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第二章、失落的公共領域 

 

不論是德文的 Öffentlichkeit，或是它相應的中文翻譯，「公共性」或「公共

領域」，這些詞彙在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大眾傳播、文學、藝術，甚至科

學領域中都被廣泛的應用與討論。這種跨學科的複雜性，相當程度是因為「公共

領域」（公共性、公開性），及其相對的概念「私領域」（私人性、隱私權）的

區別，涉及對人類社會生活組成樣態的各個面向與相互關係的理解。「公共領域」

是一個語意內涵廣泛、定義曖昧不明，甚至不斷增殖的複雜概念。它的複雜性具

體而微地表現在哈伯瑪斯的代表性作品及其爭議中。 

若由政治理論的角度來看，「公共領域」經常被視為民主理論與實踐的重

心。民主政治的運作必須透過一個制度化的言論容納空間（無論其形式如何），

藉由其中產生的言論力量來確保其正當性。為了讓本章及以後的討論有清楚的焦

點，並且不致在哈伯瑪斯多樣的理論企圖中迷失，以下的討論將限定在上述的認

知前提下進行。本章的討論將集中在哈伯瑪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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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資本主義社會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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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哈伯瑪斯的批判理論背景，這種社會診

斷在他的多數著作中都佔了極大的篇幅。這些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可以統

稱為哈伯瑪斯對現代性的反省，而公共領域受到侵蝕、腐化的現象，則是現代性

問題脈絡下的一部份。 
                                                 
1 不僅是哈伯瑪斯曾提出這樣的觀察，Richard Sennett、Russell Jacoby、Allan Bloom 等人亦曾經

分別由城市、知識份子、教育等各種角度分析告訴我們公共性的衰落、退化、危機或消逝的現

象有著長久穩定的蔓延趨勢。參閱 Robbins Bruce, 1993, “Introduction: The Public As Phantom,” 

in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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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公共領域」一詞的難以捉摸，筆者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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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

有助益的（不論是古典希臘城邦式的，或是現代資產階級的模式）。因此，本章

第一節將沿著前述分析來說明哈伯瑪斯以「公共領域」為焦點對先進資本主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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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何謂公共領域？或何種公共領域？ 

 

一、「公」與「私」：理不清的糾結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short, is not unitary, but protean. It comprises, 

not a single paired opposition, but a complex family of them, neither mutually 

reducible nor wholly unrelated. 

 —— Jeff Weintraub 

 

任何關於公共性或公共領域的理論必然預設了某些存在於公／私之間的區

別，但是這並不保證有一個簡單的邏輯可以用來處理「公」與「私」這一組相對

的概念。一般認為公／私劃分最早的形式可以上溯至古希臘時代的城邦生活之

中。在當時自由公民共同參與其中的城邦政治領域（polis），和個人私屬的家庭

領域（oikos）兩者涇渭分明。在亞理斯多德的理論中，polis／oikos 即代表了公

／私，oikos 結合了家庭與經濟生活，也就是包含生命的繁衍、奴隸的勞動、女

性的家務勞動等各種必要卻短暫瑣碎、往覆不斷的事務。2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興起、社會領域出現，原本存在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大

                                                 
2 HC, pp.23-37; STPS,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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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跨出原來的領域，成為相對獨立且範圍廣大的制度化領域。這使得繼續將經濟

活動和家庭生活共同歸於「私」領域範疇的劃分方式，變得不太合宜。這也是為

什麼鄂蘭將「社會」這個領域視為有別於「公」與「私」之外的另一種現象，而

某些研究觀點甚至將經濟活動視為「公」領域。3除此之外，國家職能的擴大以

及私密領域議題的公開化，使得公共性與私人性（隱私）的疆界也跟著變動。例

如女性主義者所標舉的「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的主

張，或是新聞傳播學界在理論上將公共領域全面私人化的企圖，這些做法都使得

公／私劃界的難度越來越高，甚至在晚近公私越界（跨界）的各種主張推波助瀾

之下，公／私之別不但難以界定（不可行），還不可欲。 

儘管公／私劃分在現代社會制度與文化的複雜情境下已經變得越來越複雜

難明了，我們卻仍然必須面對公／私劃分法在西方思想史中，長期在政治社會分

析、法律實務與法理學、道德與政治的論爭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理論事實，我們也

不得不去區別「公」與「私」之間既無法相互化約，亦非全無關連的關係，以及

它們在特定的理論或分析架構下，所指涉的特定社會結構（國家、社會或是家庭

等等）。在這點上 Jeff Weintraub 提出了一個雖未窮盡但基本上已經掌握主要的

公／私劃分方式的分析架構。他以四種類型為代表，分別是： 

（一） 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這裡的「自由主義」指的是功利主義的自由主

義（utilitarian liberalism），基本上是由新古典經濟學角度來看待公

／私之別，其劃分的方式是以國家行政體系與市場經濟來區分。 

（二） 公民共和的傳統：以亞理斯多德的政治觀與羅馬共和的政治語言為

代表，用政治社群和公民身份來指認公共領域，在分析上同時有別

於市場和國家行政組織。 

（三） 文化與社會歷史學的研究途徑：以 Philippe Ariès和 Jane Jacobs的

                                                 
3 參閱 HC, p.28; 以及 Jeff Weintraub, 1997,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 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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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為代表，視公共領域為一個流動且多樣態的社會連帶（fluid and 

polymorphous sociability），有別於社會組織結構和私密的家庭生活

領域兩者。 

（四） 女性主義的研究趨勢：她們理解「私」與「公」的方式是以家庭相

對於較大的經濟和政治秩序之間的區別來理解，換言之就是將家庭

視為「私領域」，家庭以外一概稱為「公領域」。因此市場經濟和

社會領域在女性主義的研究趨勢中經常成為「典型」的「公」領域。

4 

Weintraub的劃分提醒我們，「公共領域」的概念存在多種詮釋模式，在不

同的理論脈絡下公共領域、市場和國家的相對結構關係亦不相同。然而Weintraub

的分析架構固然幫助我們在各種論述中把握「公共領域」的內涵，但是一場公／

私劃分的災難卻不曾就此終結。大量關於公／私領域的討論並沒有仔細地界定這

一組概念的意義和內涵；或者在有意識並且帶著對概念的反思性的情況下，仍經

常發生缺乏系統性的運用，或者無法清楚界定其討論是從屬於何種較大的分析脈

絡下。這種情況幾乎是探討公共領域（或公共性）相關概念無法避免的難題，在 

哈伯瑪斯的理論中也存在著多重語境的問題，他經常交錯使用各種指涉不同概念

內涵的公／私語彙。哈伯瑪斯早期對公共領域的分析同時包含歷史社會學和概念

史兩種主要途徑，前者的分析更是後者以及哈伯瑪斯爾後的社會批判工作的基

礎。以下我們將由歷史社會學的途徑作為討論的起點。 

 

