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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上午，趁著大埔自救會居民、台灣農村陣線及反拆遷支持者

到總統府前陳情，苗栗縣政府以優勢警力為後盾，出動怪手機具，剷

平大埔四戶。苗栗縣長劉政鴻直言，這趁人之危的拆除行動是「老天

爺賜給的機會」，強調拆除一切合法、不拆將阻礙地方發展。三年前

做出「原屋原地保留」承諾的副總統吳敦義，三年後編造原屋原地保

留要有四前提要件的行政院長江宜樺則宣稱: 「實際執行仍由苗栗縣府

判斷，…一切依法執行」，對縣府的拆除行動「給予尊重」。

在大埔四戶遭到強拆後，直接抗議行動出現在凱道、苗栗縣長住處、

馬英九黨主席競選總部；馬英九總統、吳敦義及江宜樺所到之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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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熙文：邊緣的靈魂��拆暴政」、「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的控訴吶喊...。

這遍地烽火的非武力抗議行動中，多是青年學生，也有教授老師、文

化工作者、農權、環境與人權工作者，甚至家庭主婦或一般上班族。

就像抗議布條上書寫的幾個大字:「官逼民反」，這一波波自發性、非

組織化的快閃抗議，是與大埔受害者非親非故、對大埔四戶毫無所求

的市民大眾，在目睹抗苗栗縣府蠻橫硬幹，欺壓良民、假發展真掠奪

之開發模式後所發出的憤怒；也是對當前強凌弱、自毀承諾、選擇性

執法的敗德政治的沉痛抗議。

連日來，抗議者在不同抗議現場被大批警力包圍、盤查、要求出示證

件，甚至被警察推拉抬扯送上警備車、送進警察局、遭羈押偵訊。在

24日的抗議行動中，警方甚至強拖、逮捕多年來倡議停止粗暴徵收的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粗暴推擠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導致台大學生

頭破血流。警方過度執法，不惜危害人民人身安全、剝奪人民的言論

與表達自由，濫權情形嚴重，猶如台灣重返戒嚴。

回想三年前，為強徵大埔的農地房舍，苗栗縣政府凌晨三點，無預警

地，動用三百名警力，無視農民的吶喊與反對，將20台怪手開進即將

收成的稻田，搗爛結實累累的稻穗。政府毀人良田的野蠻行徑，逼得

年邁老農朱阿嬤喝農藥自殺，社會批判聲四起，迫使當時的行政院長

吳敦義作出原屋保留、畫地還農的承諾。

三年後，苗栗縣政府重演趁虛而入、霸王硬上弓的劇碼，在全案仍處

於高度爭議中，無預警地拆掉大埔四戶。

7月18日，透過影像，民眾再次看著政府的怪手機具，高高提起、重

重落下，朝平民百姓家的磚瓦砍下去，看著懸有太陽、彩虹與「守護

家園」字樣的大布條，隨著張藥房應聲倒下。同時間，平凡的家庭主

婦、張藥房彭秀春女士昏厥攤倒在總統府前；76歲的台權會前會長、

人權鬥士黃文雄跟許多反拆遷的支持者被押上警備車。而在張藥房只

剩瓦礫紅磚後，政大教授徐世榮緘默地在被夷為平地的地基上靜坐下

來；也在同樣的地方，張藥房家大兒子跪在沒了家的塵土上合掌跪拜

地基主，心中還掛念著雙雙進了醫院的父母…。經過三年多的陳情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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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物家當以及一張24萬2千元代拆除費用帳單，而張藥房領能從縣

府領到的補償費，竟那麼剛好地只夠用來付縣府的代拆除費用。

在大埔爭議中，地方政府以公益、發展、交通安全之名，強徵民宅，

但卻無法解釋:(1)明明竹科的竹南園區閒置率高達42%，政府何以濫用

公帑、強搶農地房舍要延伸科學園區用地；(2) 三年前大埔徵地陷入爭

議時，原定進駐的群創光電即已宣布不需要這塊用地，之後也確實沒

有進駐，政府何以仍執意增加28公頃的園區用地；(3) 再說，大埔四

戶在住宅區，根本礙不到科學園區發展，怎麼能硬把這四戶打成「釘

子戶」； (4) 而張藥房所在的公義路與仁愛路口，並不在易肇事名

單，過去一年也沒發生過禍，更不是主要幹道，這樣竟可以被說成死

亡轉角?

