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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既欲檢視 BBS 這個言論場域及其中的政治意見，並據此評估此一意見

論域的品質，那首要之務便是建立「評估標準」：究竟「理想意見論域」該符合哪

些條件？因此在文獻探討之初，便從「公共領域及溝通理論」切入，瞭解何謂「理

想意見論域」、其發展情形如何、該如何實現等問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公共領域及溝通理論公共領域及溝通理論公共領域及溝通理論公共領域及溝通理論 

一一一一、、、、公共領域的概念公共領域的概念公共領域的概念公共領域的概念：：：：鄂蘭與哈伯瑪斯鄂蘭與哈伯瑪斯鄂蘭與哈伯瑪斯鄂蘭與哈伯瑪斯 

研究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學者甚眾，其中啟其端緒的，是德國政治哲

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她在 1958 年發表的《人之境況》

（The Human Condition）中首次表述了公共領域理論（蔡英文，1996, 2005）。而

最負盛名的研究者，則莫過於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早在六○年代就以研究公共領域著稱（黃瑞祺，1998: 341）。鄂蘭的公共領域理論

是古典共和精神的代表，而哈伯瑪斯則呈現了現代資本主義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

的形貌（蔡英文，2005）。以下即從這兩位學者出發，對此理論作一探討。 

 

（（（（一一一一））））漢娜漢娜漢娜漢娜‧‧‧‧鄂蘭的公共領域概念鄂蘭的公共領域概念鄂蘭的公共領域概念鄂蘭的公共領域概念 

鄂蘭是當代最被推崇的政治哲學家之一，對於政治行動和政治參與有相當獨

到的見解，她視政治行動為人類顯現本質的活動，並認為政治參與是人們創造歷

史的積極權利。鄂蘭的政治行動理論，就是以公私領域之劃分為基礎。她延伸希

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於「城邦生活（polis） / 家庭生活（oikos）」

的劃分，將人類活動場域二分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

其中出現的所有事物都可以被每個人看見、聽見，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眾性

（publicity）與實在性（reality），以城邦政治生活為代表。相對於公共空間，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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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另一個場域是私人領域，缺乏公眾性及實在性，是一個惟生計是問，不企

求超越或永恆事功的領域，以家庭生活為代表（江宜樺，1995；張玉佩，2003）。 

 

鄂蘭劃分公私領域的目的，是有感於近代以降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者太

強調保護私權，於是大力呼籲恢復公共領域的重要性。鄂蘭強調，只有在公共領

域中，政治的平等參與才可能落實，人們透過彼此對話交流，充分實現「政治動

物」的本質；至於私人領域，僅呈現一種主宰及支配的關係。因此，她更強烈批

判位於公私領域之間的混合實體——「社會領域」（society），亦即其他學者所稱

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鄂蘭認為，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不像是政治行動者

為集體世界而行動，反而包含了許多私人娛樂（如藝術、宗教、愛、消費）與自

我經濟利益（如維持生計的工作）之事；社會是混合之體的群眾，不是以相交互

動為主體的社群，社會關係受到生活複製的主控，類似早期私人領域的概念（蔡

英文，2002）。因此社會其實是私人利益披上了公眾的外衣，私人領域膨脹侵入公

共領域的結果（江宜樺，1995；Peters, 1993；轉引自楊意菁，2002）。 

 

不過鄂蘭並非全然視私領域為負面的，她認為人們無法完全缺乏私人領域，

如果「一個人把生命完全花在公共事務上、完全投入公共領域中，生命將會變得

淺薄」（Arendt, 1958；轉引自張玉佩，2003），而私領域提供了一個可以防止公共

生活過度干擾的安全領域。因此，鄂蘭承認私領域存在的價值，她所反對的是在

人與人共同存在的公領域中，凡事斤斤計較、惟利是圖以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

而認為追求人性尊嚴的「美善」才是公共領域中行動的準則（張玉佩，2003）。 

 

許多學者曾對鄂蘭的公共領域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其觀點屬於早期公私領域

截然對立的概念，使得她對於個人性的瞭解集中在政治的公共領域層面上（Peters 

& Cmiel, 1991；轉引自楊意菁，2002）；亦有學者指出鄂蘭過於強調「政治的」等

於「公共的」概念，過於劃份「政治」與「社會」，狹隘了公共性的多元性（江宜

樺，1995；Arendt, 1979；轉引自楊意菁，2002；蔡英文，2002）。即便如此，鄂蘭

的觀點仍闡明了公共性的意涵必須建立在公民行動的基礎上；而其對於公私領域

的劃分雖然過於二元化，但也確實指出一旦公私領域相混淆時，也就是出現所謂

混合實體的「社會領域」時，公共性便變得相當模糊並且不易辨認（楊意菁，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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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的公共領域概念構成了她政治行動理論的基礎（其對於民主及政治參與

的相關探討，將在後面章節敘述），也影響了後來許多學者對於此一議題的研究，

其中最為卓然有成的，當屬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7目前學術界對於公共領域的

討論，多以哈伯瑪斯的概念為基礎。以下就對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作一介紹。 

 

（（（（二二二二））））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 

哈伯瑪斯常被視為延續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二代傳人，屬

於批判學派的領域，1962 年發表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乃是他在法蘭克

福時期發表的第一本個人專書著作（陳玟伶，2003）。德文的”öffentlichkeit”，英

文翻作”pulic sphere”，中譯則是「公共領域」，但在原文中其實有具體和抽象兩個

層面的意涵。 

 

就具體面來說，公共領域指涉的是一種介於私人領域（包括市民社會與家庭）

和國家之間的開放空間，是市民可以自由表達、溝通、討論意見，以形成民意或

共識的社會生活領域（Habermas, 1990 / 曹衛東等譯，2002）。這種理性論辯空間

的形成，是根源於十七世紀末英國咖啡屋、法國文藝沙龍與德國學者的圓桌社團

之成立，其論述的主題是由文學、藝術、音樂開始，最後擴及政治與經濟等內容。

哈伯瑪斯稱呼這些制度性的場域，如咖啡廳、沙龍、新聞、期刊為「公共領域」。

這種介於國家機器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場域，不僅對於市民社會的經濟事務進行理

性討論，並且貫徹其討論共識，以達到市民自決的目的，還要對政治事務加以討

論，以影響國家的政策。而這些討論事實上也就是現代社會所謂公共輿論的起點

（Habermas, 1990 / 曹衛東等譯，2002；吳豐維，1999；黃啟龍，2001）。 

 

