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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跨國婚姻移民是一個有歷史脈絡可循的全球性人口移動現象，故第一節首先

探討全球與臺灣跨國婚姻的形成脈絡，瞭解婚姻移民在移民接收國中被邊緣化、

和受壓迫的社會處境，突顯何以需要鉅視觀、去個人病理化、與更能展現主體性

的理論與實務模型。第二節探討本研究的重心「草根組織」，釐清概念、發展脈

絡、與如何透過草根組織增進弱勢或少數群體對主流社會的影響力。此外草根組

織和充權實踐息息相關，所以第三節將進一步介紹充權的概念、本質、原則、與

介入層次等，及討論充權與草根組織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跨國婚姻移民的社會處境 

跨國間的移民人口流動並非近幾年才出現的現象，歐美國家早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便出現第一波的跨國移民潮流，當時大量歐洲難民湧入美國、加拿大。並

且亞洲地區經濟條件較佳的青年學子，開始有更多機會至美國歐洲等地留學，許

多人畢業後繼續居留在當地求職，戰後難民與知識份子構成第一階段的大量移民

現象；第二波的跨國移民潮出現在 1980 年代以後，歐美國家的男性透過婚姻仲

介，與東歐及亞洲的婦女締結婚姻，也是俗稱的「相片新娘」（picture brides）

或「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s）產業，此後隨著全球化下各國交通、經濟、

與文化的交流機會頻繁，促進此一現象更加興盛，形成大量跨國婚姻移民（潘淑

滿，2004）。So（2006）研究指出，美國「郵購新娘」就如同其他亞洲商品一樣

可以輕易透過交易取得，每年透過國際婚姻仲介服務產生的跨國婚姻率逐年攀

升，官方估計在 1998 年約有 4000～6000 對國際仲介婚姻。Narayan（1995）則

推測美國每年約有 2000～3500 位「郵購新娘」進入美國。而臺灣的跨國婚姻現

象則是從 1990 年代以後更加蓬勃發展，來自東南亞、中國等地的跨國婚姻移民

數量逐年增加，依據內政部 2008 年的統計資料指出，至 2007 年底我國新移民（含

已歸化國籍者）已經達到 39 萬 9 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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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推拉理論」來說明跨國遷移現象的原因，認為遷移是由原住地的推力

或排斥力，和遷入地的拉力或吸引力交互作用而成（廖正宏，1985）。然而，讓

較低社會經濟地位國家女性以婚姻進行跨國移動的因素更加複雜。Belleau（2003）

從國際間經濟不平等與雙邊社會的性別歧視，探討美國「郵購新娘」產業的發展

因素，將「郵購新娘」視為第三世界婦女販運至第一世界國家的工業，認為第三

世界國家受經濟困境驅使，政府鼓勵人民向國外發展以改善貧窮，而歐美第一世

界國家便是其改善經濟困境的機會之地，吸引人們紛紛前往。然而第一世界國家

通常對移民的教育及經濟條件有嚴格要求，使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們難以取得定居

及公民身分。故相較之下，「郵購新娘」形式的跨國婚姻是最快速、甚至唯一一

條進入已開發國家改善生活的路徑。除此之外，原生國及地主國（host country）

雙邊社會的性別歧視，亦培植了「郵購新娘」發展的情境。婦女原生國因性別刻

板印象造成重男輕女，文化習俗上傾向剝奪女性權利來成就家中男性的發展，並

鼓勵婦女販運至他國換取經濟利益。地主國的男性通常也具有性別歧視，排斥本

國女性的女性主義意識，認為其太過獨立自主和自我中心，無法滿足他身為丈夫

的需求，轉向透過「郵購新娘」交易，換取理想中的順服女性提供家務勞動和性

服務。 

國內對於跨國婚姻興盛的探討，常從社會變遷造成的婚姻排擠效應及經濟政

策解釋。李瑛（2006）指出 1970 年代以後因為男女人口比率不均，加上女性接

受高等教育、投入職場、及晚婚或不婚的比例增高，使得屬於較低社經地位，尤

其從事農、工、漁業的鄉村男性受到「婚姻排擠」，難以在婚姻市場中找到合適

的婚配對象。到了 1980 年代後期，因為政府南向政策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市

場競爭，人民紛紛轉至相對低勞力成本的國家投資，與東南亞地區產生頻繁的往

來貿易，許多人開始當起中間人，提供印尼、菲律賓等國婦女與臺灣男性間的婚

姻媒介。 

夏曉鵑（2000）則從全球經濟體系剖析跨國婚姻現象，將此名之為「商品化

的跨國婚姻」，談到資本主義導致了各國經濟不平等的發展，進而形成核心、半

邊陲和邊陲的國際化分工，而跨國婚姻則是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地區被資本主義

發展排擠至邊緣化地位的男女為延續生存的結合。半邊陲國家出現的資本國際化

與勞力自由化，導致大量工廠關閉與大量勞工被解雇，加之外籍移工的引進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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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低技術勞動力，讓農工階級男性的社會經濟與生活條件更顯低落，在臺灣本

地難找到願意「下嫁」的結婚對象，所以透過迎娶「外籍新娘」取得無償家務勞

動與生育下一代；至於東南亞等邊陲國家的女性，也因為本國男性的經濟力衰

弱，或為了改善自身與家庭的經濟狀況，轉而尋求核心、半邊陲國家的男性為婚

姻對象。同時在此市場需求之下，「婚姻掮客」從中推波助瀾，積極形成中介的

婚姻媒合，更加速跨國婚姻關係的連結。 

除了經濟發展脈絡的分析，田晶瑩與王宏仁（2006）從性別文化的角度切入，

指出臺灣男性選擇伴侶就如同美國男性選擇亞洲妻子一般，不單純因為經濟地位

弱勢，更有深層的性別文化趨力，臺灣與越南跨國婚姻與文化性的「男性氣魄」

（masculinity）有關：男性因為相信職場導向、獨立、自主意識高的本國女性，

無法滿足傳統性別文化中妻子角色的想像，於是選擇與較低經濟社會發展、且仍

保留臺灣三、四十年前傳統美德的婦女跨國婚姻，以此再現「男性氣魄」，成為

另一個實踐父權意識的管道。 

國內外文獻從傳統性別文化角色或性別歧視觀點、以及全球化風潮下各國的

社會、政治、經濟互動關係，說明產生跨國婚姻現象興盛之趨力。無論國外的「郵

購新娘」或者臺灣的「外籍新娘」、「大陸新娘」現象，都可觀察到此類婚姻關

係中濃厚的商品化本質。而移出與移入國、婚姻移民與配偶之間不平等的經濟地

位與權力位階的落差，建構出新移民在社會上多重的弱勢處境，使其不得不面對

重重困境與挑戰。 

 

