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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問題意識的形成背景 

 

  一個研究方向的形成與決定，通常是經過長時間的蘊釀而成的。起初，筆者

對學位論文研究的方向並不在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這位當代人文

社會學理論巨擘的身上。由於主觀的認知興趣與客觀環境刺激上的雙重必然性，

筆者所關切的，不過是在政治思想領域中論述質量仍略嫌貧瘠孱弱的當代女性論

述。1然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觀察後，筆者的思考開始由強調（性別，單

一層面的）差異、強調兩性平等或性別認同，轉向在這個多元且複雜化的社會，

合理的「共識」究竟應當如何尋求的問題上。這個漫長的歷程可簡述如下： 

首先，循著政治社會民主化的進程，近十年來，台灣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如

雨後春筍般地冒出頭來，不論是本土的婦運經驗或是對國外著述的引介皆累積了

相當豐富的論述。然而這一大片女聲是嘈雜紛歧的，不論在社會運動層面上本土

婦運的「廢娼」爭議；或是在意識形態的理論糾葛中，中外女性主義的教科書所

告訴讀者的面貌複雜多變的「女性主義」理論2；或是以族群、地域為界劃分出

來的黑人或白人女性、中國或台灣婦運的差異性。Moya Lloyd 在一篇女性主義
                                                 
1  對於一般慣稱的「女性主義」（feminism），我認為統稱為「女性論述」較為適切。一方面

是因為一般所謂的「女性主義」由於經常與婦女運動和特定社會議題結合，在高爭議性、高曝

光率，高新聞價值的情境下運用，但往往只是傳達一些浮面的概念與成見。另一方面，根據 

Moyal Lloyd 的看法，女性主義並非一套論述嚴密或者可以歸納出特定綱領的意識形態，它們

是由多重資源中取得靈感，並用以生產關於女性處境的多種解釋。嚴格說來，「女性主義」其

實只是集結在特定性別立場（女性）下的眾多論述。 
2  參見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1996；Rosemarie Tong 著，刁筱

華譯，《女性主義思潮》，台北：時報，1996。 



 2

的導論性文字中曾說：「從一開始，女性主義即具有其理論與實踐的內在多樣性

遠勝於外在一致性的特質。因此再也沒有所謂女性主義這樣的東西了，只有過多

的女性主義，分別由多重的資源中取得靈感，並用以生產關於女性處境的多種解

釋。」3這所謂的「多重資源」是跨科際的，其範圍涵蓋生物學、心理學、人類

學、文學、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等。其他的次學門領域與支派更難以數

計。這個現象顯現出，認真對待女性處境的反省必須是全面性的，這不僅是學科

分析的應用與資源汲取上的問題所致，更和性別不平等結構的普遍性特質有關。 

  其次，在這個美其名為百花爭妍的風貌下，事實上大多數的女性論述相當程

度地以批判的姿態與各種不同的主流理論共生。不同的女性主義流派，操作不同

學科理論的分析架構或思維模式。儘管女性主義總是為女性而戰的，她們共同的

目標都在於對抗男性對女性系統性的宰制。但是這些女性論述之間的差異之大、

爭執之盛，絕不亞於任何具有久遠歷史淵源的思想傳統。不僅理論層面如此，實

踐活動亦然，各種不同路線的婦運策略在現實社會議題中的衝突屢見不鮮，她

（他）們之間的衝突與矛盾猶如各種其他意識形態之爭的微觀宇宙。 

除了性別這個差異面，筆者也開始關注其他的面向，例如宗教、族群、國別、

性傾向（同性戀）⋯⋯。不論是任何多元文化論或認同政治訴求的差異面，都只

是切割社會整體、或者理解社會組成的複雜性的一個單一面向。社會作為一個整

體猶如一幅劃分不盡的樹狀圖，任何一個差異面都可以一步一步再劃分。任何一

個差異面不論對外，或朝向其自身，都存在其他異質性和衝突（不論是潛在或早

已白熱化的）。Lloyd 對女性主義的觀察所下的斷語：「內在多樣性遠勝於外在

一致性」，對於任何一個差異面均可適用。 

以宗教為例，台灣的廣義基督徒人口（天主教與基督教合計）不及總人口數

的百分之四，在基本上被視為儒家文明，並且歷史傳統上屬於泛神論信仰的台灣

社會中是不折不扣的少數。在比例這麼低、人口這麼少，並且同信「一主、一信、

                                                 
3 Moya Lloyd, "Feminism," in New Political Thought : An Introduction. ed. by Adam Lent. London : 

Lawrence & Wishart. 1998,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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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洗、一神」的群體中，卻又可依據神學系統的差異劃分為不同宗派。以基督新