另一方面，公共領域也具有抽象的意涵，並帶有強烈的規範性和批判色彩；

哈伯瑪斯所謂的「公眾」，必須是具有集會、結社、言論、及出版等自由的公民，

                                                 

7      Disch（1996；轉引自張玉佩，2003）認為哈柏瑪斯是根據鄂蘭觀點發展出其公共領域的看

法，但二者仍有不同，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對於「正當化」（justification）的態度，哈柏瑪斯承

認透過非強制性對話所產生的共識基礎，但鄂蘭卻強調即便是經由溝通產生的共識，亦無法削

減個人意見的獨特性，她認為多元性比共識來得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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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公共事務時不會受到強制力影響；而「輿論」則是公眾對於有組織的國家

權威的批評和控制，以監督國家權力，影響國家的公共決策，但必須以理性討論

為前提；至於「公共領域」，則是提供輿論和公眾形成的基地，其要件是必須對所

有公民開放，使其有相等的表現機會，且自主的形成公共團體，討論主題則以批

評公共事務為主（黃瑞祺，1998: 341-342；Habermas, 1990 / 曹衛東等譯，2002）。 

 

這種抽象意涵，源自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其實包括歷史、社會、哲學的研

究。亦即公共領域概念是有其歷史特定的時期（historically specific），主要指起源

於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布爾喬亞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有特定的

時空背景（十七世紀以降的德、法、英三國）、歷史過程（歷經封建時代、極權

主義以及憲政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社會條件（資本主義的興起、布爾喬亞階

級的形成、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知識傳統（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因素。

進而從這些複雜的社會現象與社會條件之中，他演繹出抽象的「布爾喬亞公共

性」，8並將其論述具體化成為制度化場域的「公共領域」（吳豐維，1999）。所

以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除了指涉具體的社會空間之外，就抽象面來說，可以

是一種衡量言論實踐民主程度的技術，也可以是一種追求自由言論互動、以理性

論辯達成公共事務討論的目的與精神（黃啟龍，2001）。 

 

除了理性溝通、平等參與、論辯審議等精神之外，哈伯瑪斯在考察歷史文獻

之後，扼要歸納形成公共領域的三點要素（Habermas, 1989；吳豐維，1999）：第

一，參與成員平等；成員在公共領域中的互動，不受到個人身份地位、權力名望

等條件限制或影響。第二，討論議題開放；在公共領域的討論中，成員可以自由

選擇討論與批評的主題，而不存在禁忌的議題或批判對象。第三，參與成員含納

廣泛；隨著經濟成長，文化開始商品化與普及化，使公共領域的可接近性

（accessibility）大幅提昇，參與的群眾越來越多，使公共領域具包容性的特色。 

 

這三項要素其實是一種相對的說法，因為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在實踐上具有

                                                 

8      一種以理性言說為互動型態的「公共性」，逐漸在布爾喬亞階層之間浮現，形成了一個具

體的社會領域，也就是居於國家機器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公共領域。至此，「公共性」又有了新

的意義，它意指一種「布爾喬亞的公共性」。如果強調其制度性場域的話，又可稱之為「布爾

喬亞公共領域」（吳豐維，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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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exclusiveness）。他認為布爾喬亞公共領域是建立在人類（human beings）

與財產的擁有者（property owner）兩種角色等同起來之上，稱為「虛構的同一性」

（fictitious identity）。9也就是說，只有這些擁有財產的人們才被視為平等，而具

有對話、參與公共領域的資格。因此，像是女性、僕役與學徒等群體，由於不是

財產的擁有者，便被排除在當時的公共領域之外（吳豐維，1999）。 

 

然而，如果將公共性（public）的探討延伸至公眾時，則不應忽視哈氏對於「公

眾」的看法並非只侷限於布爾喬亞的公眾而已，而是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像布爾喬

亞公眾擁有理性與溝通能力（楊意菁，2002），透過個人與個人之間相互要求的講

理（giving of reasons）和據理力爭（reasons against），協調說話行動中的社會條件，

從溝通行動中彰顯個人的理性（rationality）（曾慶豹，1998）。 

 

以上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的界定，目的是在承襲批判學派理論的精神，針對

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邏輯加以反省與批判。他以歷史、社會、哲學研究的觀

點，從西方社會自最早希臘時期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分析「公共性」概念

的轉變、及「公共領域」如何在布爾喬亞階級中形成，進而如何因資本主義社會

市場機能的運作而導致公共領域的質變（翁秀琪，1998）。 

 

因此，哈伯瑪斯以批判理論為基礎，指出工業社會來臨後，人的思想被商品

化，同時由於實證主義思潮的擴張，學術研究與一般人的思維被實證主義典範所

主控，阻礙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發展自由意志與創造力。此外，在資本主義支配

的背景下，少數菁英憑藉經濟與政治的力量，操控大眾媒介、滲透他人意識，以

致於現代的公共論壇僅淪為少數人控制的場域，一般民眾欠缺發聲管道，民意無

法經由充分的開放對話討論而上達。基於這些理由，公共領域已不復存在，有鑑

於這些近代以降的現象，哈伯瑪斯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正是企圖探討

公共領域的實踐與消失。 

 

                                                 

9      「虛構的同一性」是指個人是形成公眾群體的一份子，公眾群體又是源自於個別的私人，

因此當資產階級透過公共領域而要求公共權利時，事實上是源自於個別的私人需求。只是個別

的私人是屬於私人領域，而集結之後形成的布爾喬亞階級便成為了公共領域。也就是說，公共

領域的權力事實上是來自於個別的私人（曾慶豹，1998: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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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公共領域的實踐與消失公共領域的實踐與消失公共領域的實踐與消失公共領域的實踐與消失：：：：哈伯瑪斯哈伯瑪斯哈伯瑪斯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從西方公共領域的歷史來看，最早在希臘時期，能夠參與公共領域辯論的只

有擁有房舍的男性家長；到了中古時期，出現「代表式」的公共領域，參與公共

領域的權力集中在王室、貴族、及一些擁有經濟實力的富商手裡；十七世紀末，

再進入「布爾喬亞公共領域」階段，公共領域屬於具識字能力的市民，這類人物

通常是商賈、醫生、學者等等，這時少部分不具經濟實力的人可以進入公共領域，

參與在沙龍、咖啡廳舉行的論辯，這些人所構成的「市民社會」，成為了公共領域

的集體主體，與被視為「他者」的公共權力機關相對立，在彼此辯論、理性批判

下，公共政策才能日趨完善（Habermas, 1990 / 曹衛東等譯，2002）。 

 