壹、語言、文化與生活適應 

跨國婚姻不但使個人產生地理位置上的移動，還牽涉了移動者與移民接收國

的社會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調整，並且跨國婚姻本質上多為「上嫁婚配」

（hypergany）的通婚類型，強調男性觀點的家庭建構，女性必須適應並融入夫

家或丈夫祖國的社會文化（柯瓊芳、張翰璧，2007）。邱琡雯（2005）認為從一

處遷移到另一處的人們，連帶從本身原有的文化環境中被撕裂或連根拔起

（uprooted），取而代之的是移民接收國所進行的同化主義（assimilation）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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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主義是 1920 年代起以美國為主所發展出的文化適應觀點，主張移民、少數

族群或原住民應該完全放棄原有的文化，完全融入主流。首要是學習接收國的語

言、瞭解及熟悉當地的社會規範和文化意涵，並且能遵照約定成俗的默契行事。

除了行為舉止的外在改變，內在認同也必須完全轉換。換言之，同化主義是以徹

底改變移民使其融入主流文化為目標，移民容易因此陷入兩難抉擇：完全放棄固

有價值重新接受優勢文化，或者保持舊有文化傳統與特定認同。同化觀點強調文

化統一、及主流與非主流文化的優劣區別，更隱含了對少數非主流文化的歧視與

偏見，加上移民在移民接收國缺乏平等的社會參與機會和支持性的社會網絡，可

能導致其經歷難以同化（inassimilable）的艱辛歷程（Toren, 1999；邱琡雯，2005）。

目前社會上的主流政策和社會價值仍多對婚姻移民抱持同化的觀點。以語言學習

為例，由於語言是日常生活溝通的主要工具，對語言文字的熟悉程度成為限制移

民參與主流社會的重要因素，縱然臺灣政府及民間近年越來越關注新移民識字教

育，如正規學制的補校或成教班，以及專為新移民特別設計的中文識字與生活專

班等，中文識字課程成為新移民服務的主流，但是政策制訂本身與課程實施過程

往往充斥同化思維，資源提供者大多認同新移民「必須先了解、適應、融入」於

臺灣社會，暗示對新移民固有文化的歧視，展現出性別及族群上的優越意識（邱

琡雯，2005）。這使識字教育成為對新移民進行同化的管道，意圖將新移民女性

規訓為「好妻子」、「好媳婦」、「好媽媽」，阻礙多元文化社會的實踐，並限

制新移民主體性的展現（夏曉鵑，2006）。 

 

貳、家庭婚姻關係 

新移民是以婚姻的形式進行跨國遷移，因此社會上對於新移民的期待往往在

於傳宗接代、承擔家庭照顧工作、與家務勞動，只是相較於其他扮演同樣家庭角

色的本地婦女，新移民的生活處境更加艱難。新移民通常在語言和文化上面臨孤

立，尤其對不熟悉中文的東南亞籍婦女更是如此，語言差異加深她們建立社會關

係的難度，且由於遠離原生社會，在臺灣缺乏社會支持網絡，與外界資訊與資源

容易產生隔離，日常生活中大多需要配偶或配偶家人提供語言、文化和資訊的協

助，形成對夫家的依賴（Belleau, 2003；潘淑滿，2004）。此外，經濟能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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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在家庭支配權力及地位，而多數新移民進入就業市場之前，需要由配偶提

供經濟協助，或者工作收入不及對方，導致其在家庭權力遠低於配偶（田晶瑩、

王宏仁，2006）。同時，婚姻移民的配偶可能受到父權意識催化，盡力使婦女處

於依賴和脆弱的狀態，以維持婚姻關係中極度不對等的權力落差（Belleau, 

2003）。傳統價值之外，相關移民法規也往往將新移民化約為「家戶附屬者」（夏

曉鵑，2005），使造成新移民在家庭婚姻關係中的權力地位並不平等。 

新移民遭受家庭暴力的議題也相當受到關注，因為非正式支持網絡薄弱、語

言文化的隔閡、缺乏資訊來源與運用能力、以及家庭權力不對等的影響，新移民

比起臺灣女性更受到「家」的束縛，面對家庭暴力時更加的孤立無援（潘淑滿，

2004；夏曉鵑，2005）。因為語言文化差異、和夫家管制訊息、甚至求助單位的

不友善與「把關」、或者服務人員缺乏語言與多元文化能力的影響，使受暴新移

民往往無法順利使用求助資源（陳淑芬，2003；潘淑滿，2004）。移民管理法規

與政策也加深了新移民在暴力關係中的不利處境，因為新移民被視為臺籍配偶和

子女的「依親者」，身分附屬於家庭婚姻關係之中，所以可能因為擔心失去婚姻

或子女監護權的「認證」，無法取得永久居留或歸化權利，故寧可忍氣吞聲，反

倒是施暴者以此作為要脅，彷彿此權力關係是國家所賦予的「合法行動」（趙彥

寧，2004；夏曉鵑，2005），使新移民在婚姻關係中更容易受到夫家的箝制。 

 

參、社會污名標籤 

移民遭到當地機關和一般民眾的歧視、偏見也是許多文獻探討的重點。

Belleau（2003）針對商品化的跨國婚姻指出：「郵購新娘」產業是對於經濟落後

國家的不平等剝削，也是對女性的貶抑及文化和種族的歧視，象徵國家及個人間

存在種族、性別、和社會階層的附屬關係，強化婦女孤立與脆弱的處境。Samuel 

& Violet 的研究則發現，20~25%的移民認為自己接受社會服務時遭受歧視，35%

曾遭受家人歧視，當移民感受社會歧視，加上缺乏社會支持網絡，將可能使移民

衍生心理壓力症狀，對自尊產生負面影響（Hesler, 1991；葉郁菁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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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曉鵑（2005）則認為從「外籍新娘」、「大陸新娘」的一般大眾語言中，

