爾忠，

滾出來！」，陳財能也憤慨的對著立法院正門大吼「中國國民黨出來道歉！」前縣長

陳雪生則試圖緩和民眾的情緒，他拿起了麥克風，對馬祖人民表示「鄉親阿！曹爾忠

已答應接受陳情，有十位可以進入立法院遞交」。最後，由陳雪生走進立法院與曹爾

忠協商後，才由王國棟代表，將陳情書遞交立法院（由國民黨黨團副書記賴士葆立委

代表接受）(admin 2011/08/23)。整個活動大約在下午五點二十分結束，大部分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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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回凱達格蘭大道，坐上桃園縣馬祖同鄉會的遊覽車返家。

之後，網民對於曹爾忠立委當天的作法提出不少的批評 (斐徐門 2011/08/24; 狄仁

杰 2011/08/24; 大紫澳 2011/08/25)。但曹立委表示：「包括他在內的多位民代，已經努

力十幾年，也幫許多人拿回祖產，不需要靠集結民眾證明『自己真的有做事』」（潘

欣彤 2011/08/24）。他進一步說：「若抗議有用，我們早就做了！」（同上引）。

結論

此次土地運動是在網路中醞釀、發酵、爆發、最後付諸實踐的實際行為。我們看

到網路，也就是，馬祖資訊網，如何在這次遊行中扮演其重要的角色：它讓世界各地

的人都能瞭解馬祖土地問題的動向，並且提供這些深受土地困擾的人們一個抒發的管

道。它讓國家的強佔、僵化的官僚、與民代的無能暴露在馬祖人的面前。當網民的情

緒累積到一定程度時，網路上的輿論力量便轉化為實際的反抗運動。因此，網路對於

社會運動的形塑力量已不容小覷。在土地運動當天，遊行隊伍中也時而聽到「馬資網」

三字，足見它在馬祖人中間的影響力。甚至如前文所述，遊行人中人與人相認，便是

以馬資網所發表過的言論介紹自己。可見網路對實體社會的影響。

然而，網路世界的力量能否轉化為實體社會的行動力，從這次遊行事件上看來似

乎還有一段距離。例如，在遊行之前，陳財能〈一塊布的力量！〉在網路上討論得沸

沸揚揚，在遊行當天卻未見任何人實際操作。這個差距乍看令人有些不解，但是如果

我們進一步思考網路世界與實體社會的差距就不難瞭解其原因。

我們看到王長明和陳財能在網路世界常常得到網民的回應，但是他們與民進黨的

關連以及後者外來者的身份，使得他們在馬祖實體社會的動員能力相當薄弱。我們看

到在遊行中，兩人在台上發表意見的時間事實上相當短暫。相反的，與馬祖在台同鄉

會關係緊密的前縣長陳雪生卻在整個遊行中擔任類似大家長的角色。在凱達格蘭大道

上，他最後一個上台，負責壓軸。在遊行的路途上，他最常拿到麥克風，等於是控制

場面者。因此，遊行的現場讓我們看到網路雖可用來造勢、凝聚人氣，然而在實際行

動中，網路的力量仍然有限。在這次活動中，傳統政治人物的手腕與組織動員仍扮演

不可或缺的力量。以致到了最後，這個土地遊行竟成為政治人物重返馬祖政壇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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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實力大閱兵」(snowbirth2 2011/08/24) 或「立委叫陣」之處 (陳財能 2011/08/24)。我

們可以說這場由網路醞釀、發起的土地運動，最後仍面對著網路使用者與實際參與運

動者不見得是同樣一群人的問題 (林鶴玲、鄭陸霖 2001: 16, 27)。因此，網路動員的

效果仍然有限。

最後，我們也要問：這個土地遊行引起台灣或國家的注意了嗎？看來並不然。當

日，台灣電視媒體不但絲毫沒有報導馬祖土地遊行之事，網路也只有中時電子報有簡

短的報導 (潘欣彤 2011/08/24)。然而，潘欣彤事實上卻是在台工作的馬祖人，可見台

灣媒體對馬祖議題忽視的程度！此外，8月 23日當天，馬英九總統親赴金門參加「中

華民國建國 100年和平祈福日活動」，協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反地雷組織青年

大使敲響和平鐘。9同為離島的金門相對之下，政府對馬祖的漠視更顯諷刺。

連江縣政府方面，他們在 2011年 8月 25-26日在馬祖舉辦了「國際和平論壇」，

邀請了國內外人權、公益與環境等專家，共同討論和平的真諦及馬祖未來的發展。政

府舉辦的論壇與 823人民上街頭剛好形成一個有趣的對比：823由人民自發，825、

826的國際和平論壇則由政府主辦。連江縣政府希望推廣和平的概念，灌輸人民馬祖

現在是和平、詳和、與幸福的世代；民眾透過遊行則訴說他們對土地問題的無奈、沈

痛、以及無盡的等待。兩者的訴求與期待為「民國 100年」的 823創造出不同的意義。

9　相關資料參考中時電子 (楊慈郁 201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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