十九世紀末，隨著社會發展與討論人數增加，公共領域中必須透過大眾傳播

媒介來進行溝通。因此介於國家機器與私人生活之間的大眾傳播媒介，便成為現

代民主社會中公共領域的代表，提供一個場域讓不同意見的公眾得以自由發表、

討論意見，亦即「意見的自由市場」。同時，哈伯瑪斯也認為，隨著傳播科技的

進步，大眾傳播媒介已經成為凝聚民意的重要機構，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形

成一個空間，負有一方面教化民間社會，一方面監督國家政府政策、提供公民資

訊以作為判斷的責任（黃啟龍，2001；楊惠鈞，2003）。 

 

然而此時卻產生了所謂「國家社會化」與「社會國家化」這種國家與社會混

同的情形：在社會方面，資本主義帶來了產權集中的寡佔大企業，它們的決策過

程封閉而不公開，擁有龐大而僵固的官僚系統，公共領域的公眾已無法制衡；這

些企業對社會的影響力不再侷限於私經濟事務，甚至扮演類似國家權威機構的角

色，稱為「社會的國家化」。另一方面，由於國家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的出現，

「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m）的盛行造成國家全面介入原本屬於私領域的事務，

公眾把自理經濟事務的權力讓渡給國家，使原本自治的市民社會逐漸崩解；此外，

國家的官僚系統日益龐大，使政治決策變得越來越不透明，公眾更加難以監督，

這些情形則為「國家的社會化」（Habermas, 1989；吳豐維，1999；黃啟龍，2001）。 

 

這種「國家社會化」以及「社會國家化」，造成「去政治化公眾」（depoliticized 

public）的出現，公眾不再有能力過問政治事務及自身相關的經濟事務，各種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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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利益跨入公共領域，使得公共領域成為利益爭奪場域，不再是公眾以批判

理性公共討論的地方。曾經存在於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理性論辯，以及它的政治

影響力、決策能力已不復見，近似於封建時期公共權威的擴大，公共性的意義又

重回封建時期的「代表公共性」，哈伯瑪斯稱之為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

（refeudalization）。（Habermas, 1989；Habermas, 1990 / 曹衛東等譯，2002；翁秀

琪，1998；吳豐維，1999；黃啟龍，2001；胡敏琪，2002）。 

 

哈伯瑪斯認為，由於下層結構的變遷、國家與社會的交互滲透，最後造成了

公共領域的質變。去政治化的結果，使公共領域不再進行理性辯論與執行決策；

媒介對政府的監督逐漸被娛樂功能取代；國會與政黨不再從事理性的政策辯論，

只進行利益分贓；市民不再是一群獨特且具有熱情的理性集體，而公共領域也失

去凝聚知識份子言論的能力，成為政治團體競爭的表演（staging）場所，以公關及

民意調查作為工具，操縱、影響民意。至此，「公共性」被剝奪掉理性論辯的意

義，而成為抽象的民意調查的數字（M. E. Price, 1995；黃啟龍，2001）。 

 

在這樣的公共領域結構轉型中，哈伯瑪斯亦強調大眾傳播媒介被扭曲的角

色。他同意媒介是當代民主社會中公共領域的重要機構，讓人民得以發表意見、

批評時政，但隨著十九世紀末大眾媒介的發展，許多公共人物從財團或個人利益

出發，藉其在公共領域中的知名度，以言行來左右大眾的判斷；公共領域被少數

既得利益團體所左右，媒介上的輿論便產生一種帶有利益色彩的扭曲，以主流價

值為依歸，忽略了社會中弱勢社群的發聲權益（Habermas, 1989；黃啟龍，2001）。 

 

此外，由於廣告和公關的入侵，大眾傳播媒介開始被金錢及權力所滲透，媒

介不再是小資本家所能負擔，資本開始壟斷集中，影響所及，「公共領域發展成為

一個失去了權力的競技場，其意旨在於通過各種討論主題和文集既贏得影響，也

以盡可能隱密的策略性意圖控制各種交往管道」（Habermas, 1990 / 曹衛東等譯，

2002: xx）。如此一來，理性選民已經消失，在公共領域中存在的只是一群去政治

化的大眾，他們無法理性溝通，自然無法做出理性的抉擇（翁秀琪，1998）。 

 

因此大眾傳播媒介角色的扭曲，對傳統公共領域的理想造成極大衝擊。哈伯

瑪斯認為公共討論被商業化媒體所中介，破壞了原先以特定公眾（知識份子、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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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產階級或是社區）為主體的公共領域，造成意識型態或刻板印象代替真實、

偏見取代知識、情緒取代理性、特殊利益取代公益的討論。早期媒介對政治與經

濟當權者的批判精神，到了大眾化報紙及電子媒介的出現後，逐漸為滿足大眾口

味的商品邏輯所取代，媒介成為金錢與權力控制的場域，使得公共領域中充斥著

各式各樣對民意的操弄（Habermas, 1990 / 曹衛東等譯，2002；黃啟龍，2001）。 

 

因此，在哈伯瑪斯的分析中，二十世紀公共領域已消失於擁抱消費主義的大

眾媒介與無處不在的國家干預之中，亟待重建（方念萱、蘇彥豪，1996）。如何在

公共領域中形成理性的論辯與言論互動，在其 1962 年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

型》中並沒有仔細說明，直到後期（1984）的著作《溝通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 中 ， 哈 伯瑪 斯 才 明 確 的 使 用「 溝 通 理 性 」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一詞做為達成公共領域理性論辯的原則（黃啟龍，

2001）。以下便簡介溝通行動理論，來說明哈伯瑪斯對於重建公共領域的觀點。 

 

二二二二、、、、重建公共領域重建公共領域重建公共領域重建公共領域：：：：哈伯瑪斯哈伯瑪斯哈伯瑪斯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溝通行動理論溝通行動理論溝通行動理論》》》》 

哈伯瑪斯基於人類傳播本存的特質（immanent characteristics），企圖以公共

領域為範疇，重建理想的溝通情境，以行政治參與之實。在此前提下，「溝通行

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即欲探討如何造就理想言說情境、在

論述過程中形構公共領域，使公眾在理想言說情境的規範下，理性、民主地討論

公共議題與決策（方念萱、蘇彥豪，1996）。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是由數項核心