教系統為例，就可分為長老會、浸信會、信義宗、衛理宗、貴格會、聖公會⋯⋯；

又可依據對聖靈的開放程度分為福音派和靈恩派，不僅在正統與異端之中充滿爭

執，不同宗派之間亦各有扞格。或者更令人熟悉的區別是依台灣的族群分割線，

分為國語、台語、客庄、原住民等教會，彼此排斥。除此之外，亙古以來即存在

的同性戀問題，也從不曾因為新舊約聖經明訂為罪，就被排除在基督教信仰之

外。不願意接受傳統教義的同性戀基督徒獨立出來自組教會，並且在同性戀問題

上和傳統教會的神學理論針鋒相對。 

在這個觀察下，筆者開始質疑，如果性別、宗教、族群或任何社會多元範疇，

「內在多樣性遠勝於外在一致性」，甚至使得它「是否可以作為一個整體」成為

疑問，那麼在彰顯差異性之外，我們是否更應該轉而追問究竟「共識」或認同如

何可能形成？是否應審慎地思考，在一個群體內部充滿可能抵銷彼此力量的多重

發聲位置時，該如何化解彼此的衝突，以凝聚共同的力量？若非如此，差異的樹

狀圖劃分到最後，除了證明每個人都有差異這一個簡單的常識之外，是否繞了一

圈，又要回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原則呢？若沒有某種共識或共性存在人群的聚

合當中，人們又何以擺脫「原子式的個人」的命運呢？ 

 

 

二、論文主旨與限制 

 

上述這些疑問，可以歸納為一個較簡單清晰的提問，那就是：「在合理多元

的社會中，不論任何群體都必須面對多元分歧的現實，然而如何在當中尋求眾人

都可以接受的共識？有沒有可能？」就成為本文所關注的焦點。當思考的方向轉

變後，筆者選擇將關切的重心放在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和他對共識如何可能

的問題的回應。哈伯瑪斯是一位徹底的現代主義者，他至終所關懷的是：現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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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遭遇的「問題是什麼」，以及要「如何解決問題」。4在這一點上筆者也是

一位不折不扣的現代主義者，不但在思考的方式上類似（「提出問題 —— 回答

如何解決」），並且與哈伯瑪斯同樣有渴望在當代社會境況下探問理性共識如何

可能的企求。 

  然而企圖進入哈伯瑪斯龐雜的思想體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第一項棘手

的工作在於，哈伯瑪斯著作數量之龐大和涉獵領域與議題之複雜，經常使他的學

術血統的考察極為困難。哈伯瑪斯成長於德國哲學傳統的思維中，深受黑格爾、

馬克思、康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人的影響，完成博士學位後又與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老一輩法蘭克福

學派的學者接觸，並因此經常被視為該學派第二代的繼承人5。哈伯瑪斯的涉獵

還不限於此，韋伯和帕深思（Talcott Parsons）的社會學理論；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學；魯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米德（G. H. Mead）、

杜威（John Dewey）、皮爾斯（C. S. Peirce）的實用主義；皮亞傑（Jean Piaget）

與郭爾堡（Lawrence Kohlberg）的心理學，以及對哈伯瑪斯提出普遍語用學影響

甚鉅的瓊斯基（N. Chomsky）、奧斯汀（J.L. Austin）和塞爾（J. R. Searl），都

先後對哈伯瑪斯的理論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哈伯瑪斯本身又是以「介入」聞名的學者，對當代各種人文學科之爭議，舉

凡與後／現代主義論戰以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對話，都看的見他的參與。換

句話說，在哈伯瑪斯作品下，幾乎什麼人都可能出現，並且常常是對一個只有一、

二項學術訓練背景的人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對象。他本身雖樂此不疲，並且堅信這

樣的跨界研究有其必要6，但對企圖理解或詮釋其理論的研究者卻是苦事一樁。 

其次，由於哈伯瑪斯往往是藉由批判地詮釋他人的作品來成就自己的理論體

                                                 
4 曾慶豹，1998，《哈伯瑪斯》，台北：生智文化。頁 7-8。 
5 哈伯瑪斯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其實有極大的差異，他認為早期的學者從未正視過憲政民主的

重要性，而他個人卻比較喜歡類似美國這樣的政治文化，晚期甚至將自己在政治理論上的立場

和當代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羅爾斯歸於同一家族（IO, p.50）。 
6 見哈伯瑪斯對羅爾斯的回應，IO,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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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在論述上往往與對手糾纏不清，分不清是對方的見解，抑或哈伯瑪斯的

