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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審議式民主的政治設計 

 
我們在上一章中談到哈伯瑪斯的論辯原則，當言辭行動中的正當性聲稱受到

強烈質疑時，雙方必須透過一定的論證來說明自己對共同規範、或共識的理解是

正確合宜的，也就是「實踐論辯」（practical discourse）。實踐論辯不但與社會

道德規範的形成具有論證上的相關性，哈伯瑪斯在的政治理論上的主張更是在這

個基礎上的發展與運用。 

筆者將在第一節針對實踐論辯，也就是論辯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的內

涵加以說明，並進一步在哈伯瑪斯與羅爾斯的理論對話中做比較，以凸顯實踐論

辯在理論設計上的特質。其次，我將在第二節中處理論辯理論在民主理論上的應

用，也就是哈伯瑪斯藉由修正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提出他所謂的「雙軌的審議

式政治」（two-track deliberative politics）。我們將針對哈伯瑪斯的理論鋪陳來說

明這個改良式的民主理論，以及公共領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最後，再根據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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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原初情境」與「理想的言說情境」：與羅

爾斯的家族對話 

 

一、哈伯瑪斯的論辯倫理學 

 

哈伯瑪斯認為我們所面對的現代社會乃是一個道德傳統喪失其宗教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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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裡，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共識背景已經不復存在。但人

們仍然必須面對，針對道德判斷或道德立場以理相爭的尷尬處境。1因此現代人

必須轉向現世世界的內在來尋求道德意義和它的認知基礎，其可能的途徑就是透

過道德語言遊戲（moral language game）的參與者的意志和理性，在互為主體性

的溝通過程中來尋求。因此，他提出由實踐論辯的原則發展出來的論辯倫理學，

作為重建（reconstruct）一個具有認知內涵的道德規則的實踐方案。 

所謂「論辯倫理學」有兩個基本的原則： 

一、D原則（論辯倫理原則；principle of diseourse ethics）：只有全部參與

實踐論辯與相關的人都接受（acceptance）的規範，才可以宣稱為有效的規範。

這裡所說的「接受」，是在理性論辯的前提下得到的，是一種具有認知理由

（epistemic reasons）的共識。2也就是說，這種論辯原則與傳統的契約論不同，

它的共識或協議的約束力並不是建基於參與者的承諾（promise）之上，而是源

於他們在考量過程中所提出的理據（reason）。 

二、U原則（普遍化原則；principle of universalization）：這項原則是在 D

原則的影響下形成的，它所指的是：「一個規範的有效性在於，普遍遵守這個規

範，對於每個人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引起的後果與副作用，可以被所有受到該項規

範影響的人所接受。」3 

早期哈伯瑪斯在討論倫理學問題時，為了證明實踐問題可以獲得符合真理的

解決，並以此將可驗證的規範和與強權掛勾的規範區別開來，就提出「普遍化利

益」（generalizable interests）作為判別的標準。他認為只要規範能代表普遍化利

益，規範就是建立在合理的共識的基礎上（相對地，如果能夠進行實踐論辯就能

找到這種共識）。倘若規範不是制定於普遍化利益，規範就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

                                                 
1 IO, p.39. 
2 IO, pp.41-42. 
3 IO,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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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4 然而這項道德的普遍化原則的證立，卻是循著康德的路徑，藉由修正康德

的「普遍化原則」而來。哈伯瑪斯認為康德的普遍化原則太偏重主體意識，帶有

獨白式的論証色彩，應該改以「互為主體性」（intersubjcetivity）的論証方式進

行，以大家是否都可以接受作為檢驗某項道德規範的判準。 

但是，畢竟並非所有的規範都能符合普遍化利益，因此哈伯瑪斯又指出另一

種用來間接區分規範權力5（normative power）的驗證方式，就是妥協

（compromise）。所謂妥協，指的是按照規範在各特定利益之間進行調整。妥協

要證明是名副其實的妥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當事的各方權力平衡；其

二，進行協商的各方利益無法普遍化，不能透過論述的方式證明特定利益的合理

性。只要兩項一般妥協形成的條件中有一項不具備，就是虛假的妥協（公共領域

eudo-compromise）。6換言之，妥協是在利益無法普遍化的情況下，不得不然的

補充辦法，但仍然必須符合權力平衡的條件，否則就稱不上真正的妥協，而可能

是另一種暴力之下的產物。 

除了兩項基本原則（D原則和 U原則），哈伯瑪斯更強調論證的過程必須

符合實踐論辯規則，否則整個道德理論的證立工作就不完整。實踐論辯規則如

下：7 

一、每一個具有言說及行動能力的主體均得參與論辯。 

二、1. 每一個人均得質疑任何斷言。 

2. 每一個人均得將任何斷言引入論辯。 

3. 每一個人均得表達其態度、慾求和需要。 

三、每一個人均可免於因內外在壓力而妨礙其進行上述一、二項行動的權利。 

                                                 
4 LC, p.111. 
5 規範權力指的是建立在暴力，也就是缺乏合理性基礎上的規範。LC, p.111. 
6 LC, pp.111-12. 
7 MCCA, p. 89. 另參考 IO, p.44. 兩處的說明僅有些微文字上的出入，大意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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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二之三是專屬於實踐論辯外，其他則適用於各種論辯。這些規則確保