概念所組成的，即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中的「溝通（言說）行動」、

「有效聲稱」、「溝通理性」、與「理想言說情境」（Habermas, 1984, 1987）。

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一一一））））溝通行動的意義溝通行動的意義溝通行動的意義溝通行動的意義 

哈伯瑪斯根據「行動情境」和「行動取向」兩個變項，把行動分成三種（見

表 2-1），所謂的「溝通行動」，指涉的是在「社會」的行動情境下、以「獲致瞭解」

作為取向的一種行動。由於「社會化」的目標，就是要建立同一社群的人的共同

瞭解或共識，基於此而學習及進行工具行動和策略行動等，所以哈伯瑪斯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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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當作最基本的一種社會行動，也是分析的起點（黃瑞祺，1998）。 

表 2-1：行動的類型 

行動取向 

行動情境 
取向於成功取向於成功取向於成功取向於成功 取向於獲致瞭取向於獲致瞭取向於獲致瞭取向於獲致瞭解解解解 

非社會的非社會的非社會的非社會的 工具性行動  

社會的社會的社會的社會的 策略性行動 溝通行動 

資料來源：〈理性討論與民主：哈伯馬斯之溝通理論的民主意涵〉，

黃瑞祺，1998，《多元主義：政治思想論文集》，頁 343。 

 

哈伯瑪斯的溝通研究稱為「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乃是延伸自

語言學中「語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概念，發展出「溝通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觀點。所謂語言能力，是指使用語言時掌握文法

規則的能力，基本單元是「語句」（sentence）；哈伯瑪斯則致力找尋在文法規則外

的「語用規則」（pragmatic rule），亦即在某一語言情境中，某句話是否適當、別人

能否接受等。掌握這種語用規則的能力稱為「溝通能力」，以「言說」（utterance）

或「言說行動」（speech act）為基本分析單元，通稱「溝通行動」（黃學碩，1997；

黃瑞祺，1998）。 

 

標準的言說行動包括兩要素：「命題要素」（propositional component）和「意

思要素」（illocutionary component）。10其中命題要素是言說的字面意義；而意思要

素則代表著言說的意思力，通常不形諸語言文字（例如以音調、語氣、表情、姿

勢等方式，表現出語句中的警告 / 請求 / 命令等意味）。在言說行動中，意思要

素同時「建立」和「反映」某種人際關係，此關係如被接受，溝通即可順利進行；

雙方如有異議，則溝通可能中斷，亦可能會尋求共識，進而產生新的溝通行動。

當溝通雙方透過意思要素，建立互相能瞭解的人際（角色）關係，稱為「互為主

體的層次」（level of intersubjectivity），而溝通雙方基於此關係來傳達某些訊息，則

屬於「命題內容的層次」（level of propositional content）。溝通時若較為偏重人際關

係的層次，則稱為語言的「互動使用」（ineteractive use）；若是偏重內容傳達，則

稱為「認知使用」（cognitive use）（黃學碩，1997；黃瑞祺，1998）。 

                                                 

10     另有研究者譯為「非語句部分」、「無語法的部分」、「非表意」等（轉引自黃學碩，199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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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界定分析單位，哈伯瑪斯按照意思要素和命題要素是否分開，把

言說行動分為「命題區分的」與「命題未區分的」（例如招呼語”hello”），並以前者

為言說行動的標準類型。而在這一項目之下，哈伯瑪斯又將言說行動再按照「語

文 / 非語文」、「受 / 不受制度約束」、「明顯 / 不明顯」等判準來分類，其所分析

的言說行動單位詳如圖 2-1 所示（Habermas, 1979: 40）。 

圖 2-1：言說行動分析單元 

 

資料來源：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p. 40), by J. Habermas, 1979, Boston: Beacon. 

 

（（（（二二二二））））言說行動的分類與有效聲稱言說行動的分類與有效聲稱言說行動的分類與有效聲稱言說行動的分類與有效聲稱 

在把分析單位界定清楚後，哈伯瑪斯將言說行動分為四類（Habermas, 1979, 

1984；黃瑞祺，1998；夏家安，2003）：11
 

                                                 

11      尚有一類言說行動係為特定制度所限制的，哈伯瑪斯稱之為「制度性的言說行動」

（institutional speech act）。這類言說已經預設了某種特定的制度，和其他四類言說行動可由本

身創造言說情境不同（黃瑞祺，1998），在此不列入討論。 

社會行動 工具行動 

如：勞動 

溝通行動 

命題區分 命題未區分 

語文的 

不受制度約束 

明顯的 不明顯的 

意義憑情境而定 意義不全憑情境而定 

象徵式行動 

如：舞蹈、繪畫 

策略行動 

如：廣告、宣傳 

非語文的 

如：手語 

非語文的 

如：伸手攔計程車 

語文的 

（意思要素濃縮） 

如：嗨！ 

受制度約束 

如：儀式典禮用語 

分析單分析單分析單分析單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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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言說行動是「溝通言說」（communicative）──表示言說本身使用的意

義，或言說之為言說的意義，也就是說話者的言說內容意思為何，因為任何言說

都預設了關於命題內容意思的溝通。溝通言說的例子如：說、表示、告訴、問、

回答、同意、駁斥、反對、引用等。這個言說行動是哈伯瑪斯所確立的。 

 

第二類言說行動是「指述言說」（constative）──表示句子之認知使用的意義，

或命題之為命題的意義。斷言（assertion）是典型的指述言說，其他的例子尚有：

描述、報告、顯示、說明、預測、指陳等。它是在認定某一規範的基礎上進行對

真實的指認，但其言說重點乃在於描述真實，若對話兩造對真實再現有了異議，

在可以持續溝通的情況下，便會就各自立場舉證辯論，而進入了理論論述層次。 

 

第三類言說行動是「表意言說」（representative）──係說話者表達自己的意向，

例子包括：想要、相信、希望、憎恨、決定等。是說者依其自身經驗與觀察而發

言，指述了客觀世界中事物，其語言「再現」（represent）了事物的狀態。亦即在

言說中認定的是客觀（objective）世界中事物的狀態。說者誠懇地表達了希望、感

覺和意向，自我揭示了對真誠的宣稱，從中揭示了主觀（subjective）世界。 

 