就能窺見新移民在臺灣無所不在的污名標籤，在媒體輿論與政府的主流論述下，

經常把新移民與「假結婚、真賣淫」畫上等號，將新移民本身、子女和家庭歸納

成為「社會問題」，型塑成「低劣他者」（interior other）的意象。大眾經常討

論的是「她們」如何造成問題而影響了「我們」，如何造成「人口素質低落」、

「社會向下沉淪」，加上對新移民子女天生素質與新移民教養子女能力的質疑，

引發社會對於日漸頻繁的跨國婚姻現象恐懼不安。因此「外籍新娘」成為了政府

與民間團體急於「輔導照顧」的對象，政府不僅在 1999 年由行政院制定了「外

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以「落實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提升其在臺

生活適應能力，使能順利適應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與國人組成美

滿家庭，避免因適應不良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補助各縣市辦理生活

適應班、種子研習班、多元文化活動、生活適應宣導等，並且從 2005 年起分十

年共籌措共三十億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補助各級政府單位與非營利之

民間團體辦理新移民及其子女照顧輔導、地區性關懷訪視、設籍前之醫療補助及

社會救助、新移民參加各類學習課程及提供其子女托育、新移民籌設社團組織輔

導、志工培訓、設立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多元文化觀念宣導、法律服務等。

表面上似乎是政府從對新移民現象漠視到關注的轉變與進步，但其實背後仍擺脫

不了「矯正社會問題」、與「提昇低劣他者的人口素質」歧視性意涵（夏曉鵑，

2005；林姿君，2006）。此外政府與大眾藉由刻板印象，建構出新移民造成「社

會問題」的形象，推出許多社會福利措施「矯正問題」，卻幫新移民又戴上了「浪

費社會資源」的大帽子。各種論述致使新移民的污名化位置更加牢固，不單造成

整體社會對於新移民的歧視和行為監控，使新移民在日常家庭關係、人際互動中

遭遇不友善的態度，許多夫家也為避免新移民真如其他「外籍新娘」一樣「變壞」、

逃跑，不能夠好好善待、尊重新移民為家庭的一份子，反而奮力地控制其人際圈

和行動自由（夏曉鵑，2005）。 

 

邱琡雯（2005）在研究中發現，臺灣的新移民補校教育、識字及生活適應專

班面臨「色盲」（color blind）與「色知」（color conscious）的問題，前者指不

以種族、膚色或任何條件判斷人的優劣，表現出理想的平等主義，忽略現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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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存在的歧視；後者則主張對少數弱勢者給予協助，積極規劃反歧視措施，但

如此一來卻也不斷重申「差異」的存在，落入優劣區別的陷阱之中，而基於「色

知」理念的識字教育與生活專班，便再次強調了種族的「異質性」與階級的「邊

緣性」。換言之，雖然臺灣社會已經看見並重視「新移民」的存在，但仍無法完

全抹滅潛在的種族優越性與同化主義意識型態。 

從傅柯（Foucault）對權力的角度來看，論述（discourse）能夠展現權力，

當論述被大量複製（replicate）便成為了「主流論述」（privileged discourse），

形成認識世界的唯一角度或「真理」（王增勇，2005）。同樣地，新移民背負的

污名化烙印也是來自主流社群權力的展演，形成整體社會對新移民的歧視和偏

見，甚至影響其個人與家庭的福祉，因此取得重新論述、重新建構的權力，是新

移民抵抗社會污名化的重要關鍵。  

 

肆、社會排除現象 

文獻中可發現，跨國婚姻移民的受壓迫處境具體展現在社會、政治、經濟等

整體結構面向。Hesler（1991）分析比較美國與歐洲的移民概況，發現移民多在

移入國中處於不平等的地位，受到系統性的邊緣化與排除。由於移民取得公民身

分之前不具備正式政治參與權，不能選舉或被選舉，雖然具有部分施壓和集會的

自由，但是當他們的訴求和移入社會利益相反時，活動就會遭到禁止；在歐洲，

不具正式政治權形成最主要的結構性排除，將移民與當地大眾隔離。同時移民常

處於低社經地位的處境，和當地人相比有較高的失業率、住宅環境較差、缺乏教

育資源，特別是移民第二、第三代的子女時常面臨教育不足、就業困難、以及文

化上的隔離與孤立。Madamba（2001）則是從移民就業處境分析，發現移民一開

始進入勞動市場時，因為缺乏特定的資產，加上社會網絡薄弱、對於當地的工作

訊息、資源較少、或是較缺乏當地產業所需的技能等因素，多半薪資較低和遭受

就業歧視。 

林姿君（2006）從社會排除理論來看新移民的邊緣化處境。社會排除是一種

邊緣化的系統性過程，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各個多元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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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的人不僅在經濟資源上長期匱乏，也面對社會關係、心理、政治參與、文

化上的長期隔絕，而新移民的被排除現象大多是日常生活層面的，例如：缺乏工

作技能及工作機會、缺乏社會和政治參與的權利或管道等。 

跨國婚姻移民藉由婚姻關係遷移他國之後，故事的接續是一連串來自政治、

社會、經濟的結構性挑戰。雖然臺灣社會對新移民現象益發重視，近年投入許多

資源在協助新移民融入適應本地生活，但是在遠離原生社群、失去既有支持網絡

的狀況下，充滿同化思維的主流價值仍對新移民產生壓迫，新移民也許因此被迫

放棄對固有文化與自我的認同。加上主流論述中無所不在的社會的歧視與標籤

化，更讓新移民承擔了「低劣他者」、與「社會問題」等負面烙印，在此之中倍

感壓抑、甚至喪失自尊自信，影響心理健康與社會關係的品質。而動態、多面性

的社會排除，讓新移民的社會處境愈加邊緣及弱勢，在主流社會中成為「無權力」

（powerless）與「失聲」（voiceless）的一群。更重要的是，因為受到移民政策

的影響，尚未取得公民身分的婚姻移民無法運用正式的政治權力，不若一般的弱

勢群眾可藉著選舉的權利向政策制訂者施壓。婚姻移民難以自主地向主流優勢團

體要求更合理的權力及資源分配，她們的「需求」常由主流社會中的他人來定義

或代言，強化了對新移民施行同化與馴化的意識型態，形成無法真正擺脫壓迫的

惡性循環。 

「『主體』是個人或集體成為行動者的建構過程，而『主體化』則是挑戰既

有社會秩序的行動和精神，一方面討伐壓迫的社會關係，並擴展自由和尊重個人

的價值」（夏曉鵑，2006）。本節中以宏觀的角度切入跨國婚姻移民形成脈絡與

其在接收國所遭受的壓迫、異化與邊緣化處境，對新移民「問題」有進一步的反

省，發現所謂「問題」的根源乃在於結構因素，也瞭解到新移民成為「弱勢」的

消權（disempowerment）過程。提醒我們應回過頭來將新移民視為一個「主體」

而非「問題」，透過培育主體性的行動，使其能夠自主發聲和參與公共政策，重

新展現自我及扭轉劣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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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草根組織的背景、概念與運用 