詮釋；又或者過度扭曲對方的原意，被視為有名的「誤讀大師」。根據他自己的

說法，他也意識到從詮釋學的角度看來，自己是以一種頗為粗魯的態度，使得別

人的語言成為他自己的語言。甚至在引用或接受許多辭彙的時候，他也十分清楚

那跟作者原意沒有什麼關係。這種行徑相當為人詬病，不但令人質疑他的學術誠

意，同時也增加了讀者閱讀上的困擾和梳理其思想意涵的難度。許多以哈伯瑪斯

的理論為研究對象的博碩士論文，總不免要再三聲稱自己所能處理的問題範圍，

或語帶不耐地對哈伯瑪斯冗長、重複敘述、不明來由的語彙發出怨懟。為了避免

在進入正文之後，要花費過多的力氣來處理這些問題，在此，筆者也只能說，這

些前人所發過、現在看來以然了無新意的怨言，筆者也同樣在面對。為求理論鋪

陳的緊密，並且可以盡量把握本文所設定的問題意識，對我們把握哈伯瑪斯的思

路無益的爭議筆者將盡量避免。 

本文主旨乃是藉由公共領域的討論來梳理哈伯瑪斯對民主政治理論的主

張，以及公共領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共識的問題。這麼做一方面是前述研究

動機使然，另一方面則是著眼於「公共領域」概念在哈伯瑪斯學術工作中的重要

性。因為，雖然一般學界的共識咸認為溝通行動理論是哈伯瑪斯的理論發展最成

熟的代表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不過是部序曲罷了。然而公共領域作為溝

通結構的具體化，在哈伯瑪斯整個理論與實踐中確有舉足輕重的份量。甚至有論

者主張，《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是哈伯瑪斯思想的發源地，爾後所有論述的系

統展開，都是根據本書的問題意識進入。若不把握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的論述，

往往難以『真正』進入哈伯瑪斯理論建構的歷史工作和問題意識（「究竟溝通行

動理論想處理的是什麼問題」？）7  

其次，由於筆者的關切點集中在「公共領域」和「共識」的可能性（或必要

性）；以及針對民主程序中，議題設定、決策制訂或集體認同的問題，公共領域

                                                 
7 曾慶豹，1997，《權力的批判與批判的權力—— 哈伯瑪斯與傅柯對現代性言說的爭論》，台灣

大學哲研所博士論文，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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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應當扮演何種角色；而我們是否應當以期待得出共識作為參與公共論述的目

標，這一類的問題。因此本文的討論基本上是在一個侷限在國內政治的格局之下

進行的。雖然哈伯瑪斯在 1962年寫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處理歐盟問題

之前，就已經預留討論國際公共領域的空間。但筆者並不打算處理哈伯瑪斯在國

際政治的層次上，對公共領域概念的應用。一方面是在寫作的現實層面上，體認

到一本碩士論文所能處理之問題的有限性，哈伯瑪斯對《後民族格局》（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的思考誠然是晚近重要的發展，但本文中卻必須割捨。

另一方面則是站在台灣這樣一個國際公共領域的被放逐者（pariah）的觀察位置，

台灣就像是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說的無國籍者，在主流的國際政治空

間裡沒有法律地位，不受權利保障、不被承認。相對於一個已成功完成經濟統合

的歐盟成員國的哈伯瑪斯，筆者自覺對國際或跨國事務的生疏、冷漠，難以樂觀

地抬眼遠眺一個跨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或甚至大談一個沒有世界政府的世

界內政的可能性。 

 

三、《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寫作背景簡介 

 

回溯哈伯瑪斯所屬的學術系譜。過去，他經常被視為延續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二代傳人，在學術社群的連帶與理論發展的脈絡上一直和法

蘭克福學派的關係密切。而所謂法蘭克福學派乃是一個發源於一九三○年代的德

國的理論思潮，以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為基本的研究據點，並因此而得名。8集結在這面旗幟之下主要是一群以「社會

                                                 
8 社會研究所的創設僅於行政上隸屬於法蘭克福大學，在財務上卻是獨立於學校之外，由熱情的

支持者贊助。因此一開始，研究所就幸運地具有獨立從事理論革新與社會批判的條件。然而，

在一九二三年創立之初，並未出現一個具有特殊學派意義的概念，「法蘭克福學派」這一術語

一直要到一九五○年研究所遷回德國後才形成的。關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產生與社會研究所的創

立過程，可詳見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 Horkheimer to Hanermas, 1980.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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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The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為學術立場的哲學或社會學家，又

稱為「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論主要承繼的乃是自黑格爾、馬克思以降的德國哲學傳統，特別是黑