第四類言說行動是「規約言說」（regulative）──表示溝通雙方與某種規則的關

係。規約言說的例子有：命令、要求、禁止、允許、鼓勵、警告、勸告、原諒等。

主要強調人際（說者與聽者）的規範關係，並體現了特定文化情境中可能隱而未

現的價值與傳統。在這種言說行動中，說話者據以發言、命令建議等，而聽者也

就據此來檢視這行動是否正當。如有異議時，那兩者的溝通便進入了「實踐性論

述」的層次，在言語上辯論特定規範是否合宜。 

 

哈伯瑪斯並引述阿佩爾（Karl-Otto Apel）的理論，強調任何參與溝通者都必

須在某些預設條件或前提下進行溝通，他將這些前提稱為「有效聲稱」（validity 

claims），也就是任何一項成功或有效的溝通行為均須滿足四項有效聲稱：

（Habermas, 1984, 1988；黃瑞祺，1998；曾慶豹 1998；夏家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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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理解聲稱（comprehensible claim）：言說的意義是「可以理解」的。說話

者必須選擇一個能夠被他人理解的表達，以便說話者與聽者能夠從語言結

構中獲得正確的相互理解。 

2. 真實聲稱（truth claim）：言說命題的內容是「真實的」。說話者提供關於知

識的陳述必須是真實的，或者被陳述的命題必須滿足真實性條件，以便聽

者能夠分享說話者的知識以達到交流的目的。 

3. 正當聲稱（rightness claim）：言說行動是「正當得體的」。說話者選用的言

談方式必須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說話者必須一致同意他們所確立有關言

談行動的規範性背景，進而使聽者可以認同。 

4. 真誠聲稱（truthfulness claim）：言說者的意向是真誠的。說話者表達自身

的意向必須是真誠可信、表裡一致的，如此可得到聽者對說話者的信任。 

 

這四項有效聲稱不是外加的約束規範，而是任何溝通行動者在互動進行前就

已對言說行動預設的共識和瞭解。溝通的目的是使行動者相互瞭解、獲致共識，

但若要使參與者在溝通行動中有相等機會來參與對話，那將牽涉各項「有效聲稱」

的使用，讓溝通行動適宜開展。因此在溝通行動中，若有一方的言說受到質詰，

則應視其聲稱性質而有對應的補救措施。無論是針對可否理解或內容真實的質疑

等問題，雙方均可進行反覆的質疑辯論（Habermas, 1984；黃瑞祺，1998；夏家安，

2003）。有效聲稱和各種溝通模式、言說種類、主題的關係，如表 2-2 所示： 

 

表 2-2：溝通模式、言說行動與有效聲稱的關係 

溝通模式溝通模式溝通模式溝通模式 言說行動種類言說行動種類言說行動種類言說行動種類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主要的有效聲稱主要的有效聲稱主要的有效聲稱主要的有效聲稱 

認知的 指述的 命題的內容 真實 

互動的 規約的 人際關係 正當或適當（appropriateness） 

表意的 坦承的 言說者的意向 真誠 

資料來源：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p. 58), by J. Habermas, 1979, Boston: Beacon. 

 

一旦溝通者對於某一項有效聲稱有所懷疑，亦即不再視為理所當然而接受

時，則有效聲稱本身就成為溝通者的注意焦點了。這些干擾溝通行為的問題如不

迅速補救，將會導致溝通中斷，或轉變為策略性的行為（黃瑞祺，1998）。然而這

四種有效聲稱受質疑的補救之道（mode of redemption）並不相同：「可理解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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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質疑時，溝通者只能藉釋意、改寫、翻譯、語意約定等來消除誤會；如果「真

誠聲稱」遭懷疑（例如被懷疑說謊、欺騙、誇大），則只能在未來互動中透過行為

表現（例如保證、負責、行動的一貫性等）重新建立信任；但如果是「真實聲稱」

或「正當聲稱」受到質疑，則必須透過「理性討論」（discourse）來解決（McCarthy, 

1978: 288-289；黃瑞祺，1998: 350）。以下就對於「理性討論」的概念作一探討。 

 

（（（（三三三三））））理性討論與理想言說情境理性討論與理想言說情境理性討論與理想言說情境理性討論與理想言說情境 

在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裡，只有在真實聲稱與正當聲稱受到深切詰疑時，才

需要進入「理性討論」，亦即雙方各舉論證（argument）和反論證（counter-argument）

來辯論，提出證據來說明，決定接受或拒絕某一聲稱。論證指的並非一連串的句

子，而是一連串的言說行動，也就是具體的人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下運用語句的行

為（黃學碩，1997；黃瑞祺，1998）。論證的邏輯，哈伯瑪斯根據圖門（Toulmin）

的分析，提出論證的形式結構圖如下（McCarthy, 1978: 305）： 

圖 2-2：論證形式結構圖 

 

 

 

 

 

 

資料來源：摘自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p. 305), by T. 

McCarthy, 1978,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真實聲稱」遭質疑時，必須進入「理論性討論」（theoretical discourse）；而

「正當聲稱」遭質疑（而且是行動所據的規範本身受詰疑），則必須進入「實踐性

討論」（practical discourse）；12如果仍無法達成共識，則溝通行動必須進入更高的

層次：「後設理論討論」（metatheoretical discourse）；若在此一層次仍爭執不下，就

得進入「後設倫理討論」（metaethical discourse）。這四個溝通層次簡述如下

                                                 

12      哈伯瑪斯後來發展的「理性討論的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主要就是在探究實踐性的

討論（黃瑞祺，1998）。 

資料、數據 

（data） 

結論 

（conclusion） 

保證 

（warrant） 

支持 

（bac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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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 1978; Habermas, 1984: 273-328；1988: 110-164；方念萱、蘇彥豪，1996；

黃瑞祺，1998；夏家安，2003)： 

1. 理論性討論：所處理的有效聲稱是真實聲稱，雙方願意暫止評斷，就兩方

各自陳述部份的真實性做討論，就好像所說的話只是一種假設，可能有效

或可能無效。 

2. 實踐性討論：所處理的有效聲稱是正當聲稱，也就是關於溝通行動所據的

社會規則正確性。溝通者對這種規則的適當性提出論述與質疑，雙方就彼

此透過論證來決定接受或拒絕這個規則。 

3. 後設理論討論：處理的是關於爭論所植基的基本概念框架的問題。 

4. 後設倫理討論：這個層次是屬於批判理論的範圍，涉及了知識本身架構的

檢視部份。討論者探究「何謂知識」、「如何概念化知識」、以及「如何決定

知識的判準」。 

 