每一個人都有參與討論，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及批判他人觀點的權利，使涉及規

範的所有個體都有相同的機會參與論辯協商。除此之外，實踐論辯，更容許參與

者表達自己的主觀需求。哈伯瑪斯認為我們在思考道德爭議的時候，應當把情感

反應也納入表達的範疇當中，包括個體可能有的疑惑、態度、慾望、情緒和需求

都列入考慮。因為這些反應不同立場的情感表達隱含了某種判斷，因此它們和「評

價」是相關的，應當被重視。8最後，第三個規則更防止欺騙、權力、意識型態

之介入論辯過程。所有論辯的參與者經由遵守這些規則、進行論證所得出的規

範，才可以宣稱為有效的規範。既為有效規範則每一個個體均應遵守，其因遵守

這些規範所引發之後果或副作用，均應未經強迫即承擔其後果（也就是回到 U

原則）。 

哈伯瑪斯在建構這套論辯倫理時，所採用的是一種「先驗—實用」論証

(transcendental-pragmatic argument)。所謂「先驗」是指論辯倫理學的基礎是一種

直覺概念，它採用一種徹底普遍化的方式進行論辯，而不可能再被轉化為具體

的、特定的功能要向。其次論辯倫理學根據米德的觀念，用實用主義的論証理論

對此加以了闡明。自由而平等的參與者要想進入一種包容性的自由話語當中，就

必須滿足一定的溝通前提，在這些溝通前提下，每一個人都必須接受所有其他人

的觀點和自我觀以及世界觀；對觀點的這種限制，最終導致的實際上是一種理想

的「我們的觀點」。由此出發，我們可以共同檢驗，一個有爭議的規範是否可以

作為實踐的基礎，沿著這樣一種漸進抽象的路徑，我們就可以逐步剝離出普遍利

益的內核。9 

基本上，實踐論辯的說明主要針對道德規範，然而，對政治理論所要求的正

義原則或正當性要求來說，亦不啻是一種道德規範。因此論辯倫理學自然而然地

被哈伯瑪斯應用到政治理論的設計和爭議上頭了。 
                                                 
8 IO, pp.4-5.  
9 MCCA, p.82., IO, p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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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伯瑪斯對羅爾斯的質疑 

 

我們在上一節提到實踐論辯進行的過程中，參與者本身的主觀需求和利害考

量都被包含在內。這一點和羅爾斯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及《政治

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lism）中構想的原初情境（original position）大不相

同。羅爾斯提出《正義論》的目的原本是針對分配的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

的問題，企圖建構一個不同於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的道德原則來取代它。

其方法是「將傳統上由洛克、盧梭及康德所代表的社會契約論普遍化，並且將它

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10所謂的「原初情境」就是羅爾斯所設定讓參與規則形

成的人立約的環境。對此，哈伯瑪斯針對羅爾斯的理論設計和推論曾提出一些質

疑，可分述如下： 

（一）、關於原初情境的設計 

首先哈伯瑪斯質疑：「原初情境的設計是否可以確保一個本務論式的正義原

則（deontological principles of justice）的無私的判斷觀點呢？」11 

早期羅爾斯假設原初情境中的參與者是缺乏利他動機的立約者，他們只具有

一般的知識和原則，分別依據理性選擇追求某些基本善（primary goods）。然而

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對立約者的角色加以修正，他假設公民具有道德

人格、正義感和尋求善的能力，以證明立約者擁有道德自律（autonomy）的能力。

然而哈伯瑪斯認為他並沒有完全貫徹這個對完全自主的公民人格的假設。在原初

情境下，理性客觀的情境設計取代了道德人格的特徵，各個黨派都受到合理的利

己主義的限制，沒有能力相互接受對方的觀點。在此情境下的行為者雖能作出理

性選擇，但是對於他們所尋求的正義原則的意義卻缺乏認知。事實上這些行為者

                                                 
10 John Rawls,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p. viii. 
11 IO, p.50. 



 74

是互不關心，對於正義原則也是麻木不仁的。除此之外，各個黨派在原初情境下

決定他們相互間的義務，但卻受限於「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而人人

都由理性的利己主義的立足點出發。12問題是，決策做成之後，他們畢竟要走出

「無知之幕」面對自己真實的處境，那麼，在原初情境下做的決策能否在走出「無

知之幕」之後繼續適用呢？或者說，其實應當令行為者脫離合理利己主義的限

制，成為可以發揮道德認知能力的行為者呢？ 

哈伯瑪斯認為羅爾斯為了確保立約者能做出無私的判斷，以「無知之幕」的

設計系統性地剝奪對相關訊息的認知。這種作法雖然能讓原初狀態下的各黨派做

出理性選擇，但還不足以使他們感知到當事人的主要利益，也不足以把「權利」

看作是決定集體目標的關鍵。13因為這種從獨白的角度做決定的方式受限於個體

所持有的觀點，由此出發，我們當中的每個人都會自以為他所要的也是大家都願

意要的。但這是不夠的。哈伯瑪斯認為只有當每個人的自我理解中都反應一種先

驗意識（reflect a 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也就是一種普遍有效的世界觀，

他所說的善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世界觀多元化的現代社會，所有人都必須具

有這樣一種先驗意識。然而羅爾斯通過限制信息，從一開始就在推論上不必要地

限制了特殊解釋觀點的多元性。這使得在原初狀態下想要保證判斷不偏不倚，進

而建構原初狀態的基本的規範概念，比如政治自律的公民、公平合作以及秩序良

好的社會等理論企圖，在論證上的說服力被削弱了。14 

相對的，哈伯瑪斯的論辯倫理學是一套實踐論辯的公開程序，它的假設前提

是「理性的公開運用」（public use of reason），在實踐論辯程序中，參與者都能

清楚的認知自己的利害所在，在一個不受扭曲的理想的言說情境下，每一個人都

可以不畏制度上或結構上權力的壓制，不惑於意識型態的矇蔽，把自己的態度、

需求、想法和情感都無保留的引進公共意見的形成過程中。這種程序不需要像羅

                                                 
12 IO, pp.52-53. 
13 哈伯瑪斯強調這裡指的是 Ronald Dworkin 概念下的權利。參見 IO, pp.56-57. 
14 IO,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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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斯用來建構原初狀態那樣將信念和世界觀的多元現實排除，就可以得到闡明。

15 

 

（二）、交疊性共識與中立性原則 

其次，哈伯瑪斯認為羅爾斯為了正義原則在世界觀上的中立性，放棄了他的

正義概念的認知有效性聲稱。16這自然又是一個哈伯瑪斯式的解讀，這個問題和

上一個針對「原初情境」的設計的質疑是相關的，同時也和哈伯瑪斯對鄂蘭劃分

真理與意見的批評有關，這兩個批評都反應了哈伯瑪斯對共識（或道德規範）的

產生必須具有認知的內涵（隱含真理或知識）的堅持。17 

哈伯瑪斯的疑問是：（1）「交疊性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這個概

念所發揮的是認知性的角色還是工具性的角色，它是用來進一步論証理論呢，還

是在已經得到論証的理論當中闡明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呢？（2）與此相關的是，

羅爾斯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 reasonable：是作為道德判斷的有效性？還是作為啟