不只大埔，近年來各地農地房舍遭到強制徵收的爭議不斷，人權團不

斷呼籲政府，落實憲法及聯合國兩公約對人民居住權、財產權與工作

權的保障。地政學者苦口婆心強調，土地徵收要件包括公益性、必要

性、比例性、徵收絕對是非不得已的最後手段、就算徵收要有合理補

償，因此要求修法、停止在各地浮濫徵收農地房舍。但是這些意見，

卻不見容於汲汲營營要餵養地方政商集團與財團利益的中央與地府政

府。

在掠奪式的開發案中，政府以一套不合理的土地徵收制度，為敢吃敢

搶的政商勢力大開方便之門，地方政府可以透過區段徵收，強把平民

百姓世代相傳、賴以為生的農地房舍，移轉到政商集團的手裡。

在惡質的地方政治生態中，地方政府濫開選舉支票、濫花納稅人辛苦

錢，舉債放煙火，開演唱會，以短視的、收買性質的地方建設鞏固政

治勢力、攏絡政商關係。在地方政府負債日益沉重後，又以粗暴的徵

收手段，掠奪平民百姓的農地房舍大發土地財。日前，公共電視播放

過一段2013年6月27日苗栗縣議會的紀錄影片，影片中，苗栗縣議員

就縣府償債計畫質詢劉政鴻縣長時，劉即不諱言地表示，苗栗縣政府

靠「賣地」償債，而「竹南大埔這一塊…住宅區跟商業區，大概有20

幾億可以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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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04 按讚次數聊生」，在這些不當徵收的過程中，土地所有權被移轉、開發，一般

民眾的土地被掠奪來餵養地方政治利益集團、工業資本家、土地資本

家。若說只要搖著「發展」大旗，政府就能毀人良田、剷人家屋、讓

百姓流離失所、罹患憂鬱症、甚至走上喝農藥自殺的絕路，這樣的發

展符合公義嗎? 「發展」、「公益」、「依法行政」等說詞難道不是

早已扭曲地成為掠奪式開發的遮羞布?

大埔四戶已經遭拆除，但這個政府拆的，豈止是大埔四戶的一磚一瓦

而已? 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麼貴為副總統可以自毀政治承諾，而台

灣最高學府出身的政治學者甚至可以為了正當化政府的掠奪行徑而編

造出一套謊言。而最讓人無法接受的是，何以我們辛苦納稅養的政府

官員、警察，會這樣粗暴地對待自己的人民? 這場掠奪性的徵收，讓

政治人物徹底現出醜陋原形，也讓對執政當局仍存有一絲期待的民眾

希望破滅。

「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這場遍地烽火的抗議，絕不僅只是公民

社會對政府強拆大埔四戶的反彈與抗議而已。近年來，除了各地的土

地徵收案，環境與社會問題也爭議不斷。從樂生、中科三四期、美麗

灣環評、關廠工人遭勞委會追討當年政府代資方償還的資遣費、核廢

爭議，乃至最近政府違背國內民主程序，強行與中國簽下本質上將扶

植兩岸大企業而消滅小企業的服務業貿易協定。執政當局在處理社會

爭議與政策制定過程中，日益曝露其不堪公民社會聞問的本質，那是:

這個政府正加速淪只為少數特定利益服務的政權；同時，為了遂行主

政者的政治意志，政府反民主的作為愈來愈多，包括放任行政機關、

地方政府濫權及選擇性執法，扭曲或不從司法判決，操作形式民主實

則排除民間的不同意見與訴求，乃至動用警察暴力，箝制民眾基本的

言論與集會自由。

馬吳江等政治人導者不該意外，為什麼一出門就遇上抗議，為甚麼連

個金曲獎頒獎典禮也充斥抗議美麗灣不拆、要求廢核、批判地下社會

消失的聲音。劉政鴻縣長也該問問自己，為什麼在他的大建設下，縣

民不能安居樂業，得組織一個又一個的自救會。當政治人物帶頭毀壞

這個社會共享的民主法治基礎，施政愈來愈只為少數人服務、嚴重侵

蝕公平正義的原則與價值，社會抗議頻仍一點也不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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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倒下，只怕正愈來愈壯大。沒有人愛頂著大太陽、淋著雨，在街頭

被警察拖拉扯、擰傷手弄痛腳地送上警備車，也沒有人喜歡睡凱道、

躺馬路地餐風露宿。人們之所以選擇上街頭，必然是因為那作惡的力

量太強大。面對遍地烽火的抗議聲，為政者難道不該更加謙卑、更為

戒慎恐懼嗎? 如果台灣社會繼續目睹從中央到地方的倒行逆施、蠻橫

強幹，大埔事件終將成為這個政權的墓誌銘。

獨立評論編輯推薦

何榮幸：大埔四戶對馬政府的考驗

王健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讀者投書】黃厚銘：家，不只是個建築��法院駁回大埔

四戶暫緩執行之盲點

管中祥：青年不冷血

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5,422 人說這讚。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

讚的人。
讚讚

邱花妹／柴山腳

我在島嶼南方，教書研究、閱讀寫作、行動與生活，

我在工業大城高雄，做地球公民、與人團結、為社會

行動。長駐柴山腳，探索另類發展的可能性，我追

求，環境、社會與世代正義，我相信，思辨與行動、

改變世界有可能！現任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地球公民基金會

監事，曾是第一線的社會運動工作者；幸運地在媒體大崩壞前圓過記

者夢，任職天下雜誌期間，曾獲永續台灣報導獎、吳舜文新聞獎、科

技與人文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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