以上四項再加上各種有效聲稱的使用，就是哈伯瑪斯所認為的五個「溝通層

次」，所有的有效溝通過程就是依循著這五個溝通層次而逐步推進的結果（夏家

安，2003）。但要注意的是，哈伯瑪斯指出溝通要進入理性討論是有條件的。如何

能使討論在追求最佳辯證的驅力下持續下去，則有賴於一個「理想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存在，不致有其它外力的介入，才能保證論辯能不斷地深刻進

行下去（黃學碩，1997；黃瑞祺，1998；夏家安，2003）。 

 

對於所謂的「理想言說情境」，哈伯瑪斯從語用結構提出「一般性對稱要求」

（general symmetry requirement）的概念，來說明所有參與討論者應有相等機會來

選用言說行動，以去除相對結構內外的桎棝（McCarthy, 1978；黃瑞祺，1998)。這

種一般性對稱要求，從四類言說行動的不同面向來確立「理想言說情境」（Habermas, 

1984；黃學碩，1997；黃瑞祺，1998；夏家安，2003）： 

1. 潛存的溝通參與者都須有平等的機會，來使用「溝通言說行動」，討論過程

沒有任何限制，以便能回應需要而開啟理性的討論，並使討論能持續下去。 

2. 潛存的溝通參與者都須有平等的機會，來使用「指述言說行動」，亦即質疑、

說明、解釋、辯解、支持、反駁等，而得以檢驗對真實的共識，以便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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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過程而言，沒有任何意見能免於受到檢討或批評。 

3. 理性討論的參與者都須有平等的機會，來使用「表意的」言說行動，自由

表達自己的意向及態度，使溝通得以在真誠互信、互相瞭解的基礎上進行。 

4. 理性討論的參與者都須有平等的機會，來使用「規約的」言說行動，如命

令、反對、允許、禁止等，而得以排除只對單方面的約束，亦即排除特權。 

 

由於時空、心理等限制，實際的理性討論很少能夠符合上述的理想言說情境，

但此概念一方面可作為理性討論之制度化的指導，另一方面可用於批判任何實際

上所達成的共識。哈伯瑪斯本身對理想溝通情境的性質與涵義，曾有一段說明： 

理想言說情境既不是一種經驗現象、也不完全是一種觀念建構

（construct），而是我們在參與理性討論之際不可或缺的相互假定。此一

假定可能是（但不必然是）違背事實，但即使是違背事實，它在溝通過

程的運作上，仍然是一個有作用的幻構（operatively effective fiction）。...

理想的言說情境代表人類的一種期望、一種預示（prefiguration）。此預示

本身就足以保證我們能夠將實際上所達成的共識和合理之共識的要求關

聯在一起；同時，理想的言說情境可以當作任何實際上所達成之共識的

一個判準。語言溝通的規範基礎因而是雙重性質的：是一種預期

（anticipation），但同時又實際在發生作用（operative）…（Habermas, 

1973；轉引自黃瑞祺，1998） 

 

哈伯瑪斯企圖重建人類溝通能力，主要目標還是企圖找尋一個批判標準，以

凸顯現實社會中某些殘缺（deformed）、扭曲（distorted）的溝通結構，由這些偏差

的結構又可反映出社會的現實情況（如制度安排、權力關係、意識型態等）。如果

一個溝通結構中存有系統的限制（systematic constraint），使參與者無法在各種溝通

方式間自由選擇，亦即平等的使用溝通、指述、表意、規約等言說行動時，這種

溝通則是「系統扭曲的溝通」（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on）。這是由於權

力關係或意識型態進入溝通過程，造成溝通結構的扭曲僵化（黃瑞祺，1998）。 

 

這種有系統的溝通壓抑，其參與者常在不自覺的情形下，造成了「虛假溝通」

（pseudo-communication），不但未促進瞭解，反而造成相互誤解，導致「假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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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 consciousness）的出現。這種假意識的由來多是因為扭曲的傳播情境中，壓

迫性的社會力量介入過深，使個人「傳播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y）無法

發展的結果。以實例來說，商品化的廣告行銷、政治宣傳的操弄，塑造出許多原

本不存在的「需求」、「品味」、「文化」、「族群」等意識型態，這種「中介勢力」

以明顯或隱伏的手法介入，使個人言說的主體性受層層心理機制的壓迫和干擾，

造成所謂「超我」壓抑本我的意向（Habermas, 1984；張錦華，1994；黃瑞祺，1998)。 

 

 

綜合以上對於公共領域及溝通理論的探討，本研究將「理想意見論域」所須

具備的條件歸納為以下數端： 

（一）開放性：意見論域須對所有公眾開放，在其中溝通者可自由選用各種

言說行動，排除強制力的影響與限制。 

（二）公共性：討論內容須為公共事務，但不侷限議題與立場，沒有禁忌或

不可批判的對象。 

（三）理性：溝通過程中，參與者均能保持理性、充分溝通，對於討論事項

進行辯論審議。 

本研究將以這三項標準對網路討論區中的政治意見進行檢驗，詳細的操作化

方式將在下一章中述及。 

 

 

公共領域的理想，在鄂蘭最早提出時，便是人類以「政治參與」發揚本質的

空間；在哈伯瑪斯的理論之中，更是一個公眾形成輿論以影響政府決策、以言論

實踐民主的場域。因此接下來，本研究便進一步探討民主與政治參與的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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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數位時代的民主與政治參與數位時代的民主與政治參與數位時代的民主與政治參與數位時代的民主與政治參與 

前章已論及，「代議民主」以投票為主要的政治參與方式，但有部分學者認為

在投票之外，「政治意見的表達和討論」不但是參與政治的一種重要方式，也賦予

「民主」新的意涵；「網路科技」興盛後更是開闢出了前所未有的討論空間。因此

本節便先從民主概念的演變切入，再探討「政治參與」概念的內涵，以瞭解在當

前的數位時代中，網路中的政治意見討論是否能夠對於民主的政治參與有所裨益。 

一一一一、、、、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概念的發展概念的發展概念的發展概念的發展 