所謂「草根」（grassroots）指的是基層民眾（public）的概念，並且意味他

們在地方從事集體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活動，相對於中央集權、機械化、與官

僚體制的概念，也含有大眾、流行、有機、和自發性的意涵，代表共同運作大眾

生活及參與集體決策（Kenneth, 2003）；「草根組織」（grassroots organizing）

則可定義為「透過『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的策略，協助鄰里或

某地理區域上的成員發展更強的連結關係，教育及動員眾人為共同的目標行動」

（Barker，2003）。通常「社區」的意義可分成兩大類，一是以地理區為基礎，

指在特定地理區域上的所有人所成的「地理社區」（geographic community），

例如鄉鎮、鄰里、城市等；其二則是「功能性社區」（functional community）或

稱作「利益社區」（community of interest），包含了有共同問題、或次文化的族

群，例如原住民、勞工、客家人、身心障礙者等（Twelvetrees, 1990：引自蘇景

輝，1996）。本研究中所稱之「新移民草根組織」則偏向 Twelvetrees 所謂功能

性社區的定義，新移民同為結構環境下的受壓迫群體，面對類似的跨國婚姻脈絡

與社會處境。意即新移民草根組織不受限於地理區域，乃著重由具有共同利益、

和關心共同議題的草根民眾由下而上自發性所組成。 

本研究將「草根組織」（grassroots organizing）視為協助新移民反壓迫、提

升權能與發展主體性的途徑之一，探討如何藉著草根組織的形式集結動員，促使

新移民彼此協助滿足個人需求，並凝聚更大的影響力向外爭取政策環境變遷。接

下來的章節將釐清草根組織的發展脈絡和現況、瞭解草根組織的內涵，同時對於

草根組織行動有進一步的探討。 

 

壹、草根組織的發展背景 

相關文獻對草根組織發展背景的論述，多由相同地理範圍的鄰里組織經驗為

出發點，談到草根組織起源於英美 19 世紀末的「睦鄰組織運動」（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1884 年英國成立第一個睦鄰中心：湯恩比館，連結貧窮社區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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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服務貧民，其理念是「不同階級產生互動，彼此瞭解和相互學習，並使接受幫

助者也可以付出」（黃彥宜，2007）。睦鄰組織運動重視居民的自我決定

（self-determination），認為居民有權決定社區發展的走向。強調工作者親自在

當地與居民共同生活，以真正瞭解居民的需求，並結合社區內的人力物力資源改

善社區問題。睦鄰組織運動逐漸脫離傳統慈善救濟對弱勢者的分類和標籤化，重

視草根民眾的需求和參與，但此時仍未產生明確的組織概念與行動模式。直到

1960 年代中期，草根組織受「新左派」（the New Left）中的「市民主義」影響

開始產生蛻變。「市民主義」來自馬克斯的批判觀點，強調無產階級的人民應該

組織起來共同對抗資產階級的剝削，並參與公共決策取得發聲位置，影響和自身

利益相關的議題。意味著受壓迫族群應透過「組織」（organizing）的方式形成

集體壓力，讓優勢階級或政府無法忽視其需求和聲音。自此以後帶動草根組織運

動興盛，其數量逐漸增多，型態愈加多樣化（潘淑滿、楊榮宗，1997）。 

自 1960 年代以來國際間的草根團體數量增加快速，推動的議題、目標和型

態亦相當多元，包含改善弱勢族群權益、社區改造運動、透過行動影響和平及環

境保護的政策等等。例如阿根廷的草根組織在 1980~90 年代間快速成長，且多數

圍繞著貧窮的議題（Liikala, 2002）；美國印地安婦女努力於水源地保護；秘魯

草根組織投入種植幾十萬棵樹以對抗雨林的消失；以及東歐團體致力於減緩環境

過度開發等（Pilisuk et al., 1996）。而已開發國家的草根組織行動多數來自中產

階級的少數族裔團體，包含婦女、身心障礙者、同性戀、老人，以及受到社會不

公義壓迫的族群，受壓迫者在之中扮演了草根改變的重要角色。同時各式各樣的

互助團體也漸漸超脫原先的支持性任務，紛紛轉向採取組織及集體行動改革社

會，例如美國地方受暴婦女庇護中心進一步形成組織，挑戰認為男性有權掌控女

性的父權意識，以組織的形式積極參與國際性的女性運動，致力於婚姻暴力的社

會性議題。身心障礙者團體亦然，他們展現草根行動的力量重新建構使其「消權」

的社會論述，藉著不同團體的組織與串連，爭取身心障礙者獨立生活、教育、住

宅、就業的權利（Bettencourt, 1996；Pilisuk et al., 1996）。國際間也形成以增進

跨國婚姻移民權益為主的草根組織，例如「菲律賓草根婦女聯盟」（GABRIELA），

認為菲律賓女性透過「郵購新娘」形式嫁往第一世界的現象與菲律賓長久以來被

殖民、受壓迫的歷史息息相關，故將此議題與菲律賓人民運動、國際反帝、反資

本國際化的運動連結，在美、日、澳等菲籍「郵購新娘」眾多的地區將她們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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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不僅為自身權益奮鬥，也與母國的社會運動連結（夏曉鵑，2003）。可知

1960 年代以後草根組織蓬勃發展，從對社區發展、貧窮者、漸漸開展到對其他

社會弱勢族群的關注，也延伸至世界各國對和平、環境保護、與農村經濟等多元

議題。草根組織已然成為一般大眾或弱勢者取得發聲的權力位階，並且推動社會

變遷滿足個人或集體利益的主要方式之一。 

而近代臺灣民眾組織的發展歷史，則和威權統治與民主政治演進息息相關。

臺灣社會在 1987 年結束了長達 38 年的戒嚴時期，展開一連串民主開放制度。全

臺各地「社會力」旺盛興起社會運動的風潮，圍繞環境、生態保育、反核、消費

者、勞工、原住民、婦女權益等社會議題。直到 1990 年代以後產生新的社會行

動模式，大型街頭活動減少，小規模的抗議行動多屬於個別事件。社會運動逐漸

的組織化，行動策略不再侷限於街頭抗爭，而是結合傳播媒體、推動公眾參與、

深入社區工作、監督政府政策等豐富策略。許多社運團體逐漸轉型為正式的非營

利組織，形成對公共政治的遊說團體，或是提供弱勢群眾福利服務，此一趨勢反

映在解嚴後民間團體數量大幅度成長。過去戒嚴狀態下政府管制人民自由集會與

組織結社的權利，社會上缺乏中介組織，除了經濟性社團，其他人民社團皆受到

嚴格控制，人民普遍對於參與社會組織感到陌生。解嚴後回歸正常憲政體制，逐

步放寬對人民集會結社自由的限制，1992 年並將「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

修正為「人民團體法」，成為規範人民團體設立與運作的基本法，各地紛紛成立

各種不同性質的民間團體，不僅數量快速成長，其種類也趨向多元化（林勝偉，

2000；劉卉文，2004；張瑄純，2004）。 

 