 

                                                 
4 Jeff Weintraub, 1997,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 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 pp. xii-xiii, 7-34. Weintraub 將哈伯

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public sphere）與鄂蘭的「公共空間」（public realm）、托克維爾

（Tocqueville）的「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基本上都歸為第二類，也就是公民共和傳

統下的一部份。Weintraub 將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視為獨立於市場經濟和國家行政組織的

範疇是正確的，但是哈伯瑪斯是否應當被歸入公民共和的傳統卻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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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歷史社會學分析 

 

2.1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社會結構 

 

哈伯瑪斯雖然經常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二代傳人，但在面對憲政民主制

度與資本主義精神時，他較他的前輩們少了幾分敵意，而多了些許審慎樂觀的態

度。誠如在一次接受法國記者的訪談時，哈伯瑪斯提到寫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

變》時的背景與體察，他表示： 

當我在一九五六年成為阿多諾的助教時，我是沉浸在法蘭克福學派由美國

返回德國後，所開闢出來的那種精神和文化氣氛之中的。在戰爭之前，這

些哲學家們曾思索過資本主義與國家官僚主義化，也就是思考過資本主義

的合理性問題。但在戰後，他們的問題改為：資本主義為何能留存下來，

甚至於繁榮起來？因此，他們轉而思考這些問題，並也因此轉而思考大眾

文化的問題。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問題有些不一樣了。⋯⋯我們經歷了

我們從未知道過的一種民主制。我們這一代人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對於戰前

流行的「形式民主制」的疑問。在我的第一本書中，我想繼續由法蘭克福

學派所開創的對社會進行批判的傳統，但同時考慮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即對我們來說，事情變得更好一些！我們經驗到一種很了不起的解

放！⋯⋯這一切表明，為什麼我的第一本書不是去攻擊那所謂的「形式民

主制」，而是去辨認在我所說的「極端改良主義」之中有哪些因素可以盡

可能地向前推進。5 

這一段剖白道出了哈伯瑪斯在著手進行對「Öffentlichkeit」6 這個範疇的研

                                                 
5 本段為哈伯瑪斯接受法國《新觀察家》雜誌記者訪談的部分內容，原載於 Le Nouvel 

Observateur， 3-9 avril，1988，頁 118。轉引自高宣揚：1991，14-15、41。引文經筆者在不

更動原意的情況下略有修改。 
6 「Öffentlichkeit」一詞在台灣一般譯為「公共領域」（或針對哈伯瑪斯理論中強調「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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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時，何以在理論中固然延續著法蘭克福學派一貫的辯證思維，運用內在批評法

（the method of immanent critique）7 來反省現代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矛盾，

卻選擇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作為觀察、思考、與批判的起點。哈伯瑪斯並非不曾

意識到其他類型之公共領域的存在，而是因為與前輩們對資產階級民主的不同認

知，使他開始關注一個他所身處的理論環境中未曾正面看待的歷史社會情境8。

哈伯瑪斯在書中序言如此宣稱： 

「我們視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為一個具有劃時代象徵的範疇。它不能脫離源

自歐洲中古時代的市民社會的獨特發展歷史而抽繹出來；也不能被當作理

念模式地普遍化（idealtypically generalized），以應用於任何呈現出類似形

式的歷史情境。正如我們曾經指出，只有留意十七世紀末的英國與十八世

紀的法國歷史，才能精確地把握公共意見的意義。因此我們大體上視『公

共領域』為一種歷史範疇。」9 

換言之，儘管哈伯瑪斯在晚期理論發展更加成熟後，對公共領域的界定略

                                                                                                                                            
特性譯為「公共論域」），其主要根據乃是由英譯的「public sphere」而來。然而事實上 

Öffentlichkeit 在德文中的意涵十分豐富，單就它在英譯本的脈絡中就可以被譯為蘊藏具象空間

概念的「public sphere」（公共領域）、指向群體的「(the) public」（公眾、公共的或公開的）

和富有抽象性的「publicity」（公共性或公開性）等等。此外，Öffentlichkeit 還同時具有「廣

告」的含意，一語雙關地呈現在哈伯瑪斯書中，不但指向具有規範性的公共領域，也暗指各種

利益結構藉由商業廣告、公關運作操控輿論的現象。 
7 「內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起源可溯及青年黑格爾時期對現代自然權利理論的批判，

以及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和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中對黑格爾的批判。青年黑格爾與早期的馬克思兩者皆運用對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理論的內在批

判來證立自己的觀點。詳見 Seyla Benhabib, Critique, Norm, and Utopia: A Study of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 pp. 19-43. 
8 哈伯瑪斯從未忽略到所謂「另類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s）或「對反的公共性」

（counterpublics）的存在。他雖將研究重點限定在自由主義模式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結構與功

能上的起源與轉變，但他也意識到公共領域不僅只有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一種，除了對平民的

公共領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略而不談之外，另有一種在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中，以贏得

公民投票維持統治的獨裁公共領域（the plebiscitary-acclamatory form of regimented public 

sphere）。這兩種公共領域模式與資產階級模式是截然不同的。STPS, pp.xviii-xix. 
9 STPS, pp.xvii-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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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修正，但是基本上他對公共領域（或公共性）的研究最早是從歷史發展與社會

演變的角度出發的。在他的歷史社會學考察中，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出現之前，

主要有兩種前現代的公共領域概念，分別是以古希臘傳統為代表的公／私領域劃

分法，以及封建體制下的「表徵的公共性」（publicness or publicity of 

representation）。約在十八世紀末，支撐「表徵的公共性」的封建勢力因為一連

串歷史因素的影響逐漸崩潰瓦解。最初是宗教改革使得個人由教士階級手中取回

信仰上的自主性，原本由教會掌控的與神的聯繫成為私人的事情。此外，稅收的

需求增加形成了龐大的官僚體系（特別是財稅機關）、公共財政與宮廷用度分離

使得宮廷逐漸私人化、公共權威機關（如官僚體系、軍隊和司法體系）逐步從貴

族階級的掌握中獨立出來，使得宮廷不得不讓位給現代意義下依法壟斷權威之實

行的國家機器。10在此同時，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發達以及訊息交流日漸頻

繁，亦逐漸發展出一個由私人個體集合而成的自主領域，也就是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市民社會乃是由不具有任何公職身份、從事各種商業和專業活動的私人個