蒙的寬容的反思態度呢？ 

針對第一點，哈伯瑪斯認為由於羅爾斯強調「穩定性問題」，以致於「交疊

性共識」中表達出來的只是一種社會穩定功能，也就是證明正義理論可以不用暴

力而促使社會合作制度化。但是他論證的過程中採取一個「不預設立場」

（freestanding）的角度，在各種整全性學說當中保持中立，以迴避「理性公開運

用的過程當中，能否獲得不同世界觀的贊同」這個問題。這就導致「交疊性共識」

缺乏認知的內涵。直截了當地說，哈伯瑪斯認為只要理性的公民無法獲得一種「道

德觀點」，那麼，我們就不要指望他們會達成「交疊性共識」，因為這個道德觀

點獨立於理性公民所持有的不同的世界觀，而且還先於這些世界觀而存在。換言

                                                 
15 IO, p.59. 
16 IO, p.50. 哈伯瑪斯所說的「世界觀」（worldview）相當於羅爾斯所說的整全性學說

（comprehensive doctrines）。 
17 羅爾斯針對這一點，認為哈伯瑪斯運用的是廣義的黑格爾概念，我將在以下「羅爾斯的回應」

中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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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也就是回到哈伯瑪斯的理論，他認為在實踐論辯的社會本體論

（socio-ontological）概念中，已經暗含了一種道德觀點。這種道德觀點乃是先驗

地存在實踐問題當中，參與者想要進行理性討論，就必須依賴這種複雜的承認關

係。18 

針對第二點，哈伯瑪斯認為有兩種理解「合理性」（reasonable）的方式，

一種是在實踐理性的意義上認為，reasonable與「道德真理」（morally true）具

有相似的意義。另一種則是把 reasonable看做是一些有待討論的概念中的「深思

慎慮」（thoughtfulness），其中真理暫時還處於未確定狀態。19哈伯瑪斯自己是

屬於前者，而他認為羅爾斯是傾向於後者。但在哈伯瑪斯看來，羅爾斯的理論中

假定人具有道德人格，他們擁有正義感和理性（reasonable）能力，可以考量各

種公平原則並且與人合作。這種人格（concept of person）概念早已超越政治哲

學的界線，而涉及到某種整全性學說的解釋。20 

總結哈伯瑪斯提出的質疑，其實重點在於他不接受羅爾斯的迴避各種整全性

學說，而將正義原則限定在政治領域的作法。對哈伯瑪斯而言這是不可行的，並

且他認為在羅爾斯的推論當中也無法自圓其說。此外，哈伯瑪斯更認為基於前述

理由，使得羅爾斯在建構民主法治國家時把自由主義的基本權利凌駕於民主的正

當性原則之上。羅爾斯也就因此無法實現使「現代人的自由」與「古代人的自由」

協調一致的目標。21這個部分與哈伯瑪斯對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修正有關，我

們將在下一節再談。 

 

三、羅爾斯的回應 

 

                                                 
18 IO, pp.63, 68, 77. 
19 IO, p.64. 
20 IO, p.73. 
21 IO, 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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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哈伯瑪斯的質疑，羅爾斯不但提出十分細緻且詳盡的回應，並且還將兩

人的學說作了一番比較。在此我僅針對兩人的爭議點進行討論。 

羅爾斯認為他和哈伯瑪斯之間存在兩個主要的差異。第一個差異是哈伯瑪斯

的學說是整全性的（comprehensive），而羅爾斯所談的只是一個有限的、政治性

的理論。第二個差異和第一個差異是相關的，正因為兩者之間一個是整全性學

說，一個是有限的政治性理論，所以哈伯瑪斯所提出的「理想言談情境」的理論

設計，和羅爾斯的「原初情境」自然有了不同的目標、角色和功能。22 

（一）針對第一點，羅爾斯再三強調，政治自由主義只是一個政治範疇內的

學說，並不處及任何整全性理論實質的概念，不論是宗教的、形上學的或道德的。

政治自由主義迴避所有這些學說，而以自己的術語獨立地表現它自己。其目的是

任由這些學說自由發展，只有當它們出現政治意義上不合理性的情形才加以批

評。23 

相對地，哈伯瑪斯的理論卻遠遠超出政治哲學甚多，他所提的是一個整全性

的理論。羅爾斯認為哈伯瑪斯的理論是一個廣義的黑格爾概念，也就是說對理性

討論（包含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前提作哲學性分析，這種理性討論將宗教和

形上學學說的實質成分都包含在當中。而他的邏輯也是形上學的，正如他提出一

種關於存在於什麼（what there is）的說明。而存在就是人類藉由溝通行動存在

他們的生活世界。24 

（二）羅爾斯認為原初情境只是一個推論的假設性分析，它和哈伯瑪斯的「理

想言說情境」一樣是分析性的假設，他們同樣都指涉在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

中公民如何進行討論、思考和判斷正義原則。在當中的背景文化充滿各式各樣的

整全性理論，其中的爭議是永無止盡、沒完沒了的。但它們是社會的文化，而非

                                                 
22 John Rawls, 1995, "Reply to Habermas'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92(3), pp. 132-33.（以下簡寫為 RH） 
23 RH, pp.134,149,179. 
24 RH, pp.136-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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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治的文化。25 換言之，羅爾斯堅持迴避這些整全性理論之間的衝突，有

可能在政治領域得出所謂的「交疊性共識」。他認為他所謂的「反思性均衡」

（reflective equilibrium）和哈伯瑪斯在理想言談情境中設置的各種辯論詰問下產

生的合理性規則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他們同樣都是企圖通過討論使理

想、原則和判斷更加合理。26 

（三）哈伯瑪斯認為羅爾斯的個人概念（concept of person）超越政治哲學

的界線，而涉及到某種整全性學說的解釋（可能與康德一樣呈現一種先驗的和形

上學的理性觀）。並認為這一點影響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

中設定的原則和理想，使得政治自由主義的建構涉及到「合理性」（reasonable）

和真理的問題。27對此羅爾斯予以否認。 

羅爾斯所謂的政治自由主義包括三個特徵：（1）它只適用於社會基本結構，

包括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2）它可以在不依賴任何特殊的整全性理

論（不論是宗教的、形上學的或道德的）的情形下得到系統地闡釋。（3）它的

基本理念：包括政治社會作為公平的社會合作體系、講理（reasonable）和理性

（rational）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都屬於政治範疇。28由第三個特點來回答哈