雖然民主政治已經成為當代政治思想的主流，然而民主的概念常因時代、地

域、研究者的背景、取向、政治光譜等差異，而呈現多樣的概念認知（王佳煌，

2002；楊惠鈞，2003）。以下就對於數種重要民主概念的歷史演進作一簡介。 

（（（（一一一一））））直接民主到代議民主直接民主到代議民主直接民主到代議民主直接民主到代議民主 

民主的濫觴可以追溯到希臘時代，也就是在西元前五世紀雅典所實行的政治

制度。當時雅典公民參與政治事務、及執掌政治權力的機會，都是均等的，可以

任意參與政治討論的集會，而行政首長亦從公民中抽籤選出，此即所謂「直接民

主」的原型（彭芸，2001: 7-8）。13
 

 

直接民主的理想，曾經遭受菁英論者的挑戰與批評，14亦曾在十八世紀啟蒙運

動中，由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哲學家倡議復興

（Splichal & Wasko, 1993），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隨著時代發展、人口增加，社

會的複雜性和利益的多元程度也大大提升，若要落實直接民主的理想，將牽涉太

                                                 

13      不過當時雅典只有成年男子有資格成為公民，而且人數約只有四萬人（彭芸，2001）。 

14      例如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對一般人的政治能力持懷疑態度，認為應由哲學家、專

家或君主來管理，強調的是菁英專家政治（Price, 1992；楊意菁，2002）；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雖對人民理性及公眾參與的民意精神抱持較樂觀的態度（Price, 1992；楊意菁，2002），但亦擔

心民主會不可避免的降低成沒有技術、未受教育庸俗大眾的組合，並主張平等是相對的，需視

個人對城邦的貢獻而定（彭芸，2001）。至於當代持菁英觀點的政治學者，則以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為代表（Elst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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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層面，使得決策變得極端複雜，也肇致系統的不穩定，既不合宜亦無效率

（Splichal & Wasko, 1993；彭芸，2001）。於是「代議民主」（representation democracy）

的觀點便應運而生。 

 

代議民主的政治模式是以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為前提，藉由選舉

投票來反映民眾的意見和選擇，倚賴政治菁英和政黨的運作，並包含著各種利益

的競爭（Splichal & Wasko, 1993；黃瑞祺，1998；彭芸，2001）。代議民主認為要

讓眾人在同一空間聆聽意見的表達與辯證是不可能的事，人民亦無足夠能力及興

趣來管理政治，自然無法對公共事務做出理性決定，所以惟透過選舉出政治人物，

並授權其代表人民處理政治事務，民主方能有效地運作（楊惠鈞，2003）。 

 

代議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主流（Macpherson, 1966；轉引自黃

瑞祺，1998: 339），然而仍有其缺點與限制。首先，代議民主以投票來解決公共政

策上的問題，較忽略民眾意見及選擇的形成過程，傾向以投票結果來取代共識的

形成，有時無法實質解決問題；再者，投票與民意可以用不正當方法來操控，例

如賄選、脅迫、操縱媒體等；此外，多數決原則在某些問題上（例如族群議題）

反而會刺激少數族群採取激烈手段，例如恐怖主義等（黃瑞祺，1998）。而就實際

情形而言，二十世紀末以來，代議民主的發展造成一般人對既有政治體制感到冷

漠、失望，人民的政治參與僅剩下選舉投票，但愈先進的民主國家投票率卻愈低，

對政府、政治人物的信任也愈差（彭芸，2001；楊惠鈞，2003）。 

 

鄂蘭（Arendt, 1972；轉引自江宜樺，1995: 133）曾批評當代代議制度正處於

重大危機，原因在於代議制促使政黨政治的興起與中介，卻侷限了人民直接參與

政治的理想；而人民聲音在官僚體系擴張下也似乎愈來愈微弱。巴伯（Benjamin 

Barber；引自郭秋永，2001: 80-81）則指出數項代議民主的缺失：一、政治參與機

會偏向高社經地位者，導致不公平的政治影響力，侵害公民政治平等；二、代議

民主具有壟斷性，阻止公民追求其他民主形式；三、代議民主導致公民政治參與

的疏離感；四、代議制度常為了效率而犧牲公民的統治權，侵犯其公民身分

（citizenship）；五、定期選舉與秘密投票的設計淪為追逐私利、忽略公益的推手。 

 

鑒於代議民主的缺失，政治學者嘗試找出更好的民主模式。費希金（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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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kin）指出美國的民主運作一直處於兩種拉力之間，其一即為「代議民主」，另

外一方則為「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Fishkin, 1995）。15參與民主的

概念可源自近代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觀點，他在 1927 年的著作《公眾及

其問題》中肯定了公眾參與政治的價值及能力，雖不否認人民知識有其限制，但

認為這不影響民主本質，之所以知識受限是因為人們在當代社會政治經濟結構

下，缺乏彼此連結互動的溝通管道，所以他建議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溝通互動管

道，才能真正展現人民的知識與能力。可說杜威是將民主概念構築在理性公眾以

及溝通互動的基礎上（Dewey, 1927；轉引自 V. Price, 1992；楊意菁，2002）。 

 

杜威的觀點啟發了七○年代一波檢討代議民主的浪潮，焦點鎖定在國家、公

民社會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公民在政治參與上是否自由與平等的問題。多

數公民在政治參與上受到有系統的限制，因缺乏資源或機會而無法積極參與政治

生活（Held, 1996；轉引自洪志衛，2004）。這樣的觀點稱為「參與民主」，以下以

鄂蘭、彼得蒙（Carole Pateman）、和巴伯（Benjamin Barber）三位學者作為代表。 

（（（（二二二二））））參與民主與論證民主參與民主與論證民主參與民主與論證民主參與民主與論證民主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過：人是政治的動物。鄂蘭便是依循這個古典傳統

力抗當代自由主義思潮，以批判代議民主為動機、公私領域的區分為基礎，發展

著名的政治行動理論（江宜樺，1995；蔡英文，2002）。她視政治行動為顯現人類

本質的活動，政治參與並非如近代民主理論家所言，只是私權或民權的保障手段，

而是來自天性對自我存在的實踐與肯定，而最能符合這個要求的政治制度，就是

參與民主（江宜樺，1995）。鄂蘭理想的參與民主，是透過協議制度（council 

system），將國家分成許多的基層共和，使公民經由制度設計感覺到「自己確實是

一個能天天參與政府事務的人，而非年投票日才能管到公家事的選民」（Arendt, 

1977；轉引自江宜樺，1995: 137）。不過，鄂蘭所勾勒的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

制度，體現的是一種高度美學化的政治思想（江宜樺，1995）。 

 

另一方面，彼得蒙（Carole Pateman）在 1970 年出版著作《參與和民主理論》

                                                 