體所組成。基本上可說是被排除在公共權威機制之外的一群人。他們雖然在國家

的統治之下，受到公共權威的制約，但當他們集合起來成一股公眾的力量，既不

像商業人士或專業人士在處理私人事務時那樣行事，也不像一個立憲秩序中的成

員那樣在國家科層組織的法令制約下活動，而是將自身組織成為輿論的載體，以

一種不考慮社會階層的方式對於眾人所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 

哈伯瑪斯採用一個簡化的圖表（詳表一）來表達這個新興階級的公共領域

的基本結構。用這個圖表可以幫我們較清楚的掌握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內涵和特

性，以及它和其他制度結構相互間的關係。11首先必須強調的是，這個結構的基

                                                 
10 STPS, pp.11-12;17-18. 
11 在這裡，公共領域被置放於民族國家內部規模之下來分析，然而哈伯瑪斯主張就「公共領域

的功能而言，國際之間的法律關係和一國內部的法律秩序是相同的」（STPS：295-96，註 133），

換言之，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不侷限於民族國家的空間格局之中，而是可以更進一步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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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是奠定在國家和社會分離的原則之上。所謂公／私領域的概略劃分一開始即是

沿著國家與社會分離的路徑而來，在這裡公領域專指以國家機器為主的公共權威

領域（封建時期的宮廷社會亦屬之，但其形式畢竟是前現代的），而資產階級公

共領域則是一個介於社會與國家之間，並對兩者進行調停的領域。在這裡出現一

個敘述上的弔詭之處，那就是被劃入私領域中的「公共領域」。在哈伯瑪斯的敘

述脈絡下，就本質而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由眾多的私人個體所組成，基本上

乃是私人性的延伸，因此被劃入私領域中。 

 

表一 

私領域 
Private Realm 

 公共權威領域 
Sphere of Public Authority 

市民社會（商品交換與社

會勞動的領域） 
Civil society（realm of 
commodity exchange and 
social labor） 

政治的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 in the 
political realm 

國家（警察機關） 
State（realm of the 
“police”） 

 文學的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 in the 
world of letters 
（clubs, press） 

 

婚姻家庭的內在空間（資

產知識份子） 
Conjugal family's internal 
space（bourgeois 
intellectuals） 

“市鎮” 
（文化商品的市場）

“Town”（market of 
culture products） 

宮廷（王公貴族的社會） 
Court（courtly-noble 
society） 

（STPS：30） 

 

其次，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可細分為「文學的公共領域」（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world of letters；literarische Öffentlichkeit）和「政治的公共領域」。前者可說

                                                                                                                                            
到國際關係的領域去。這種應用晚近經常出現在哈伯瑪斯對歐盟問題的關注，以及跨民族國家

之政治共同體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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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的公共領域的前身，它是公開批判的練習場。早期文學的公共領域和貴族

社會的宮廷生活密切相關，各種傑出的作家、藝術家或科學家與既不從事經濟生

產、也缺乏政治影響力的城市貴族在沙龍相遇，但此時社交往來的內涵與形式仍

操控在貴族主人的掌握中。直到封建勢力沒落與市場經濟力量的崛起，沙龍才得

以擺脫貴族的掌控取得某種程度的獨立性。12此外，在印刷業發達，報紙、期刊

雜誌的等文化產業興起的過程中，培養出一群不再認同貴族的「閱讀公眾」

（reading public）。由於出版品通常最多只能送到一個「有教養的階層」（educated 

classes）手裡，這些以法官、醫生、牧師、軍官、教授和學者為主的新「市民」

階層，取代手工業者、鞋匠這些古老的行業，成為新興的公共領域中最上層的力

量。13換言之，原本以從事工商活動為主體的市民社會中，分殖出一個以有教養

的市民階層為主體的新興領域，他們以沙龍、咖啡館、學會或某些秘密團體各種

性質不盡相同的場域為活躍之處，透過這些場域的運作產出不同於單純的「意見」

（opinion）的「公共意見」（opinion publique/ public opinion）。14當以文學和藝

術為主題的評論擴大到經濟和政治範疇的爭論，也就是人文批判的精神轉向政治

相關活動的問題時，即是進入政治的公共領域 —— 哈伯瑪斯在提及「公共性」

的理念時通常指涉的就是這一層意義下的公共領域。 

除此之外，家庭的內在私密領域與公共領域有著緊密的內在關係。公共意

義下，理性批判的公開討論植根於特殊的主體性經驗，而這樣的經驗則來自具有

培養自動自發、對群體的愛以及文明教養等人性特質的家庭內在領域。換句話

說，家庭是個人人格養成的場所，相應於《溝通行動理論》所提出的生活世界結

                                                 
12 STPS, pp.30-31. 對於沙龍的評價，鄂蘭的看法並沒有哈伯瑪斯這麼樂觀。鄂蘭認為沙龍是社

會、而不是公共空間的表徵，在其中有一套既成的規範，將個體與他的社會階層劃上等號，在

那裡並沒有行動的可能性。HC, pp.40-41. 
13 STPS, pp.22-23. 
14 哈伯瑪斯在此對「意見」和「公共輿論」做了區別，其差異在於「公共輿論」若要成其為公

共輿論必須預設一群擁有理性能力的公眾存在，他們帶著批判的意識對共同關懷的事務展開公

開討論；而「意見」則保留了自然的集體偏見、文化預設或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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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的「個體」（person／personality）的部分。個人的自我認同、言說實踐和

溝通能力都仰賴家庭私人生活經驗的形塑。15  

另外，財產也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哈伯瑪斯認為「一

個成熟發展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乃是建立在形成公眾的私人個體在雙重角色，也

就是財產擁有者（proverty owners）和人（human beings）之間的虛構同一性

（fictitious identity）的基礎上」。16在建構「財產所有者」和「人」之間的認同

時，前述文學公共領域和政治公共領域的關係十分重要，因為私人性經常透過文

字表達的形式公開化，而只有當私人個體不僅就作為人的主體性進入文學的討論

中，而且在政治討論中作為財產所有人確立其共同關心的公共權力，公共領域的

基礎才得以穩固。一旦文學公共領域的批判力量受到消費文化的侵蝕，政治公共

領域中的公開運用理性的主體經驗就不免受到波及了。17 

 

2.2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規範性特質 

 