伯瑪斯的提問，就是「個人的哲學概念，被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這樣的政治概念所

取代」了。至於政治自由主義的建構，是將政治正義原則的內容和理性而講理的

公民觀連結起來。這個論證並不依賴柏拉圖或康德式的理性，而是類似最簡單的

邏輯和數學那樣運用的理性。29 

                                                 
25 RH, pp.139-41. 
26 RH, pp.141-42. 
27 RH, p.138. 
28 RH, pp.134-35. 另，關於講理（reasonable）和理性（rational）的區分，參考李國維，《論羅

爾斯「交疊性共識底理念」》，東海政研所碩士論文。頁 283-84。在此將 “reasonable”譯為「講

理的」為了凸顯羅爾斯的特殊用法，對羅爾斯而言”reasonable” 並不純是道德性的詞彙，也與

真理無關，而是接近「一般人情社會約定俗成之理」。這同時也符合羅爾斯強調直觀（intuition）

的道德判斷的用法。事實上哈伯瑪斯在這一點上與羅爾斯是十分相似的。 
29 RH, 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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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針對，哈伯瑪斯問到：「羅爾斯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 reasonable：是

作為道德判斷的有效性？還是作為啟蒙的寬容的反思態度呢？」 

羅爾斯再次強調政治自由主義不使用政治判斷之外的任何道德真理概念。他

認為在沒有表明這個方式無法令人滿意或在某些方面已經失敗之前，政治自由主

義無須尋求其他根據。雖然他同意理性的概念需要一種比《政治自由主義》所提

到的更全面的深究，但他並不打算處理這些問題。在合理性的基礎上得出的交疊

性共識已經足以建立社會統一的基礎了。30 

 

四、小結 

 

哈伯瑪斯和羅爾斯基本上都被視為新康德主義的代表。他們之間的相似處其

實在兩人的對話中都可以找到彼此認為可以類比或平行的地方，例如哈伯瑪斯的

「理想言談情境」和羅爾斯的「原初情境」；哈伯瑪斯的論證理論和羅爾斯的「反

思性均衡」；以及他們同樣都強調市民社會（羅爾斯）或公共領域（哈伯瑪斯）

作為意見或規範形成之背景文化的重要性。其根本性的差異就如同羅爾斯所說，

他和哈伯瑪斯之間一個是有限的、政治性的理論，另一個則是整全性的學說。 

而造成這個差異的關鍵在於，哈伯瑪斯一再強調內在於語言中的理性能力和

真理（或知識）的相關性。這也就是他所說的理性與真理之間的關係問題。他認

為我們無法回避用（要求）依附於語言的程序來闡明道德觀點，即使在羅爾斯所

謂的政治領域自身範圍內，論証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公開運用理性，這種理性無法

排除與道德或真理的相關性。以墮胎問題的爭議為例，這個衝突涉及到宗教和道

德價值的爭議。依據羅爾斯的主張，他把衝突從政治價值的優先性轉移到了不同

                                                 
30 RH, pp.1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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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價值之間的均衡問題上，也就是說要求公民把倫理觀念轉換成政治的語言來

處理。31這在哈伯瑪斯看來是行不通的。 

哈伯瑪斯認為並沒有必要以排除整全性學說的方式來證立道德原則，同樣也

沒有必要以「原初情境」來排除立約者的主觀考量。因為他堅持在一種論辯程序

規範下，規範內涵（也就是任何整全性學說）並不會影響到程序的中立性，同時，

也正是在此程序下才可能由道德觀點做出公正無私的判斷。32 

 

 

 

 

                                                 
31 IO, p.92. 
32 IO, p.99-100. 此外，羅爾斯認為這種程序並非純粹的「程序性正義」，它包含特定的實質內

涵，例如公平、公開、非強制性和全體一致等等。哈伯瑪斯也同意他的觀點。事實上，誠如羅

爾斯所言，任何一種自由主義都必須是實質性的，因為它們都相當程度依賴結果的正義。RH, 

pp.1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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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雙軌的審議式民主 

 

早期哈伯瑪斯在論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時，提到挽救公共領域淪喪的各種

傾向的方法就在於將公共性原則廣泛應用到政黨、媒體、公共團體等各種與國家

統治結構相關的一切機構中。也就是一切涉及政治權力運作的相關機制都必須受

到人民的批判和監督。而所謂「公共性原則」的要求，在哈伯瑪斯的理論建構工

作中指的就是論辯理論（discourse theory）的要求，使一切議題都可以經由公開

的論辯程序得到理性討論，同時也受到應有的批判和監督。透過這一路走來的學

術歷程，當我們看到哈伯瑪斯將論辯理論應用到法律體系和政治理論當中，就一

點也不令人意外了。 

在討論何謂「審議式民主」之前，我們必須注意到哈伯瑪斯對「政治」的理

解。基本上，他一貫將政治界定為「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這種理解方式相當

程度是將政治理解為一種立法過程，反應在理論的建構上，就是強調政治和法律

的關係。用哈伯瑪斯自己的話來說，所謂的審議式政治乃是「事實性與有效性的

外部關係」（external relation between facticity and validity），相對地，內在於法

律理論本身的則是「事實性與有效性之間的關係」。33這種對政治的理解相當程

度決定審議式民主的特質、成就與限制，我們將在以下討論。 

 

一、對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的修正 

 

審議式民主的提出，乃是藉由修正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這兩種哈伯瑪斯稱為

規範的民主模式（normative model of democracy）展開的。 

                                                 
33 BFN, 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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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哈伯瑪斯所謂的審議式政治對國家有不同於其他民主模式的觀點。他強