格爾的理性與辯證觀念以及馬克思的異化（alienation）理論。再加上研究所自葛

林伯格（Carl Grünberg）擔任首任主席開始，就強調綜合性、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因此在理論發展上廣泛地吸納了來自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康德的三大批判、

胡賽爾的精神現象學、海德格等人的存在哲學以及文學、美學、音樂等各方面的

論述資源。9 

  然而批判理論之所以是批判的，在於它的理論關懷始終不離對現代社會的研

究與反省，尤其是針對晚期資本主義工業發達的社會現象。透過否定性的辯證思

維方式，它能夠為我們說明現存社會何以是不合理的、宰制的，也就是這個社會

如何剝奪或摧毀人的基本特徵 —— 即人類改變環境、集體就生存問題做合理選

擇的能力。這種論述的基礎顯然是得自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啟發。根據界定「異化」

最普遍的說法就是：「人所創造的社會環境、社會結構，反過來支配創造它們的

人」。10幾種典型的異化諸如：勞動者被迫與他們所製造的產品隔離，而對自身

勞動的成果沒有控制權；勞動者彼此隔離，工作的集體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勞動

者被剝奪自行工作與做決定的能力等等。 

  馬克思的分析深深影響法蘭克福學派絕大多數的成員，使得他們對存在於社

會結構中的宰制與支配深具戒心。這種憂慮傾注在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對泛稱

為「實證論」（Positivism）的理論陣營的抨擊上。他們一方面攻擊實證論在方

                                                                                                                                            
Bottomore 著，廖仁義譯，《法蘭克福學派》，1991。Martin Jay 著，單世聯譯，《法蘭克福

學派史》（原名：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96。 
9 雖然葛林伯格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的忠誠信仰，一度使經驗傾向的方法論佔據優勢，引起

研究所其他成員的不滿，然而他所強調的多樣性的、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仍然為霍克海默等人所

承襲。參見 Martin Jay 著，單世聯譯，《法蘭克福學派史》，1996，頁 7-50。 
10 Craib I.著，廖立文譯，《當代社會理論：從派深思到哈伯瑪斯》，1986，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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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犯了將事實與價值絕對二分、只由經驗層面理解世界、模糊了本質與現象；

另一方面，他們又批評工具理性與科技意識的氾濫，儼然是二十世紀先進工業社

會新的宰制形式。11 由這種科學主義的邏輯下獲得的「偽明晰性」（false clarity）

反而造成「啟蒙的自我破壞」（self-destruc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破壞，其結

果乃是促使文化衰頹，扼殺了文化形成過程中的批判力量。12 

哈伯瑪斯基本上承襲了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對科學主義與技術理性的批

判，這不僅表現於他在打造批判理論的知識論基礎時對於實證論的抨擊，同時也

表現在哈伯瑪斯對於晚期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分析之中。然而，代際間的差異以

及哈伯瑪斯個人獨特的學術能量與性格，註定令他走出一條相較於早期研究所中

的主要成員更寬廣的道路。 

在此背景下，哈伯瑪斯以公共領域為題的研究在西方學界受到重視的過程

顯得有些陰錯陽差。《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乃是哈伯瑪斯在法蘭克福時期

發表的第一本個人專書著作13，這原是哈伯瑪斯的博士升任講師資格審查著作

（Habilitationsscrift），同時也是他談論公共領域最主要的作品。遺憾的是，起

初這一項研究成果並不受法蘭克福學派主流人物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等人的青

睞，兩人雙雙認為哈伯瑪斯對民主體制公共生活中的虛妄與危險傾向的批判不

足，以及對哈伯瑪斯處理自由主義憲政民主制度的態度感到不滿。14 

                                                 
11  法蘭克福學派的幾位大家經常被指責的是，他們普遍有化約「實證論」一詞的毛病。在他們

的敘述中對於實證論的內含經常含糊其詞。然而事實上，實證論的內含極其複雜，其中的理論流

派亦各有主張，彼此互異。 
12  詳見 Tom Bottomore著，廖仁義譯，《法蘭克福學派》，1991。 
13《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的德文本發表於 1962 年。在此之前，1961 年所出版的《大學生與

政治》（Student und Politik）乃是哈伯瑪斯與 Ludwig von Friedeburg、Christoph Oehler、Friedrich 

Weltz 等人合著的作品。 
14 這項博士後研究受拒於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最終乃是轉向馬爾堡（Marburg）大學的阿本德洛

特（Wolfgang Abendroth）教授提出答辯才通過的。參見 Craig Calhoun, "Introdutio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alhoun, Craig(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1992, pp. 4-5.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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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霍克海默、阿多諾等老一輩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對哈伯瑪斯的批評，