哈伯瑪斯認為沙龍、咖啡館、讀書會⋯⋯這些性質不盡相同的場域是資產

階級公共領域的代表，儘管出入其中的組成份子不同，溝通形式、批判主題也存

在著若干差距，但從這些早期的典範之中，基本上可以歸納出三個共同的結構性

規範特質，分別是： 

                                                 
15 Calhoun 認為哈伯瑪斯將認同的構成限制在參與公共領域之前的私人性過程，將使認同形成

的問題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從而使得「認同政治」的重要性被忽視（1993，274-275）。

筆者認為哈伯瑪斯將認同的構成限制在家庭當中，誠然是一種狹隘而僵化的分析。然而問題卻

不在於「認同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受到忽視，因為哈伯瑪斯這裡所說的是個體的自我認同，而

認同政治的訴求則是「集體的」認同層次，不論是種族、性別、同性戀或任何集體認同的訴求，

在哈伯瑪斯都可以透過公共領域形成議題、進行溝通。問題在於，在經驗分析上，若將個人認

同的形成限制在家庭當中，將忽略了其他社會因素對個人的影響；在規範建構上，仰賴家庭功

能提供個人對愛或各種品德、能力的培養，恐有倫理超載（ethical overload）的危機。 
16 STPS, p.56 
17 STPS, 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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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考慮社會階層的交往形式。 

在這些場域中已經蘊涵某種平等的形式。當中的成員可以在同等（parity）

的基礎上，以較佳論據的權威（the authority of better argument）對抗從屬於社會

階層的權威。參與者以言詞辯論、理性溝通取代任何社經地位所代表的身分來決

定討論的走向和結果。政治權力和經濟結構（勞資或貧富）原則上沒有影響力。

這項公共性原則在當時儘管並未完全兌現，但已經算是初具雛形了。 

（二）預設了一個問題形成的空間（the problematization of areas）。 

在這些資產階級聚集的場域興起之前，關於「公共關懷」（common concern）

的詮釋權壟斷在教會和國家手中，但是隨著哲學、文學甚至藝術作品被商品化之

後，這些文化產品就失去它們曾有的神聖性而變得世俗化了。這個文化產品世俗

化的影響之一，就是促使個別讀者必須仰賴自己，以和他人理性溝通的方式來決

定其意義。因此反而釋放出公共討論的空間。 

（三）形成具有包容性的公眾（the public as in principle inclusive）。 

文化商品化與公共討論空間形成的過程中，同時構成一個原則上具有包容

性的公眾。哈伯瑪斯認為這些公眾不論多麼排外，都不可能真正與世隔絕，只要

是擁有財產和受過教育的人都可以成為討論的主體。此外他們更意識到自己是更

大公眾之中、由特定人組成的一部分，一旦形成穩定的討論團體，他們就不再是

公眾自身，而是其代言人，更甚而是其教育者。例如藝術評論家就是這雙重角色

扮演的代表。18 

哈伯瑪斯對這三項特質的描述為他帶來的是過度美化、與社會歷史真實面

貌不符的抨擊。特別在平等參與和包容性的宣稱上受到最強烈的質疑，因為很顯

然，哈伯瑪斯在此描繪的理想的公共領域乃是由知識份子為主組成的一個輿論形

成機制。在其中所標舉的用以替代社會階層的權威的「較佳論據的權威」，仰賴

的是一群具備理性批判能力的語言使用者；具有包容性的公眾，無論多麼對外開

                                                 
18 STPS, pp.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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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還是設下「擁有財產和受過教育」的限制。在這些條件限定下，公共領域自

然不是「所有人」皆可跨入的領域。 

針對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隱藏的排除問題，Robbins 的抨擊是既嚴厲又毫不

留情的。在《虛幻的公共領域》（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一書的序言中，

Robbins引用 Walter Lippman 在 1927 出版的《虛幻的公眾》（The Phantom 

Public）裡的論點，認為「公共」是個空洞無稽的字眼，實際上公民由於缺乏時

間參與，根本不可能被合理地期待他們成為負責任地、組織完善的公眾。19 

Robbins 更進一步指出歷史上從來不曾出現過開放給全民的公共領域，也不曾有

過不受控制或多數主導的參與空間，更不曾有過以全民整體利益為訴求的情形存

在過，所謂的公共領域儼然是一個藏身古代神話中虛構的幽靈。因此哈伯瑪斯與 

Sennett、Jacoby、Bloom 等人異口同聲地呼求公共性，歷歷指陳公共性衰微、腐

化或消逝的歷史描述簡直就是在上演一樁「召魂術」。20 

根據 Robbins 的說法，不僅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是虛構的，所有公共領域

概念都是空洞的。因為即使是在高科技的輔助下以網際網路或其他資訊技術將人

們連結成一個溝通互動的平台，都不可避免有「排除」的問題。唯一符合「開放

給全民」這項條件的「公共領域」，嚴格說來只怕只有全人類共有、共存的這個

地球了。 

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誠然可能隱含排除的問題，或是有單一化、知識菁英

化的傾向。但純粹地因為排除無可避免就否定「公共領域」的討論，卻未免因噎

廢食了。我們由哈伯瑪斯本人在字裡行間略帶保留的修辭中亦可看出，他對於當

                                                 
19 雖然 Robbins 極力擁護 Lippmann 對於「公共」（public）是個空洞的字眼的說法，甚至所

編的書與 Lippmann 的書名僅有一字之差，但他們對於民主理論的主張卻是天差地別。

Lippmann 強調政治參與者必須具有閒暇（時間）和專業背景與希臘時代亞理斯多德的政治觀

相似，因而他在後來也就毫不令人意外推論出富有菁英主意色彩的、委任專家為代表的政治參

與主張。這種論調大大得罪 Robbins，並在他的文中受到強烈的抨擊和嘲諷。 
20 Bruce Robbins, 1993,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v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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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沙龍、咖啡館、學會或某些秘密團體的運作現實不全然貼合這三項規範特質並

非無知無覺。因此，與其由歷史社會學的眼光來檢視這三項宣稱，倒不如說這是

哈伯瑪斯假借特定時代現象為公共領域所描繪的理念型（ideal type）。至於針對

這個理念型本身的規範性的批判，我們將在第四章處理。 

 

 

三、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 

 

3.1 劃分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的意義 

 

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經常被視為「市民社會的再發現」，特別是當《公

共領域的結構轉變》的英文譯本問世時正當蘇聯解體、東歐變革、中國經濟改革

開放前後，大量關於市民社會的討論被應用在東歐、東亞等面臨民主轉型的地區

中關於民主實踐及其可能性的問題上。其中「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這兩個

語彙經常被認為是等同或相近的，特別是某些對市民社會的觀察在分析上經常被

含混的視為政治公共領域的一部份。然而由上一節中談到的哈伯瑪斯對資產階級

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分析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這兩個概念在哈伯瑪斯理論中是