調審議式政治乃是從法律產生的過程來闡述民主程序，這個程序性的民主過程不

一定要以國家為中心，它所預設的是一幅去中心化的社會圖景。相對於歷來的民

主模式所預設的社會概念都是以國家為中心，自由主義觀點把國家當作經濟社會

的守夜人，共和主義把國家視為制度化的倫理共同體。審議式政治對民主的理解

和這兩種都不同，這種對民主過程的理解只需要預設一個與早期歐洲民族國家一

起出現，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具有功能性關係的「公共行政型態」（typ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34。 

其次哈伯瑪斯將美國八○年代學界盛行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論爭，化約

為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兩種民主模式的競爭。他根據 Frank Michelman 所提出

的分析架構，分別針對公民，法律以及政治意志形成過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ocesses of political will-formation）這三組概念來說明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民主模

式35。 

（一）對於公民的概念：依據自由主義的觀點，公民是個人權利的承擔者，

這種權利是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是公民面對國家或其他公民所固有的。只

要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追求自身的利益，就不受國家任何干預。依據共和主義的

觀點，公民的地位不僅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權利個體，公民權更是一種政治參與的

權利。它不僅保障公民不受國家或個人的侵害，更確保公民能參與共同的政治實

踐，進而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二）對於法律的概念：依據自由主義的觀點，法律秩序的意義在於明確

具體的情況下個人所具有的權利，因此法律秩序乃是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之

上。相對地，共和主義認為個人權利的保障應歸功於一種客觀的法律秩序，這種

法律秩序確保公民能在平等、自由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同生活。 

                                                 
34 BFN, pp.296-97. 
35 IO, pp.239-44, BFN, pp.2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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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政治意志形成的過程：依據自由主義的觀點，民主過程是一種利

益妥協的形式。這個程序在於達成國家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在這裡國家被視

為公共行政管理的機制，而社會則是私人及其勞工互動的市場結構體系。形成妥

協的規則被認為應該藉由普遍平等的選舉、議會的代表性集會、決策模式和議事

規則等等形成的公平性來確保。在當中，各種不同立場的利益相互圍繞著行政權

力相互競爭，在政治意志形成的過程中充滿了策略性的行動，而非溝通行動。相

對地，共和主義的民主過程中政治並非耗用在利益調節的功能上，它被視為實質

倫理生活的變動形式，在其中公民與公民之間具有一種「同屬感」（solidarity），

他們在政治行動的過程中認知到對他人的依賴，並進而形成並發展相互認同關

係。 

審議式政治對這兩種觀點都採納一些成分，並把這些成分整合進理想的協商

和決策程序中。根據這種觀點，實踐理性不在於普遍人權之中，或是特定共同體

的倫理本質之中，而是在於審議規則和論辯形式之中，這些規則和形式的規範性

內涵乃是來自以相互理解為導向的言辭行動的有效性聲稱得來的，換句話說，也

就是從語言溝通的結構和溝通社會化的模式得來的。 

審議式政治賦予民主過程的規範性涵意比自由主義模式要強，比共和主義較

弱。它從兩邊都各取一些成分，並以新的方式把它們結合起來。審議式政治與共

和主義一樣把政治意見和意志形成的過程視為重心，但並不把法治國家憲法理解

為次要的東西。審議式政治的成功不在於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

決於相應的溝通程序和程序的制度化，以及程序與非正式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

作用。36 

                                                 
36 BFN, pp.296-98, IO, pp.2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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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審議式政治的關鍵乃是在於溝通程序和程序的制度化，而這個程

序應當為何呢？哈伯瑪斯援引 Joshua Cohen 對審議式政治的概念中提出的程序

要求（如下），並加上自己的三點補充：37 

(1) 審議的程序採取辯論的形式，也就是所提出的訊息和理由在雙方之間有

序地交換。 

(2) 審議是包容的、公開的。原則上沒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所有受決策影

響的相關人是皆有同等機會參與。 

(3) 審議是排除外在強制的。對參與者的約束僅限於溝通的預設和辯論的規

則，就此而言他們是擁有主權的。 

(4) 審議是排除任何可能有損於參與者之平等的內在強制的。每個人都有平

等的機會去被人傾聽、帶出議題、提出建議和批評。而終究要採取「是／否」的

立場則由較佳論據來決定。 

此外，哈伯瑪斯更加上自己的補充： 

(5) 審議的目的一般而言是為了合理地達成一致的意見，並且原則上能夠無

限地進行討論或在任何時候恢復。 

但考慮到決策的壓力，政治審議終必由多數決來決定。在少數派使多數派信

服他們是正確的之前，具有可錯性的多數意見（fallible majority opinion）可以被

認為是公共實踐的合理基礎。 

(6)政治審議可延伸到任何可用對所有人同等有利的方式來調節，但這並不

表示向來被視為私人的主題就被排除在討論的範圍之外。 

(7) 政治審議還包括對需要的詮釋、以及對前政治態度和偏好的改變。在

此，論據所具有的產生共識的基礎，決不僅僅是先前在共享的傳統和生活形式中

的價值共識。 

審議式政治的特點不但表現在對程序的要求和前述各項假設前提之上，哈伯

                                                 
37 BFN, pp.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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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斯更強調他所提的是一種「雙軌的審議式政治」（two-track deliberative 

politics）。38所謂的雙軌，分別指的是用民主程序來調節以決策為取向的協商，

這種審議具有憲法制度形式，通常指的是議會這一類的公共領域；另一種則是不

受制度規範的非正式意見形成過程，也就是一般意義下的公共領域。前者由於受

到制度框架和時間限制，因此有賴於後者提供討論議題的參照點；後者的缺點是

容易受到不平等分佈的社會權力、結構性暴力和受系統扭曲的溝通的壓迫和排

外，但優點是具有無限制溝通的性質，與前者相比，後者對新問題更加敏銳，自

我理解性質的討論可以更加廣泛深入，並且對集體認同和對需要的詮釋可以更不

受強制性的壓迫。39例如婚姻暴力或職業婦女的托嬰這類涉及「需要之抗爭」

（struggle over needs）及其詮釋問題，最初是被當作私事來處理，但透過漫長的

努力在公共領域中產生影響力，最終贏得進入公共議程的地位。這類案例正表明

了雙軌的審議式政治相互間的關係。 

 