貳、草根組織的內涵及相關概念 

草根組織是一個以群眾共同利益為基礎的集體倡議形式，多屬於地方性的動

員，以自主性、非正式的方式組成的中小型組織，成員多為志願參與，可能有一、

二位全職工作人員，與大型的非營利組織相比，募款來源和資源較少，需要仰賴

成員志願提供時間和資源（Sobeck et al., 2007）。草根組織大多以單一議題為基

礎，常是來自人們對於社會、政治和經濟不正義等利益衝突的反應，或是不同團

體間的衝突。草根組織的核心議題通常在於如何滿足弱勢族群的基本需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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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促進權力關係改變，透過不同策略運用，例如知識傳播、動員群眾等方式實

現社會正義（Bettencourt, 1996；Kenneth et al., 2003）。由此可知，草根組織是

一個積極的社會變遷模式，它提供組織成員直接代表（direct representation）和

完全參與（full participation）組織活動，以利達成共同目標及推動有意義的社會

變遷（Couto, 1998 )。 

從理論層次上檢視，草根組織的內涵也與「社區主義」相呼應。社區主義

（communitarianism）也可稱為「社群主義」，其批判自由主義所衍生的缺失，

包括：統治精英階級濫用國家資源與政治權利，公民參與政治體系的能力與程度

受到抑制等，故主張以公益為目標建立包容性的社區，讓社區走向「自助」

（self-help）、「自主」（self-determination）與「自治」（self-government），

使人民充分參與、共同分擔公共事務的責任和義務（林淑惠，2003；徐震、李明

政，2004）。社區主義強調「地方民主」（local democracy）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念：前者指的是將代議民主轉化為民主和社區行動力量，使政府廣

納民意，擴張參與民主的動力；後者市民社會則強調社會與國家間的理性互動，

許多非政府的社會制度和組織，採取社會運動或自主成立團體以表現獨立自主

性、解決社會衝突，甚而影響國家政策（翁文蒂，2001；林勝偉，2000；翁章梁，

2005）。而「市民參與」則是建立市民社會的基礎，指社會大眾自發性的行動以

影響政府政策與執行，其範圍小至參與日常生活中與群體有關的公共事務，大至

參與政府的政策制訂或執行過程。市民參與具有以下幾項特點：由下而上影響決

策者的活動、民眾為參與表達及影響政策的主體、參與的目的是監督政府，促使

政府回應民眾需求、民眾自發地組織參與活動（吳月招，2002；吳汪易，2000）。

而人民由下而上自發性的草根組織行動，是社區主義中「地方民主」與「市民社

會」的一種積極展現型式。 

此外，草根組織本質上是基層民眾為了共同目的所自發性組成，具有「自助

團體」（self-help）的性格。Nylund（2000）指出自助團體的意義在於一群有著共

同問題或類似生活處境的人組成團體，分享他們的經驗、並協助彼此解決或緩解

個人問題或社會處境，通常分成兩個面向：強調個人改變、或關注社會變遷。以

個人為取向的團體中，成員重視如何改變自身處境，包括改變日常生活、學習新

的因應策略、以及增強自我認同與自尊，這類團體的目的是為了要連結相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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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的人，且強調團體成員的互相支持、經驗分享、互惠協助、彼此鼓勵和同理，

例如 AA 匿名團體、病友團體等。而社會取向的團體則是關注如何透過倡議行動

以改變社會制度，同時也將目標放在預防社會問題及促進社會與心理福祉，例如

單親家長團體、少數種族與性別弱勢團體、身心障礙者團體、與失業者團體等皆

屬之。但實際上，這兩者並非總能清楚分類，社會取向的團體可能包含了個人取

向，反之亦然，若同時包含個人與社會取向的自助團體，則可視為充權取向

（empowerment-oriented）團體，其特色是參與決策、發展自信、發覺與使用優

勢。而 Kahn 與 Bender（1985）則歸納出自助團體的六個特性：1.自助團體總是

涉及面對面（face to face）的人際互動、2.自發性的組成（不由外在團體主導設

立）、3.個人參與（personal participation）是最重要的要素、4.成員同意進行一

些行動、5.一般說來團體是衍生於無力感（powerlessness）的狀態、6.自助團體

需要參照團體（reference group）、共同點與彼此認同、行動的基礎、和自我增

強的來源。本研究中所關注的新移民草根組織可視為一種社會取向、或著重於個

人與社會充權取向的自助團體型態，由具有共同目標和利益的新移民自發性組

成，從中自助、互助解決成員個人問題，並且藉集體行動取得影響政策與社會資

源的權力及管道。 

    另一個與草根組織相關的概念是「社會行動」（social action），草根組織是

一種社會行動理念的實踐型態，例如菲律賓的社運組織經驗強調從下而上的概

念，透過個人充權逐漸形成人民組織，採取具體行動促成社會改革，甚至以草根

組織的力量串連全球其他聯盟，一同推動全球性的改變（吳佳臻，2008）。社會

行動往往以草根民眾為基礎，特別是針對弱勢或權益受侵害的群眾加以組織，使

其為自己採取行動。其預期成果包括改變組織及政府的政策和方案，以提升人民

決策權並轉換個人或群體的權力、地位、和資源。最早期的社會行動模式來自

Saul Alinsky，他採借軍事作戰的用語來描繪組織行動，例如敵人（adversaries）、

戰術（tactics）等。Alinsky 的社會行動哲學認為：1.弱勢者有權自我決定應有的

生活方式和服務；2.只要給予適當的機會和方法，弱勢者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

題；3.為了達到目的，弱勢者必須擁有力量（power）；4.力量的來源包括群眾和

金錢；5.沒有錢的窮人，唯一的力量就是他們自己必須組織起來；5.群眾組織是

來自於自我利益（self-interest）；6.運用直接行動（direct action）；7.以衝突戰

術對付剝削者和壓迫者（蘇景輝，1996）。Alinsky 的戰術（tactics）是以一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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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界定的敵人和明確可勝利的目標下手，同時假設「貧困者」（have-nots）不信