有區別的。 

Civil society是個語意內容複雜籠統不讓於「公共領域」的概念。civil society 

對譯於中文有：文明社會、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及公民社會四種，其譯義內涵各

有不同，可略述如下：「文明社會」，顧名思義乃是指相對於原始、野蠻的社會

或自然狀態，已發展出器物文明、制度組織的人類社會。「民間社會」則側重「統

治／被統治」、「國家／『民間』社會」的二元結構，強調民間社會力量自主性

的展現，特別是表現在對國家的抗爭活動上。「市民社會」是最常見常用的譯法，

基本上乃是延續自黑格爾以降的西方思想傳統，以市場經濟、商品交易構成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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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體系為主體的社會型態。「公民社會」則是側重組成社會的自由個體（公民）

參與公共生活的面向，在概念使用上多半隱含著公民共和式的政治想望21。 

儘管 civil society 的語意隨著理論發展而豐富多樣化，但在哈伯瑪斯的理

論分析中卻有較清晰的界定。如同前述，基本上哈伯瑪斯所談的市民社會是一個

在封建制度解體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等歷史環境下的產物。他借用鄂蘭在《人之

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中對「社會」領域出現的詮釋，將市民社會界定

為明顯帶著「私」性質的領域，它的形成乃是因為過去侷限在家庭中的經濟行為，

由於人們為了生存互賴而跨出家庭進入公共空間，進而改變其經濟形式的基礎所

產生的。換言之，早期哈伯瑪斯對市民社會的理解乃是延續自黑格爾、馬克思等

人的理論，將市民社會視為相對於國家，並且是以商品、資本、勞動力交易為中

心所形成市場經濟體系。 

而（政治的）公共領域則是一個透過溝通交往、商談討論、理性批判，進

而形成公共輿論，非正式地（不同於定期選舉的正式管道）對國家型態的統治結

構進行批判和監督的場域。誠如 Calhoun 所言，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具有強烈

的「國家取向」。22就哈伯瑪斯而言，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的基本精神就是立足於

「公開化」（或公共性），即一切都必須向人民全體負責，接受公眾的監督；人

民整體的利益必須再不受任何私人（或團體）利益的侵害下優先被尊重。因此公

共領域有其不同於其他系統的特殊之處，「它涉及政治相關問題；它將它的特殊

處置保留在政治系統中」，23換句話說，公共領域之所以重要，正是在於它具有

藉由理性批判的力量對政治權力運作進行監督的政治功能。 

Calhoun 根據對哈伯瑪斯早期作品的理解，進一步主張：在討論民主社會

的基礎時，「公共領域」的概念比「市民社會」更重要，也更能帶出有關獨特社

                                                 
21 這裡的分類與說明主要參考陳弘毅，2001，〈市民社會的理念與中國的未來〉，發表於中央

研究院社科所舉辦「公民與國家」學術研討會（2001年 11月 29 日）。 
22 Craig Calhoun, 1993, “Civil Socie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Public Culture, 5: 2, p. 277. 
23 BFN, p.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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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組織的討論。Calhoun 認為在發展民主理論所需要的社會學以及文化分析上，

這兩個詞彙有不同的用處。早期以現代資本市場為主題的市民社會，並不一定支

持民主體系的構成。因此分辦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的意義就在於，我們需要將經

濟體系及其相關論述與其他社會組織及其分析劃清界限。經濟環境固然影響公共

領域並且有助於塑造市民社會，但絕不應該將兩者等同。在民主轉型的討論中，

經濟體系之外的自願性組織的活動更具關鍵性作用。倘若將兩者混淆，其混淆有

如毒藥，將毒害民主轉型的論述，令人誤以為只要市民社會得到充分的發展，民

主即會隨之開花結果。24 

 

3.2 哈伯瑪斯晚期的修正 

 

然而這種對於劃分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這兩組概念的堅持，在哈伯瑪斯晚

期的作品中已出現新的修正。哈伯瑪斯開始注意到晚近關於 civil society 成篇累

牘的討論中，在概念使用上 civil society 已經脫離黑格爾、馬克思式的、以市場

經濟的需求體系為焦點的理解方式。他在《事實與規範之間》書中提到： 

「civil society 這個用語此時所表現的意思已不同於自由主義傳統的『資產

階級社會』，也就是黑格爾概念下的『需要體系』，同時也是指包含社會

勞動和商品交易的市場系統。今天所謂的 civil society，相對於馬克思主義

傳統的用法，已不再包含藉由私法，以及透過勞動、資本或商品操控市場

的所建構的經濟了。相對地，civil society 的制度核心結合了非政府和非經

濟性的連結和自願性組織，這些構成公共領域在生活世界的社會組成要素

中的溝通結構。」25 

在這個新的定義下，Calhoun 視之為毒藥的混淆式理解再一次出現了。我

們不難注意到，Calhoun 所堅持的劃分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的意義，必須將「市
                                                 
24 Craig Calhoun, 1993,“Civil Socie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Public Culture, 5: 267-280. 
25 BFN, p.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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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的意義界定在哈伯瑪斯上文提及 —— 同時也是他早期依循的使用方

式 —— 一個傳統的、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脈絡下來理解才能成立。一旦將非政

府和非經濟性的連結和自願性組織納入 civil society 的中心，則區分市民社會及

公共領域的意義就不大了。 

晚期哈伯瑪斯重新詮釋市民社會、公共領域以及兩者的關連性。他不但修

正了前述 civil society 的內涵，也不再強調公共領域是一個歷史範疇，26轉而以

發展成熟的溝通行動理論的概念來界定公共領域。因此，公共領域被視為一個透

過溝通行動發展而成的社會空間，它並不是制度（institution）、或組織

（organization）這一類社會學概念下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而是有一點像

系統（system）的溝通結構，透過市民社會的組織網絡深植於生活世界之中。27 

哈伯瑪斯早期即指出具有政治性的「公共領域」和以經濟活動為核心的「市

民社會」之間存在緊密的關係，「『成熟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社會前提是『自

由市場』，最終目的在於完成市民社會的私人化（privatized）」。28換言之，能

夠經由理性論辯形成公共輿論的完善的公共領域，必須靠一個活躍積極的、自主

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市民社會才能保持完整性。 

然而晚期的市民社會已不再是以市場經濟為中心，而是結合了非政府和非

經濟性的連結與自願性組織的一個範疇，這些組織正是構成公共領域在生活世界

中的溝通結構的組成要素。哈伯瑪斯強調這些社團組織的型態是平等、開放的，

它反映出溝通的本質，使之具體化並持續長久。其特色在於將一般下層民眾結合

形成公眾，而不是指「從屬於大眾傳播與大型機關之下，藉由市場與民意調查為

導向，以及氾濫的公關工作、宣傳、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的廣告宣傳掌控下的公

共領域的一種特色」。29 

                                                 
26 STPS, p.xviii. 
27 BFN, pp.359-360. 
28 STPS, p.74. 
29 BFN, 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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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不論如何界定「市民社會」的內涵，「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自