二、法律與民主政治的內在關連 

 

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概念相當程度相應於哈伯瑪斯一再強調的公共自律

（public autonomy）和私人自律（private autonomy）互為前提的概念，我們將在

下面討論這兩個概念的相關性。 

哈伯瑪斯認為，通觀整個政治哲學史，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公民共和主

義者，從來都沒有在公共自律與私人自律之間，或「古代人的自由」（freedom of 

the ancients）和「現代人的自由」（freedom of the moderns）達成平衡。所謂「古

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乃是康士坦（Benjamin Constant）對自由概念

的理解，基本上可分別代表「人民主權」和「人權」的劃分。古代人的自由基本

                                                 
38 BFN, p.304. 
39 BFN, p.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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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指的是公民參與政治權力行使，例如決定是否參戰、是否與外國政府締結盟

約、監督、追究官員的行為與責任或投票決定法案、宣布判決等問題。這些自由

與政治參與息息相關，康士坦也稱之為「政治的自由」（political liberty）。現

代人的自由是指一個民主國家公民所能享有的種種權利。例如財產權、人身自由

權、結社或信仰自由等等。這些自由（權利）與近代市民社會的形成息息相關，

康士坦也稱之為「市民的自由」（civil liberty）。40 

哈伯瑪斯聲稱自由主義者強調「現代自由」，主要就是生命權、自由權和財

產權這一類個人權利的核心內容。相反，共和主義則捍衛「古代自由」，也就是

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權利，這些權利使得公民能夠履行自決實踐。在政治哲學

的傳統中，這兩種自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無法消解的競爭。41此外，這兩種自律

之間的區分不僅與共和主義的直覺概念發生矛盾，而且違背了歷史經驗。在共和

主義看來，人民主權和人權是同源的（co-originality）。但是歷史經驗卻告訴我

們，從規範角度來看，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的歷史界限從來都是成問題的。

以社會福利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公民的私人自律和公共自律之間的界限就一直

是變動不定的。盧梭和康德的抱負都曾經試圖調和兩者之間的關係，使人民主權

和人權可以相互詮釋。但他們都沒有掌握一個直覺，就是：既不能把人權的概念

（自由主義的基本權利）僅僅看作是最高立法者的外在約束，也不能把它們看作

是立法目標的功能要件而工具化。42 

要將兩種自律恰當的結合在一起，必須透過法治和民主之間的關係來解釋。

哈伯瑪斯認為憲政民主國家的法律和民主具有一種內在關係，這種關係在憲政民

主國家中獨具重要性。因為現代國家的法律基本上是通過民主程序取得正當性

的，在這個過程中，具有法律人格的人只有同時把自己視為法律的制定者來行使

公民權（人民主權），並且也認識到作為接受者必須遵從這些法律的時候（受保

                                                 
40 江宜樺，1998，〈康士坦論自由、平等與民主政治〉，《東吳政治學報》，第九期，頁 33-34。 
41 RH,p.161; BFN, pp.99-100; IO, p.258. 
42 IO, pp.68-69,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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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或約束的個人權利主體），他們才能說是自律的。 

在這個過程中，公共自律與私人自律之間是互為前提的，一方面，公民只有

在私人自律受到充分平等保護的基礎上，才能適當地運用公共自律；另一方面，

也只有在擁有完整公民權的保障下能自由參與政治，才能充分保障公民在私人領

域的個人權益。哈伯瑪斯同時認為，自由主義的法典範過份偏重保障公民的消極

權利，忽略了保障公民政治參與平等的重要性，使得經濟、教育、生活條件各方

面的不平等日益加劇，摧毀了提供平等機會使人參與法律制訂的能力。相對地，

社會法典範雖然引入基本的社會權利，以保障更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拉近公民

實質法律進用的機會平等，但卻又容易產生令人詬病的福利的父權主義（welfare 

paternalism），使得個人生活條件受到權威機關家父長式的、標準化的干預，而

未必貼合實際的需要，甚至造成進一步的傷害。43 

上述爭議，換句話說就是法律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的爭議，哈伯瑪斯認為必

須在民主過程中同時保障私人及公共自律，使受到影響的人們一開始能夠進入公

共審議的程序中，自身起來澄清並說明哪些關於平等或不平等的對待是正當的。

否則，以保障私領域中追求個人生活自主的個人權利的目標，就無法得到適當的

表述。由此可見，是參與共同體自我立法實踐的公共自律使得私人的個人自決成

為可能。哈伯瑪斯認為儘管公共自律對於公民共和主義者而言或許具有一種內在

價值，但它主要還是表現為實現私人自律的一種手段，這也就是他和他所謂「倫

理超載」（ethical overload）的共和主義不同之處。44 

對於哈伯瑪斯過份化約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的分析，羅爾斯提出他不同的看

法。羅爾斯認為在恰當解釋的自由主義中，公共自律與私人自律都是共源的和具

有平等價值的。它們都表明，公平的正義以及其他自由主義觀點，都像哈伯瑪斯

在其論辯理論觀點中所做到的那樣，意識到了他所說的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之間

的內在關係，或者是兩者互為前提。羅爾斯堅持，在自由主義中不存在任何古代

                                                 
43 IO, pp.260-62. 
44 IO,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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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現代自由之間的無法消除的競爭，而毋寧說，只存在一個以這樣或那樣的

方式來評估證據的問題。至於哈伯瑪斯所說的兩難衝突，在羅爾斯看來是個老問

題了，並不是只有哈伯瑪斯注意到這一點。 

對羅爾斯而言，哈伯瑪斯所提到的自由主義面臨的兩難，確實是個困境，因

為這兩個命題都是正確的。一個命題是：任何道德法則都不能對一種擁有主權的

人民施加外在限制；另一個命題是：擁有主權的人民可能會不公正地（但卻可能

合法地）制定出任何侵犯這些權利的法規。這些陳述只是表達出，所有政府的政

治正義都有風險，無論是民主的，還是與之不同的政府，都是如此。因為任何人

類制度，不論是政治的或社會的、司法的或教會的，都不能保證人永遠能制定出

合法的（或公正的）法律，也不能保證公平的權利總能得到尊重。45 

至於審議式民主是否可以解決這個兩難困境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就哈伯瑪

斯而言當然是可以的，下一節我們就會談到他在實例上的運用。 

 