任自己的價值和判斷，卻相信「富有者」（haves）被賦予特殊且不可逾越的權

力，因此草根組織工作者必須呈現出一個強大的力量，保證能夠獲得勝利。雖然

Alinsky 的組織行動著重將目標具體化、並運用各種「衝突戰術」（conflict tactics）

贏取勝利，但是他更強調行動不能超出民眾的日常經驗之外，必須使人們認同組

織是「自己的」、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同時許多草根行動的預設目標是

增強弱勢群體的能力和熱情，稱為「資本建立」（capital building），強調參與

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技巧、發聲、對話、社會建構的概念（Pilisuk et 

al., 1996；蔡志杰，2002）。 

 

參、草根組織行動 

Alinsky 的草根組織行動模式，給予日後組織工作者如何進行草根行動的具

體參考，為人所熟知的是他針對目標運用許多不同的「戰術」（tactics）以贏得

勝利。戰術和策略（strategy）常被放在一起討論，也很容易混淆，策略最早源

起於希臘文 strategos，指統御的藝術，用於軍事用語即是統帥運用謀略，使自己

的軍隊能在有利的狀況下取得勝利；而戰術是局部的，一切的戰術是為了達成策

略而實施的手段。Kahn 在著作《Organizing : a guide for grassroots leaders》談到

草根行動之中，「策略」是達到目標的一般性計畫，就像是一份到達目標的地圖，

一個好的策略必須是：在事前周全設想、建立在人們的經驗之上、使人們參與其

中、有彈性、有深度、務實、具有教育意義；而戰術就像是依照地圖前進的手段

與方法，是為了幫助達到目標的一些特殊事情，通常目的在於影響對手的決定，

要讓對方感受到壓力而讓步，草根組織行動中常使用的戰術，例如：「請願」，

收集收集民眾簽名支持的請願書，並最好由簽署者一起遞送給政府單位；「寫信」

和請願類似，請參與者以書面表達意見，讓官員知道議題有許多人支持，並且寫

信或請願的另一項益處是可以把組織外的民眾納入參與，使他們成為未來固定參

與的生力軍；「公聽會」則是由人民在公開場合親身訴說他們的經歷，對許多底

層階級來說，直接口語表達也比書寫更熟悉自在，公聽會也可以吸引媒體的注

目；「揭露」是透過將手中握有足以傷害對手的資料公開，使組織在對抗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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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優勢；「面質」（confrontations）也可說是行動（actions），指成員以明

確的要求質問某一人、或某群人，使民眾有一吐怨氣的機會，當民眾有機會質問

這些應該負起責任的人時，也能體察到自己有能力站起來反擊。「抵制」，以拒

買的方式對企業形成壓力，雖然要凝聚很大的力量才能奏效，但實際上並非中斷

生意才能造成傷害，只要能造成威脅就有效果；「罷工」，這是勞工可採取的戰

術之一，目的在癱瘓工廠的生產，若用在其他議題上，也可以採用靜坐、示威活

動擾亂一個機構組織，使其無法正常運作，但是可能帶來暴力反擊、逮捕或其他

報復行為，所以採用之前需審慎思考（陶蕃瀛譯，1996；蔡志杰，2002）。 

此外「遊說」（lobby）也是草根組織常用的政治社會行動，蔡千惠（1998）

將其定義為「政治運作中普遍的現象，人民以各種不同的組織，採取直接或間接

的方式向政府公開表達對問題的關切，並企圖影響政府運作」，直接遊說是透過

直接對立法員和政府官員會面表達訴求、影響政府政策，可採取的方式包括提供

資訊、陳情請願、在場監聽、邀約請託、互惠交換、參與訴訟、直接代表；間接

遊說，或稱為草根遊說，則是企圖型塑一般公共的意見，藉以影響立法者，方法

包括：透過公聽會、研討會、座談會、及記者會等影響大眾傳播媒體、進行抗議、

聯盟遊說。 

為了使草根行動能有效運作，組織必須具備幾項條件和資源，包括：適當的

調整和計畫、有能力的領導、充足資金來源、成員願意投入時間參與活動、擁有

關於社會結構的正確資訊、及成員運用資源與政治社會結構協商的技能，都是延

續及促進草根行動成功的資源。此外延續組織需要特定的團體動力運作，包括開

放接納和溝通，團體內的凝聚力、社會連結和支持、和互相協助等等，這些變項

都是草根組織「成功」的關鍵。所謂「成功」並不一定是完全達成組織預設之社

會改變，事實上組織也許永遠都無法完全達成長期目標，然而從組織經營的觀點

來看，無論是「小贏」或推動大規模社會變遷都要能對團體士氣、個人或集體產

生回饋，循序漸進的改變社會文化，並且因此鼓舞其他潛在的參與者投入組織活

動（Bettencour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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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充權觀點 

「充權」與草根組織之間密不可分且相輔相成。草根組織時常透過個人充權

以滿足個人需求、和提升個人參與行動的知識技能，再逐步推進至集體充權；另

一方面，集體充權或達成共同目標，也有利於增強個人內在權能感與自我價值，

促進個人更加投入於組織工作。因此在本節將討論充權的價值理念、背景、相關

概念、和行動層次，並且說明草根組織與充權實踐的關聯及實例。 

 

壹、充權理念與發展背景 

除了「充權」，亦有人將「empowerment」翻譯為培力、增權、賦權、賦能、

增強力量、為增強權能、增能、爭權、授能等等不同說法。充權觀點是現今人群

服務領域的顯學，重點是打破人們「消權」（disempowerment）的處境（王育瑜，

2004）。 

充權（empowerment）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十七世紀的法律用語，指「讓渡公

權威或法律權限，也就是權限的委讓及自由裁量權的給予」，二次大戰結束後廣

泛的被運用，包括性別、種族、宗教、貧困、教育、心理、企業等各個領域，從

單純的法律用語擴展至各種社會用語（邱琡雯，2005）。1960 年代末期到 1970

年代初期，巴西教育家 Paulo Freire 在開發中國家提出的受壓迫者教育理念，強

調充權的目的是讓受壓迫者產生「批判意識覺醒」，並結合「反思」與「行動」

使受壓迫情境產生變遷（張麗春、李怡娟，2004）。而充權觀點在社會工作領域

的發展可回溯到 1976 年 Barbara Solomon 出版著作《Black Empowerment :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此書描述美國社會中黑人長期遭受「制度性