哈伯瑪斯同樣指出傳統批判理論中的主要缺失，分別表現在「規範基礎」、「真

理的概念及其與科學的關係」，以及「低估了法治國家的民主憲政傳統」三方面。

特別是第三點對哈伯瑪斯來說是一項極可惜的缺憾，因為在他所關注的政治理論

方面，法蘭克福的前輩理論家們從未認真地對待過資產階級民主。哈伯瑪斯認為

如果一個人正確地研讀馬克思，就能發覺資產階級體制所體現的某些觀念是值得

保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遺產。15 

批判理論的學術背景、研究途徑和對跨學科研究的重視，對哈伯瑪斯早期

理論工作的影響之深是無庸置疑的。我們需要掌握這個對學術背景的認識，但同

時更要注意到哈伯瑪斯所開展出來的新格局，才能把握他晚近的理論發展。特別

是他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這本第一部專書中所流露出對自由主義憲政民主

的關注，更為哈伯瑪斯晚期介入政治哲學界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所採取的

理論立場埋下伏筆。 

 

四、章節安排 

 

以下為本文的寫作結構： 

第一章、緒論 

本章簡介本文的問題形成背景、主旨以及研究範圍。 
 

第二章、失落的公共領域 

本章可視為本篇論文的「破題」，我們的討論集中在哈伯瑪斯在《公共領域

的結構轉變》書中對公共領域理論所做的闡釋與分析，特別是他藉此一概念對晚

                                                                                                                                            
伯瑪斯本人似乎也不重視本書，以致於本書的英譯本遲至 1989 年才出版，與德文原本發表的

時間整整相距 27 年。 
15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p 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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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資本主義社會所做的社會病理學診斷，也就是哈伯瑪斯所謂的公共領域（或公

共性）衰退的危機。有鑑於「公共領域」一詞的難以捉摸，筆者藉助哈伯瑪斯或

鄂蘭對現代社會與公共領域興起的歷史分析，來幫助我們把握公共領域的規範性

內涵。其次是沿著前述分析來說明哈伯瑪斯以「公共領域」為焦點對晚期資本主

義社會提出的內在批判，透過哈伯瑪斯對國家、社會、家庭等各種社會組織單位

的分析，來呈現公共領域在現代社會中的境況與面臨的問題。 

 

第三章、公共領域的規範性基礎 

本章所要處理的則是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念的規範性原則的部分，以及針

對公共性淪喪的各種弊端所提出的解決之道。我將針對鄂蘭和哈伯瑪斯兩種不同

模式的公共領域理念進行分析，並藉由哈伯瑪斯對鄂蘭的政治理論的肯定與批判

（權力概念、真理與意見的區分）切入，帶出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的建構工作。

最後，對於政治行動的性質在鄂蘭和哈伯瑪斯理論中的詮釋爭議，作一個概略性

的分析。 

 

第四章、審議式民主的政治設計 

延續上一章對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的討論。本章在第一節中針對實踐論辯

（practical discourse）與社會道德規範的形成在論證上的相關性，說明哈伯瑪斯

的論辯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的內涵，並進一步與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

義原則做比較。其次，由於哈伯瑪斯晚近將論辯理論應用到政治理論上，藉由修

正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提出他所謂的「審議式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cs），筆

者將在第二節中說明這個改良式的程序主義的民主理論，以及公共領域在其中扮

演的角色。最後，我們將根據哈伯瑪斯這一套民主理論在女性主義平權政治的運

用，來檢討哈伯瑪斯的貢獻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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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最後，透過雙軌的審議式政治中對於公共領域角色和功能的界定，哈伯瑪斯

提醒我們公共領域角色的有限性以及市民社會基本上屬於背景支撐功能的特

點，因此公共領域和政府職能是不可置換的。公共領域不能取代政治統治。筆者

認為這一功能限定不但確立公共領域的有限性，同時立即把政治責任問題拋回政

治統治機制。為政者必須面對政治事務複雜衝突的樣貌，以及進一步承擔各種「魚

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判斷、取捨的掙扎，和任何決斷背後必須擔負的責任和壓

力。 

於是公共領域中的溝通互動、言辭論辯也就不必然非要在其中得出「共識」

不可。因為它並不需要承擔任何決策的成敗，而主要是一種鄂蘭所說的展現功

能。歧異並不可怕，相較之下，由個人形成的公眾整體氛圍是以何種「態度」面

對歧見與差異，是排除、壓抑，抑或承認、容許異議的存在，才是更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