始至終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在哈伯瑪斯早期的分析架構下所指涉的意涵畢竟

有別，並且這種區別正如同 Calhoun 所言，對於我們理解民主政治發展有其重

要性。因此理解上必須更細緻地區分這兩組概念。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其基礎與市民社會的公眾活動有

高度的依存性，但並不等同於市民社會，更獨立於國家統治體系之外。其批判功

能與自由平等、不受操控扭曲的組織型式更有賴於國家與社會二者的分離，倘若

國家與社會的界線泯滅將，對公共領域的政治批判功能造成莫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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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轉型與失落：公共領域式微的趨向 

 

一、國家與社會的邊界模糊化 

 

哈伯瑪斯對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分析，乃是著眼於自由憲政國家內在的結

構變遷而來的。我們在上一節曾經提到，國家和社會分離的原則本是資產階級公

共領域的基礎，公共領域介於其中，做為一個有別於國家統治機制與市場經濟活

動的空間，乃是公民理性討論、審議、論辯並進一步凝聚共識、促成行動的根據

地。其作用在於形成輿論力量來節制、監督政治權力，使政治權力的運作能夠依

循理性準則與法律形式的引導。但是在現代社會演變的過程中，鞏固這些特質的

結構性因素卻日漸受到侵蝕破壞，進而削弱了公共領域原有的作用和功能。 

根據哈伯瑪斯的觀察，他認為在自由法治國家轉向社會福利國家，同時也就

是「自由資本主義」（liberal capitalism）走向「組織化的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的過程中，最主要的結構變化就是：國家和社會的邊界開始模糊了。

這兩者之間出現相互作用的現象，一種哈伯瑪斯稱之為「國家社會化」

（”societalization” of the state），指的是國家的力量介入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

域內發揮某些特定的作用；另一種則是「社會國家化」（”stateification” of 

society），指的是社會力量超越其自身承擔起各項原屬於國家職能的政治功能的

現象。30 

在這段過程中市場經濟無疑是扮演最具關鍵性的角色。哈伯瑪斯認為，自由

資本主義時代在 1873 年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發生時就已經宣告結

束了，它不過是時代的一段插曲，匆匆一現就落幕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國家

職能被限縮在一個最小限度的「守夜人」（night-watchman）國家，管得越少的
                                                 
30 STPS,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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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被認為是最好的政府。古典自由主義者一方面堅決捍衛所有權神聖原則，據

此排拒國家過度涉入財富重分配的運作；另一方面相信市場機制背後有一隻「看

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在不受到人為意志的操縱下市場的供需秩序會自

然產生。但是在哈伯瑪斯看來，古典經濟學家所相信的自然秩序並不存在。因為

經濟生產與消費是否能自動達成和諧相當程度取決於歷史環境，而處於變動環境

中的資本主義自身危機四伏，市場根本不可能憑藉自我調節達到和諧。31 

除此之外，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結構蒙上了一層準政治性（quasi-political）的

色彩。處於經濟弱勢的勞方操作政治手段與經濟強勢的資方對抗，以獲取無法在

市場機制中得到的滿足，使得過去存在私人領域內的衝突堂而皇之地進入公共領

域。那些不能指望在一個自我調節的市場中獲得滿足的群體需要，現在傾向於由

國家來進行調節。32 

上述兩種情形都加深了國家干預主義的力量。國家不僅在舊有的最低限度功

能上大行其事，更擔負起保護弱勢與管控整體經濟活動兩大重任，以及許許多多

因此衍生出的多樣化功能。這種政治力被引入社會領域的情形，哈伯瑪斯稱之為

「再政治化的社會領域」（repolitical social sphere）。在這裡，由國家的力量深

入市民社會的各項活動，國家與社會的功能雜揉相參，很難再用古典的公／私判

準來加以辨識。 

其次，企業的組織功能日趨公共化。早期企業經營具有濃厚的家族色彩，屬

於典型私人自主的領域。然而在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卻促成資本集中化的傾向，

擴大股本、資金自籌的大型股份公司出現去私人化（deprivatization）的傾向而越

來越像是社會組織（social institution）。許多組織良好、福利完善的大型企業也

做起為勞工興建住宅、修建公園、開辦學校、提供交通運輸、托育幼兒、開設進

修教育課程⋯⋯等工作，這讓企業與政府行政部門的職能變得日漸模糊。從前在

形式上將企業劃入私領域，相對地將官僚行政系統劃歸公領域的作法，因此不再

                                                 
31 STPS, pp.143-45. 
32 STPS, pp.145-48；LC,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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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得通了。33 

與此同時，家庭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也不免受到破壞。例如家庭喪失舊有的

經濟功能，它不再是生產性的群體，而僅僅是個消費單位。此外，家庭也失去了

急難時自我扶助與年老時自我供養的可能性，國家的社會福利業務範疇必須拉大

以彌補家庭所失去的舊有保護、扶助、教養等各項功能。這股外在力量對家庭私

密領域的侵入形成兩項嚴重的後果：一是家庭作為私人自主領域的自主性全面退

化，退化到僅僅在消費功能上才保有私人自主；34其次則是改變了家庭內部的結

構，破壞內在成員之間的維繫力量，使得家人關係更加個人化。至此，家的四壁

坍塌不復其屏障維護之功能。35外在的各項力量，例如政府、市場經濟活動、社

會團體、傳播媒體，皆可以輕易地直接作用於家庭成員個人的思想行止，真正的

個體性反而難以找到地方歇腳，傳統上被視為私人生活堡壘的家庭事實上已成為

「偽私人領域」（a sphere of pseudo- privacy）。36 

 

 

二、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 

                                                 
33 STPS, pp.151-54. 
34 哈伯瑪斯在這邊的講法還可算是對私人消費行為採取比較樂觀的態度。在許多文化評論家看

來，個人的消費行為無力掙脫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是沒有自主性可言的。例如 1999 年 8 月