種族主義」壓迫與疏離，盼以充權增進服務對象個人效能及社會改革的力量，充

權概念因此受到社會工作領域的重視，（宋麗玉等，2002；蘇麗瓊，2004）。而

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的脈絡中為了取得專業認可，逐漸擴增專業權能成為問題解

決的專家，故 1960～1970 年代受馬克斯主義、人權運動等潮流影響出現「基變

社會工作」，主張社會工作應挑戰並改變不平等的結構因素，但是基變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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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因為忽略案主立即需求與情緒支持，備受批評而成為社會工作邊緣性理論，直

到 1970 末期～1980 年代以後，社工界傾向融合個人與社會的雙重焦點，開始嘗

試整合及修正傳統社會工作和基變社會工作觀點，提出具生態觀的充權理論，並

重發展個人、人際、政治/社區三方面的力量，至此以後充權觀點由於符合專業

的認知與目標，更普遍的受到歡迎，應用在各個不同的服務人口群上（趙善如，

1999；宋麗玉等，2002）。 

充權延伸指涉的概念與運用範圍甚廣，其定義並無單一解釋。充權觀點本質

上反對「家長式干涉主義」（antithesis of paternalism），相信問題並非肇因於個

人不適應、病態或無能，而是家庭、機構、人際關係、和社會組織中不對等的權

力壓迫，使人心理上經歷無力感、無助、疏離和失去控制，政治經濟層面也缺乏

改革所需的動能。故充權觀點重視人與生俱來的價值和潛能，提供機會使人感受

自身的能力，培養個人自我效能、及消除阻礙潛力發展的人際關係及社會結構，

甚而匯集解放個人及改變社會的力量（趙善如，1999；宋麗玉等，2002；趙雨龍

等，2003；張秀玉，2005）。充權可說是發展自我權能、與個人或團體決策的過

程，個人、團體或社區經由此歷程，學習到影響制度、以及取得資源的知識技巧，

逐漸可以掌控自身情況與生活品質（Torre, 1985；Hatashita, 2006；Adams, 1990：

引自宋麗玉等，2002）。簡而言之，當人們改變造成缺乏權力的因素的想法，辨

別出結構的壓迫性，並且採取行動改變他們的生活處境，就是充權（Couto, 

1998）。    

一般認為充權內涵包括了「個人」（內在心理層面）及「集體」（政治社會

層面）兩個向度。個人充權是協助個人提升自我控制感，明白個人面對問題的社

會成因、學習解決問題的知識技巧，並親自參與改變的行動。集體充權則為社會

層面的改變，而所謂社會層面又可分為組織、社區和社會各面向，均以促進資源、

機會和權力平均分配為目標，即透過集體充權促使不平等的權力或資源分配進行

改變（趙雨龍等，2003）。充權觀點來自對「無權力」（powerless）及「消權」

（disempowerment）的關注，「權力」（power）的消失與再現是充權探討的核

心（王增勇、陳淑芳，2006）。Solomon 所謂的「充權」是一個「減少無力感」

的過程，協助「無權力的團體」（the powerless group）消除權力障礙，所謂權力

障礙可能是來自長期處於無權的狀態，使個人內化對自我的負面評價，或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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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權力結構中缺乏參與和影響決策的機會，故充權具有以下幾個要素：1.充權的

對象往往是社會上缺乏權力的弱勢族群；2.弱勢族群由於缺乏權力，因而處於受

歧視與不平等對待的社會位置；3.因為缺乏權力，也缺乏資源、資訊和資料，因

此欠缺改變自身處境的能力和機會；4.充權是協助弱勢者掌握權力以改變不利社

會位置的活動和過程（趙雨龍等，2003），由此可知充權實踐必須和受壓迫的不

平等社會現象結合。而為了根本改變結構性的問題根源，需要從意識覺醒著手，

發展對世界新的認識，並集結受壓迫者的力量產生改變社會制度的行動（王增

勇、陳淑芳，2006）。 

欲實踐新移民充權需要著眼於缺乏權力的社會環境以及其應有的權力，非將

焦點完全置於個人微視面，否則將形成由上而下的「使能」(enable)服務，並落

入「責備受害者」意識型態，並使服務提供淪為社會控制的機制，加深對新移民

的歧視和壓迫。意即除了增進新移民的社會適應與問題解決能力外，更重要的是

促使個人轉換對所處困境的認知，學習並實際組織和行動，推動有意義的社會改

革（趙雨龍等，2003）。 

 

貳、充權實務運用 

Parsons 等人認為，有四個要素在充權實務運用上格外重要：1.「對於自我效

能的信念」，自我效能是促進行動的自我感受，也是對於自我價值的信念、和一

種自我控制感。對自我效能的信念是個人心理充權的重要內涵，影響個人參與社

會體系時的掌控感；2.「透過集體經驗辨識」，藉集體經驗將問題去個人化，減

少自責與失敗感，避免宿命觀並提升意識覺醒，促進個人尋求中介或鉅視層面的

變遷；3.「批判性思考與行動的知識及技能」，透過互相分享與支持，個人將意

識提升到集體與社會層面，對問題進行批判性的思考，學習獲得資訊及採取行動

的方式；4.「行動」，透過反思性行動人們發展行動策略，獲得資源、知識和技

能來影響內外在結構，同時學會為自己的行動負責，並互相合作以行動達成共同

目標和社會變遷（Parsons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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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權 是 讓 受 壓 迫 從 附 屬 到 自 主 的 動 態 歷 程 ， 可 歸 納 為 「 意 識 覺 醒 」