三、政治公共領域的功能與有限性 

 

我們在前面提到哈伯瑪斯的審議式政治是一個去中心社會整體觀，並且是一

套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概念，其中一方面指的是用民主程序來調節以決策為取向的

協商，通常指的是議會這一類的公共領域；另一種則是不受制度規範的非正式意

見形成過程，也就是一般意義下的公共領域。可見公共領域在哈伯瑪斯的理論

中，自始至終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在審議式政治的理念下，公共領

域以不再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興起時的特定歷史範疇，而被賦予更抽象但更具說

服力的功能性角色。 

我們在第二章提到，晚期哈伯瑪斯對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概念都做了修正

和補充。這主要表現在幾方面： 

                                                 
45 RH, pp.16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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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對於公共領域的政治功能，哈伯瑪斯給予了更清楚的說明。「公共領

域是一個警報系統，此系統具有一個並不專業化，但卻敏感地遍佈於社會中的探

測器。從民主理論的觀點看來，公共領域不僅要發現問題、確認問題，並且要能

說服或影響他人進而凸顯問題；提供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使得問題透過議事程

序獲得處理」。46換言之，公共領域扮演的是凸顯議題使它受到政治系統的重視，

進而得到處理的角色。能夠「行動」的只有政治系統，公共輿論只是發揮影響、

施壓的功能來引導行政權力的運用，並無法親自「統治」。47 

其次，和第一點也是相關的。那就是哈伯瑪斯贊同 Cohen & Arato 提出的

「行動的有限範圍」（limited scope for action）的概念，主張市民社會與公共領

域負擔得起的非制度化的政治運動與政治型態是有限的。其主要限制有三：48 

（一）、健全的市民社會有賴一個完整的私領域，並只有在自由主義政治文

化的脈絡，以及與其相對應的社會型態下才能發展。 

（二）、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者只能得到影響力，而非政治權力。輿論的影響

雖然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差異，但是公眾的影響力基本上只有在經過民主政治體制

內的程序化篩檢之後，才能轉變成溝通力量。否則，即使公眾的理性辯論來自自

主性的公共領域，沒有透過上述的機制也無法產生影響。必須對民主化的選舉與

議會協議產生影響，才能成為政治力量。 

（三）、不能過份期待市民社會成為一個「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的

社會。市民社會只能直接改變自身，最多是間接影響政治系統，卻無法取得掌控

的主導地位。 

雖然公共領域扮演的是有限角色，但是對於審議式政治運作的完整性卻仍然

具有重要性。因為單靠憲法並不能保障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不受破壞，公共領域

的溝通結構必須靠一個積極的、活力充沛的市民社會才能保持完整性。值得注意

                                                 
46 BFN, p.359. 
47 BFN, pp.299, 359-360, 445. 
48 BFN, pp.3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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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哈伯瑪斯不但修正他對市民社會的界定，主張「今天所謂的市民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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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相對地，市民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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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社團組織的型態是平等、開放的，它反映出溝通的本質，使溝

通的特點具體化並維持常置不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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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在此哈伯瑪斯肯定市民社會中存在一些不同於他早期在中極力批判的

利益團體，這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看不到的一面。50 

 

四、女性主義的演習題 

 

我們在前面提過，哈伯瑪斯認為審議式政治的成功不在於一個有集體行動

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決於相應的溝通程序和程序的制度化，以及程序與非正式

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故而又稱為「程序民主模式」（procedural model of 

democracy）。51顧名思義，這種模式的民主理論強調的是程序，特別是審議或論

辯程序的重要性。哈伯瑪斯並且多次在他的著作中以女性主義在爭取婦女權益方

面的爭議為例，來說明這個程序主義的法典範（或民主模式）的有效性。 
                                                 
49 BFN, pp.366-67. 
50 此外，哈伯瑪斯同時也修正了他早期對社會運動的看法，他原本不承認在街頭壓力下形成的

法律是出自私人個體通過公共討論而達成的共識，相對地，它們或多或少不加掩飾地成為諸多

衝突的私人利益相互妥協的結果。但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由於 Cohen & Arato 的提醒，

哈伯瑪斯注意到新社會運動的雙重政治（dual politics）：一是「攻擊性」（offensively）目標，

也就是為了自身的目的，他們直接影響政治系統；另一方面則是「防守性」（defensively），

相對地他們同時也受到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影響，加強了個人對行動的認同和能力。參見 

BFN, p.370. 
51 IO,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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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西方婦女運動的思潮大體上乃是援引自由主義理論來爭取兩性平權，

她們基本上強調女人也是人，同樣也是理性的存在，其訴求往往是以強調女人和

男人在能力、智力、企圖心各方面的相似性來爭取婦女與男性在形式法律上的權

利。影響所及，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婦運論述也不脫此種論調。以台灣的婦運為例，

早期呂秀蓮在 1971年提出「新女性主義」時打出來的口號就是「先做人，再做

男人或女人」。52其訴求基本上是強調女性和男性「一樣」有理性、有能力的相

似面，以透過各種立法政策，尤其是在社會福利、家庭、勞工以及性侵害防制各

方面，來彌補、提升女性所遭受到的自然或社會性不利益為主要訴求的。 

然而隨著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以及福利國家的政策推行，許多原本在婦

女運動中訴求的權利和政策獲得兌現。但婦女運動者或女性學者確認為女性的處

境仍未改善。大量的福利政策文獻揭諸女性在福利國家中的角色因為政策推行反

而造成新形歧視的負面效應。在建構福利國家的過程中隱含的性別歧視，使得許

多政策並未充分考慮到女性的處境。此外，由於大多數女性找不到足以維生的工

作，或者只能擔任非技術性和較低階的工作，女性出現普遍貧窮化的困境（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貧窮的婦女化）。於是女性成為社會福利主要的領受人，