間由胡晴舫、平路等人針對凱蒂貓風潮引起的一連串針鋒相對的爭論中，以平路為代表的觀點

認為個人在資本主義精於計算的商業邏輯下擁有的選擇空間令人質疑，相對地，以胡晴舫為代

表的觀點則是肯定個人自主選擇的能力，進一步詮釋搶購風潮背後象徵的意義（健康的、個人

擁有不參與政治的權利的、成熟的民主社會）。參見中國時報 1999 年 8 月 15、16、17、18、

20、21、22 日，15 版，「時論廣場」。 
35 更精確的說，「家庭的四壁失去其屏障的功能」，不但具有抽象的意義，同時也包含具象的

真實性。就建築層面的空間結構看來，私人住宅日益喪失舊有獨立封閉的特徵，都會中的居住

方式，使得鄰人們容易在有意無意之間相互干擾。人們必須不斷做些什麼，例如拉上窗簾、加

裝隔音設備來保障自己的隱私。因此哈伯瑪斯認為：「私人性並非家庭生活既有的生活環境，

而是必須優先被創造出來的條件」參見 STPS, pp.157-58. 
36 STPS, pp.1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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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經濟不但促使國家功能、企業角色與家庭結構的轉變，商業活動與

新聞媒體的結合更進一步造成對文化批判的扼傷。早期哈伯瑪斯在寫作《公共領

域的結構轉變》之時，由於受到法蘭克福學派對於大眾文化批判的觀點的影響，

對於公眾文化與傳播媒體自省批判的能力顯得較為悲觀。他肯定文學的公共領域

原本具有承載各種文化批判論述的功能，然而在市場法則深入作品之後，文化不

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都成為商品，創作本身難脫媚俗的傾向。媒體所受到的

評價與文化商品化同樣糟糕，外表蓬勃熱絡的政經評論亦淪為被消費的項目，理

性批判的討論功能自然一併失去了。弔詭的是，文學的公共領域此時反而成為社

會力量的入口，通過大眾傳播的文化消費形式入侵家庭中的私人領域，造成我們

在前文所提到的對私人個體性的破壞。37同樣的，媒體傳播的內容嚴重的私人

化，不僅經常充當人民疾苦的傾訴對象，同時也往往是利益團體或公眾人物宣傳

操縱的對象。這使得公共領域淪為發佈私人生活故事的領域，作秀、表演、私人

告白、公器私用的情形屢見不鮮。誠如哈伯瑪斯極為悲觀的評語：「大眾傳播所

塑造的世界僅僅具有公共領域的表象。即便是他們向消費者所承諾的私領域的完

整性，也同樣是個幻象」。38 

除此之外，商業宣傳活動在廣告之外，也出現一種直接侵入公共意見的形成

過程的公關活動。公關活動宣傳的作用在於，透過操縱媒體的各種技巧將私人利

益包裝在關懷公共福祉的外表下，使得被宣傳的客體披上相關公共利益的權威，

讓人看不出是私人利益的展現。 

哈伯瑪斯用一個饒富趣味的比喻來形容這種公共性淪喪的情形，稱之為「再

封建化的公共領域」（refeudaliz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我們在上一節中提

到古希臘和中古封建制度下的兩種前現代的公共性，其中在封建制度下由於莊園

經濟與領主統治的獨特形式，並不存在制度結構概念上的公共領域，而是將它的

                                                 
37 STPS, pp.162-66. 
38 STPS,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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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表現在統治階層的特殊權力之上，形成一種獨特的「表徵的公共性」

（representative publicness）。這種「公共性」嚴格說來僅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

以貴族與宮廷的一切作為公共性的表徵，例如王侯印璽被視為是封建領主（私人）

權力的象徵；國王的臥室宛如舞台；貴族的日常起居猶如一場演出。39 

於是現代公共性（modern publicity）開始出現與封建時期的公共性（publicity）

相近的特質。由於前述大眾傳播內容的私人化、表演化，以及公關活動帶來的效

應，復加以宣傳工作本身以加強自我的聲望為目的，組織和機關工作人員往往具

有代表性作用。這種種因素使得資產階級社會裡各種組織團體苦心經營、大肆宣

揚自身的立場的同時，再度散發出古老的封建時代所具有的個人權威氣息。 

在這個「再封建化」過程中，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早期被認為擁有的理性批判

與監督的政治功能被削弱了。「公共領域變成了一座宮廷，公眾可以瞻仰它展示

出來的聲望，但不能對它自身提出批判。」40除此之外，原本仰仗理想的公共領

域中由理性、平等、包容的受教育階層，經由公開的討論、協商、論辯取得共識

的功能，已經被公關活動以及各種不同利益的利益競逐，透過操控媒體影響人類

認知，精心營造出人為的共識所取代。 

Jean Cohen & Andrew Arato批評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結構轉變的分析過份

受到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否定哲學的影響，以致於無法超越公共領域腐化的最終結

果。41若是單看這一連串的負面分析，我們或許不得不同意 Cohen & Arato 的看

法。不過，畢竟哈伯瑪斯的理論發展並未單純停留在消極的提出否定，他的溝通

行動理論和論辯倫理學，就是企圖在現代社會結構下重建公共領域中不受扭曲的

溝通可能性。 

 

 

                                                 
39 STPS, pp.5-8. 
40 STPS, pp.201. 
41 Jean Cohen & Andrew Arato,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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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我們在前兩項已經談到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的危機的社會病理學診斷，很

顯然哈伯瑪斯所謂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不僅僅是涉及前述 Calhoun 理解

下國家取向的公共領域所遭遇的問題而已。公共領域結構變遷的分析涵蓋社會整

體，包含國家（行政體系）、市場（經濟活動）、家庭、新聞傳播的等各層面角

色與功能變化，他的企圖在於對現代性的全面診斷，而《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

也僅是哈伯瑪斯的學術工程這幅巨型拼圖中的一塊，在眾多抽象思辯與理論批判

為主軸的論述中扮演社會歷史學描述的具體化的角色。到了《溝通行動理論》第

二卷，42這個對現代性的分析則是透過「生活世界」（life-world）與「系統」相

對應的關係來呈現並給予理論性的深化。 

早在六○年代哈伯瑪斯處理知識論問題時就已經注意到「生活世界」的概

念，並零星地出現在其他的作品中，但這個概念要到《溝通行動理論》第二卷出

版才受到細密的界定和討論，深入地與其他核心的理論概念相連結。「生活世界」

的重要性在於它和「公共領域」概念的親近性，在溝通行動中：生活世界與溝通

能力相對應，而公共領域與溝通權利對應，兩者被視為可以互換的理念型，並且

在先驗的必要性上可以劃上等號。43依據哈伯瑪斯的定義： 

生活世界乃是說話者與聽者相遇的先驗處，在那裡他們可以交互地提出要

求，讓他們的表達和世界（客觀的、社會的、或主觀的）相應，並且他們

可以批判、確認這些有效性聲稱（validity claims），處置不同意見，來達

成共識（agreements）。44 

在這裡，生活世界被視為「溝通行動的互補概念」，哈伯瑪斯基本上接受胡賽爾

（Husserl）晚期對生活世界的現象學分析以及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晚期的
                                                 
42 德文版（1981）；英譯本（1987）。 
43 曾慶豹，1998，《哈伯瑪斯》，台北：生智文化。頁 192、207。 
44 TCA II, p.126. 