（consciousness awareness）、「增進知識」、和「採取行動」三個組合，受壓迫

者長期在環境中經驗無力感（powerlessness），導致低自我效能、低自信自尊，

因此充權的第一步是協助受壓迫者知曉問題根源在於社會而非個人，從結構的角

度重新詮釋遭遇的問題；同時充權歷程中學習到新的知識和技能，用於處理個人

生活中遭遇的問題、及協助他人改善困境，使個人具備推動社會變遷的能力；充

權所強調的核心是受壓迫者實際參與行動，有助提昇個人或團體權能感和掌控

感，個人所欲達成的需求目標或許不受個人控制，卻能藉集體力量進行改變行動

來加以掌握（Pilisuk et al, 1996；Papa et al., 2006；Ilkkaracan & Amado, 2005；翁

文蒂，2001；王增勇、陳淑芳，2006；吳幸蓉，2007）。 

實務上，充權行動模式可概念化為四個層次來說明（趙善如、趙仁愛譯，

2001；徐震、李明政；2004）： 

一、個人層次 

個人層次的充權行動焦點在於獲得資訊和資源以滿足立即性的需求，並開始

學習自我接受、自我尊重、發展個人問題解決的知識技巧，同時產生意識覺醒，

探索個人無力感的來源，瞭解受壓迫的社會位階以增進參與改變行動的動機。而

透過對話（dialogue）的方式特別有助於受壓迫者的意識覺醒，因為對話的目的

在於使受壓迫的個人成為具主動性的團體，參與對話能取得建構的權力，在對話

中展現自己的聲音和需求，從中進行權力的轉化（Pilisuk et al., 1996）。 

 

二、人際/組織層次 

形成人際網絡或團體是充權發展的重要載體（Breton, 1994），團體的過程

是提昇意識最有生產力的媒介。當個體與他人產生連結或參與團體，能透過成員

間的分享發現問題的共同性，以及突顯出個人的優缺點。不僅在心理上獲得支持

與降低自責，也能提供彼此實質協助與資源，一同找尋解決方式並且練習新的技

能，個人更可在協助他人的過程學習自助。此外，藉由討論集體經驗來引發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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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意識，亦可提昇對於結構環境的認識。具體的作法則可採取研討會、工作坊、

課程、經驗分享、支持團體、聯誼活動、讀書會等各種形式進行（Parsons, 1998）。 

而組織結社（organizing）本身亦是一種有效的集體充權形式，人們參與正

式組織的行動，可以從中直接獲得有關組織的知識，並且學習與專業人員、政府

官員進行溝通對話。此外更學習到如何因應外在環境，以展現集體性的自我效

能，匯聚更大的影響力量（Sobeck et al., 2007）。 

 

三、社會層次 

社會層次的充權行動焦點在於使個人產生政治面的參與，明白表達個人問題

的政治性本質，為了改變社會和政治採取實際行動。由於具有群眾的基礎，通常

採取社會行動戰術促成壓迫性結構的改善，例如抗議、請願、遊說、抵制、或者

形成跨組織的聯盟等，希望凝聚並運用更大的群眾壓力。不論採行手段為何，集

體行動都是針對社會經濟、政治及結構的改變，也是直接除去壓迫的作為。 

以上各個行動層次並非互相排斥，可以同時進行；彼此間的關係也非直線

式，沒有固定的次序（趙善如、趙仁愛譯，2001）。充權運用不僅著眼於增進個

人心理權能感，重點在使其對於政治、社會、經濟等結構的權力和資源分配產生

批判意識，同時藉由人際互動和參與團體，學習與團體內外的人對話及發聲的技

能，連結眾人的力量採取集體及政治性的途徑，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在本

研究中，將實際瞭解新移民草根組織如何促發新移民產生意識覺醒、增進知能、

與採取行動的經驗。 

 

參、草根組織與充權實踐 

參與草根組織的過程就是很重要的充權經驗，草根組織的本質可說是以個人

及集體充權的方式，使人們致力於結構上的變遷，而一個有效運作的草根組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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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以充權作為行動基礎，充權是組織的一部份，且橫跨所有的草根行動策略

（Pilisuk et al., 1996；Yeich, 1996；Ilkkaracan & Amado, 2005；Sobeck et al., 

2007）。 

那些活得沒有尊嚴並缺乏改變環境能力的人們，經歷了心理上的消權

（disempowerment），而參與組織行動則有助於恢復其內在權能感（Pilisuk et al., 

1996）。草根組織提供的教育訓練和資訊交換，使個人獲得處理問題所需的知識

與技能，加上草根組織本質上屬於「由下而上」（bottom-up）的動員型態，成

員可取得直接代表（direct representations）與完全參與（full participations）的機

會，進而採取行動要求權力與資源重新分配、或停止對弱勢族群的權利侵害。組

織過程中除了培養人們對於權威和自我價值的新態度、增進挑戰權威的意願和自

信，亦匯聚為社會變遷的草根勢力，草根組織行動可說是屬於直接、集體性的充

權（Couto, 1998 )。 

許多研究指出草根組織對於充權的重要性與關連性。例如 Hatashita（2006）

研究指出在日本某一個農村社區裡，一群婦女自發性地採取草根行動，提供電話

諮詢服務及受暴婦女庇護所，後來從非正式的志願性團體，漸漸演變成立案組織

繼續提供服務。這群婦女剛開始只是聚在一起分享個人日常問題，當她們瞭解到

某些問題的相似性後，便組成支持團體。很快地又覺察到問題來自女性在社會中

的從屬角色（subordinate），於是決定採取行動改變環境。她們在草根組織中漸

漸走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發現更巨大的社會議題，在參與的過程中展現個人功

能，一面幫助他人也同時提升自我效能、自我價值感、和自尊，並且因此反思如

何扮演更有意義的社會性角色，希望有效的改善社會議題。另一個例子則是美國

近代因為受到社會經濟結構影響，產生許多「無家的人」（homeless people），

原先他們委由專業組織遊說政策上的解決之道，後來發現如此並無法真正解決問

題，因此他們逐漸在各地方進行草根組織動員，甚而形成全國性的聯盟，透過組

織不僅提昇了個人面對與解決問題的能力，更採取政治行動使政策制訂者感受到

草根群眾團結的壓力，促進根本性的結構變遷（Yeich, 1996）。 

　  而新移民因為社會經濟條件大多不佳、加上在父權體制下女性相對受到壓

抑、以及社會中充斥的種族歧視與文化偏見等結構性壓迫，使其面臨性別、種族、

階級等多重弱勢，為了改變受壓迫的社會處境，需要使新移民能重新取得與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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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權力和主體性。國內最知名、且對新移民充權著墨甚深的草根組織為「南

洋臺灣姊妹會」，其新移民充權歷程乃是以滿足中文學習的實用需求為根基，在

課程中建立對話的空間，促使成員分享個人與集體經驗、培育個人主體性，再逐

漸從個別主體凝聚成社群主體，進而使新移民能夠自主發聲與參與政治行動，同

時和其他組織結盟共同影響公共政策，積極倡議法令、爭取新移民整體之權益（夏

曉鵑，2005a、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