並且大量佔去社會服務工作的名額，但是在立法、決策或高層行政工作，女性仍

然被排除在外。表面上，家庭的父權雖然式微，取而代之的卻是社會的父權更加

強化。53 

哈伯瑪斯留意到女性主義由早期爭取兩性平權到福利國家之間訴求的變

化。他指出，起初自由主義政治追求婦女在求職、社會承認、受教育與政治權利

上的平等機會，但不論其結果，以致形式平等使女性在事實上遭遇不公正的對

                                                 
52 王雅各，1999，《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台北：巨流。頁 55。 
53 參見 Carole Pateman, 1988, “The Patriarchal Welfare State,” in Amy Gutmann(ed.),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nette Borchorst and Siim Birte, 1990, ”Women and Advanced Welfare 

State—A New Kind of Patriarchal Power?” in Anne Showstack Sassoon(ed.), Women and the State: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ondon: Routledge. 劉毓秀主編，1997，《女性、

國家、照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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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另一方面社會福利政治通過特殊規則來對付不平等事實，卻對不同的個體和

有待爭議的問題加以標準化的干預，反而造成新形歧視的負面效應。在哈伯瑪斯

看來，兩性平權的議題儼然是他所謂私人自律與公共自律必須互為前提最佳的範

例。在這個問題上讓人看到，正義不應該僅僅被理解為公平社會分配意義上的福

利受益。權利之所以能夠賦予婦女時限期私人自律的生活規劃能力的程度，取決

於這些權利有多大的程度能幫助他們同時平等地參與公民自決的實踐，「因為只

有相關的人們自己才能澄清對她們來說平等和不平等指的是什麼」。54 

換句話說，每一條應該補償婦女不利地位的具體規定，都同時有賴於對特定

性別相關的生活情形和經歷的種種差異的詮釋。對需要和準則的適當解釋，若不

在政治公共領域是一個公開爭論的問題事先加以澄清，那麼「旨在保障婦女（或

任何弱勢族群）在私領域中追求個人生活自主性的個人權利，就無法得到適當的

表述」。55 

哈伯瑪斯的主張不僅可以用來處理婦女權益與社會政策上的爭議，亦可適用

於各個不同領域。因為最重要的是，性別、角色、社會地位等等都是有待詮釋的

（in need of interpretation），每個人的自我定位，每個人的差異需求，不能抽象

一概而論地由某人某派決定。因此在各個具體的法律權利或利益的界定過程中，

我們要讓那些受到實際影響的人，都能夠在公共領域透過特定程序進行討論，來

表達在具體情形下哪些層面、哪些的重要性是關切的重點，並據以提供相互比較

的標準來處理正義問題。哈伯瑪斯引用 Axel Honneth 「爭取承認的抗爭」（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概念，指出沒有誰可以成為絕對的代言人來為各種不同角色、地

位、團體來發言。56我們必須以具體的受侵害、受歧視、受壓迫的經驗為基礎來

爭取權利，來爭取對我們自身地位之承認，這種詮釋上的抗爭是不能交給法官或

行政官員，也不能交給立法者來代勞的。 

                                                 
54 BFN, p.430. 
55 IO, pp. 263-64.;BFN, pp.425-26. 
56 BFN, p.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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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瑪斯在這裡指出的概念，對動輒以某人某黨某流派來標籤化特定族群這

種習焉不察的社會流俗，不論是對認知者、或是被認知者都是一種很大的提醒。

雖然在人類的認知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具有將某種特定族群、團體刻板化、簡單

化的傾向，哈伯瑪斯的主張卻提醒我們對於特定事物的認知必須保有開放的心

胸，避免讓成見成為我們眼中的樑木。另一方面，任何的群體或個人應該有權利

為自我的處境發聲，以自我言說來迴避任何有待爭議的代言人。在這一點上，他

對於女性必須參與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以保障個人權利的主張和許多女性福利

學者的見解是相近的。57 

但是，哈伯瑪斯這段開放對差異的主張，側重在福利政策上的解釋，基本上

不會有太大的道德衝突問題，充其量是政策相關者如何表述自身利益、看法和情

感的問題。倘若換個例子，而不再是就業歧視、性騷擾、同工同酬、托育政策或

照顧工作的問題，而是，例如「墮胎」、或「代理孕母」這一類涉及生命倫理的

問題，程序主義的民主模式（或法典範），能夠解決嗎？ 

或者正如同羅爾斯所言，我們社會文化充滿各式各樣的整全性理論，其中的

爭議是永無止盡、沒完沒了的。這也就是韋伯所謂的價值多神論。但是，我們是

否因此就要選擇羅爾斯的途徑，將一切涉及整全性學說的爭議排除在政治領域之

外呢？Maeve Cooke 提供我們一個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 

Cooke 認為由避免將倫理關懷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ethical concerns）的角

度來看，雖然倫理爭議看似成為許多社會衝突的來源，但是類似羅爾斯這類將政

治事務和倫理爭議劃分開來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就彷佛為這些爭議建造了一個

相對於法律的生存空間。這種倫理關懷私人化將的後果，一方面使得許多類似家

庭暴力、家務勞動這類的爭議因此被掩蓋在私人領域中不見天日；另一方面則是

                                                 
57 如 Anette Borchorst and Siim Birte, 就主張女性必須更多的參與政治領域的活動。參見 Anette 

Borchorst and Siim Birte, 1990,”Women and Advanced Welfare State—A New Kind of Patriarchal 

Power?” in Anne Showstack Sassoon(ed.), Women and the State: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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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特定的人類認同邊緣化58。相對地，審議式民主的優點在於發掘問題，使問題

受到公眾的關注。並且大多數的道德衝突還是可以解決的，即便某些衝突特別難

以處理，至少發掘問題，使問題被提出來討論總是比隱藏來得好。59換句話說，

雖然審議式民主顯然不是任何社會價值衝突的萬靈丹，但至少它提供問題呈現的

空間，並且重視充分、審慎的討論。這種「正視」問題的態度，遠比「掩蓋」問

題，距離「解決」問題，相較之下是近得多了。 

 

 

                                                 
58 Maeve Cooke, 1999, “Are Ethical Conflicts Irreconcilable?” in Iain MacKenzie and Shane O'Neill 

(ed.), Reconstituting Social Criticism : Political Morality in an Age of Scepticism. pp. 172-74. 
59 Ibid. pp.18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