 35

生活形式分析，所不同的是，哈伯瑪斯所謂的生活世界並非特定的歷史樣態，而

是著眼於形式語用學（formal-pragmatics）的語言結構分析。45說者與聽者相遇之

處指的就是語言的溝通結構，而語言的溝通結構即是生活世界的結構，這個結構

形成溝通行動的「主體」之間達成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其次，生活世界還具有「先驗性」（transcendental）。「生活世界的結構和

語言世界觀之間存在一種內在關連性，語言和文化傳統在任何可能成為情境要素

的事項中形成一個特殊的先驗地位」。46這裡的先驗性在於生活世界乃是植根於

我們直接經驗的生活感受，具有先於反思、共通的、無庸置疑、被視為理所當然

的背景性質。「溝通行動者只能隨著他們生活世界的移動，卻不能自外於其中。

做為詮釋者，他們自身與他們的言辭行動（speech acts）同屬於生活世界的一部

份，他們不能指涉『某種內在於生活世界的東西』，如同他們指涉事實、規範或

經驗那樣」。47也就是說，生活世界對溝通行動者而言總是「現成的」（present），

它形成現實舞台（actual scene）的背景。 

生活世界又可以被視為理所當然或不可動搖之信念的儲藏庫，這個知識庫

（stock of knowledge）提供成員無庸置疑、共同的背景信念。日常生活中的任何

一種溝通情境都展現了這個由文化知識庫所組成、並總是已經為人熟悉的生活世

界。48在溝通行動中，生活世界就如同每一個參與者雙腳所踏，無法被意識、被

察看的立足點。至於一個被意識到、並且提到溝通場域中進行討論的事務，不論

是規範或經驗，都已不再是生活世界的一部份。換言之，生活世界是可能變動的，

但卻是先驗地存在我們的生活領域中。 

生活世界的結構以「行動者—世界」（actor-world）的語用關係來區分，分

別是：客觀世界（objective world）、社會世界（social world）和主觀世界（subjective 

                                                 
45 TCA II, p.119. 
46 TCA II, p.124. 
47 TCA II, p.126. 
48 TCA II, pp.123-125. 



 36

world）。客觀世界為真實事物的總體，在其中真實的陳述是可能的；社會世界

為正當性規約的整體，規範人與人相互間的關係；主觀世界是說話者特殊經驗的

整體，並且在其中說話者能向公眾表達。49 

這三個世界分別對應三種再生產關係：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和社會化過

程；三個過程又相應於文化、社會和個體三個組成成分（參見表二）。哈伯瑪斯

所謂的「文化」指的是可隨時動用的知識庫，當溝通參與者企圖對世上的某一事

物進行理解時，可以由這當中提供他們所需的詮釋；「社會」指的是正當的秩序，

溝通參與者藉此規約他們所屬的社會群體成員，並因此確保他們之間的團結一

致；所謂「個體」指的是使主體經由言說和行動成為可能的資格（或能力），主

體藉此取得參與達成理解過程中的地位並因此確認他的自我認同（身份）。50溝

通行動的三重功能：達成理解、協調行動、使行動者社會化，必須分別仰仗文化

（溝通行動者的背景）、社會（溝通行動者認可的正當程序）和個體（溝通行動

者的自我認同、言說實踐和溝通能力）這三組生活世界的結構要素才能達成。 

 

表二 

       結構要素 

再生產過程 

文化 社會 個（體）性 

文化再生產 導向共識的解釋模

式（有效的知識）

正當化 社會化模式 

教育目標 

社會整合 義務 適當地規約 

人際關係 

社會成員身份 

社會化 解釋成果 合於規範 

的行為動機 

互動能力 

（個人認同） 

                                                 
49 TCA II, p.120. 
50 TCA II, 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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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 II, p.142）51 

 

哈伯瑪斯認為單單將「社會」理解為生活世界在分析和經驗範疇中是不夠

的，因此主張將「社會」理解為生活世界和系統雙重概念，社會發展乃是同時向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包含生活世界的結構分化、形式和內容分離和符號再生產的

反省性增長三方面）和系統複雜化（主要是指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複雜性的提高）

兩條路線進行，兩者本是文明發展與社會演化（由單純社會逐漸演變成制度化的

複雜社會）的自然現象。然而生活世界和系統各自服膺於不同的內在邏輯，當系

統高度複雜化時，系統運作的邏輯就會取代人類的理性共識，系統整合的操縱媒

介——權力（政治系統）、貨幣（經濟系統），取代日常生活語言的地位，也就

取代原屬於生活世界的社會整合功能。當系統運作的優先性取代人的優先性，進

而倒轉過來控制生活世界，就會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是某種特殊形式的物

化）。 

由社會演化分析的角度看來，早期哈伯瑪斯以「國家／公共領域／市民社

會」三分的架構是素樸且用語模糊的。《溝通行動理論》所提出系統與生活世界

的分析，雖然將問題意識的核心由「公共領域」的腐化，延展到文化、社會和個

體三者組成的生活世界、這個更大的範疇被殖民化的問題上，卻讓概念的使用更

清晰，但也高度複雜化、細緻化。造成公共領域功能衰退、公共性式微的「社會

國家化」、「國家社會化」或「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現象，都可以藉由系統對

生活世界的殖民的架構做更清晰的理論分析。例如家庭親密領域的私人性受到破

壞、文化（文學創作、新聞傳播）商品化，乃是經濟系統透過貨幣入侵的結果。

廣告或公關操作下的虛擬公共性，則是政治系統或經濟系統分別透過權力和貨幣

運作下的產物。 

分析至此，失落的公共領域是否可以尋得一個反應當代社會現實，卻更堅

                                                 
51 粗框內部表示再生產過程對維持生活世界的結構因素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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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基礎的問題，就轉而成為如何重新發掘生活世界的理性潛能，使生活世界能

對系統媒介（貨幣、權力）入侵進行反撲的問題。而生活世界的結構，就是形成

「主體」之間達成相互理解的溝通行動結構，這個問題也因此轉變為重建語言的

溝通結構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