15      有學者稱代議式民主為「實用民主模式」（utilitarian democratic model）、「自由主義民主」

（liberal democrcy）；參與民主則又稱為「古典民主理論」（classic democratic theory）（黃瑞祺，

1998；楊意菁，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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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建構了具體而明確的參與民主體系，他強

調：第一，當個人有機會直接參與地方決策時，才能真正控制日常生活；第二，

廣泛參與工作領域的機會，將使人民可以透過多種管道了解資源增長與控制的問

題，從而有充分的準備能判斷國家的事務，甚至參與全國性的決策；第三，參與

社會的結構，無論地方或全國的，都應保持公開與流動，以便人們嘗試與學習新

的政治形式（Pateman, 1970 / 呂文通等譯，1978）。 

 

巴伯（Benjamin Barber）則強調政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人際關係而非

真理的追求，因此政治知識的獲得便有賴於參與。16透過參與過程、「準自行立法」

的訂定、及政治社群的建立，可以解決政治上的衝突；所建立的政治社群能將獨

立隱密的個體轉化為自由的公民，也能把偏頗的私利轉化為公益。另外，透過政

治組織適當的發展與連結、與現代電子傳播科技的幫助，可以減少因為政治規模

過大而造成的政治參與的困難（Baber, 1984；轉引自洪志衛，2004；郭秋永，2001）。 

 

繼參與民主之後，八○年代新一波的民主理論浪潮非「論證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or discursive democracy）莫屬（洪志衛，2004）。17論證民主觀點係修

正古典民主而來，和參與民主同樣著眼於代議民主的種種缺失，然亦稍有差別：

參與民主期待透過公民更為直接的參與政治，培養出對公共事務具有判斷能力的

良善公民；論證民主承襲這種對於參與的要求，但更注重公民參與的決策品質問

題，亦即公民的參與如何讓政治決策更具有正當性（彭芸，2001；洪志衛，2004）。 

 

論證民主係指整個系統都是「論述的」（discursive）概念─包括資訊分享、談

論意見、形成意見、以及參與等。其所強調的是，所有人都應成為形成合理判斷

的自主個體，各種觀點經由公開自由的討論達成共識，進而解決政治過程中產生

的衝突，是一個正當化的過程而非發現正確答案的程序。這種政治過程中，須以

一定的程序處理實質的政策議題，除選舉外，更鼓勵各種方式與層面的參與，透

過發言、聆聽、論辯，找出歧異與共識，為政策制定奠定認識與意見的基礎。這

                                                 

16     這部分的論調巴伯稱之為「強勢民主」（strong democracy），是相對應於代議民主這種「弱

勢民主」而提出的，目的在挽回當今民主政治的頹勢（郭秋永，2001；洪志衛，2004）。 

17     “deliberative democracy” 另有研究者譯為「協商式民主」、「審（商）議民主」（參見黃瑞祺，

1998；洪志衛，2004；羅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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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民主概念不但鼓勵人們表達他們的政治意見，而且鼓勵透過公共場合的辯論來

形成意見（黃瑞祺，1998；彭芸，2001；王佳煌，2002；楊意菁，2002）。 

 

論證民主的邏輯受哈伯瑪斯的影響甚鉅，以人們自由地彼此溝通作為民主基

礎，可見論證民主須以公共領域的存在為前提（Dahlgren, 2001；轉引自彭芸，

2001）。有學者（Kim, 1999）將此視為政治學上的典範轉移，由首重投票為參與形

式的「理性選擇典範」，轉移至更重視意見討論的「溝通典範」。哈伯瑪斯認為，

溝通理性不僅對民主而言至為關鍵，對於「民主的民主化」也很重要，也就是把

民主推廣到政治領域以外的生活世界，使其成為基本而普遍的原則及實踐。主要

是藉理性的溝通行動，讓生活世界中言說及行動的主體尋求相互瞭解與共識，不

但可減低衝突與緊張，更可加強對於政治—行政體系的控制能力，從而對於政治

權力及決策加以理性化（黃瑞祺，1998；彭芸，2001）。 

 

艾斯特（Jon Elster）則從折衷觀點來思考論證民主。他把代議民主分成兩派，

一派是以熊彼得（Schumpeter）為代表的菁英理論，視公民為無知、可操控的群體，

社會共識既難獲得、又無意義，所以統治權應由菁英掌握，民主只是人民以消極

手段排除不適任的菁英而已。另一派以唐斯（Downs）為代表，將經濟理論套用在

政治上，把政治視同企業（政黨）吸引消費者（選民）與推銷商品（政策）的過

程，是權力利益的競爭，而非尋求共同善的理想。艾斯特視這兩派理論為「民主

的經濟理論」，以「市場」觀點看民主，哈伯瑪斯等學者的理論則屬「論壇」觀點，

強調政治追求理性與道德的共識，不只是工具式的妥協。艾斯特指出，論證不是

集體決策唯一的方法，但卻是在「效率、公平、與自發合宜性」上最佳的方法，

因此他採混合市場與論壇的折衷觀點，認為「政治具有公共的本質，但目的則是

工具的」（Elster, 1998；彭芸，2001）。 

 

論證民主亦有遭到批評與懷疑。羅晉（2004）綜合了多位學者的觀點，將這

些批評歸納為下列層面：第一類是「過程的綜合性限制」，也就是懷疑論證過程如

何形成，包括：公民自發性參與的過程發生於何處、決策如何被制定、公民是否

有足夠熱忱參與集體決策、理性與公正的論證過程如何運作，而最佳的論點又如

何被肯定等。第二類則是「實踐的可行性限制」，又可分為以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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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過於罕見、昂貴且存在嚴重的地域限制。 

2. 參與者外在排除：意指現實社會中，權力的操弄會使得某些弱勢公民無法

平等的接近及參與公共領域。 

3. 參與者內在排除：意指社會結構與政治文化會限制公共領域中的某些特定

言論內容及形式，造成不平等。 

4. 阻礙個別性的發展與造成社群的分裂：人們因恐懼被孤立、排擠與攻訐，

造成人們在公開場合或公共場域普遍掩飾或隱藏其意見，廣泛的辯論將釀

成社群的分裂與崩解。 

由上述討論可知，公共領域是論證民主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而論證民主則

融合了古典民主與參與民主的概念，並加以創新昇華，成為落實公共領域以及理

想溝通的最佳政治制度，嘗試對於代議民主提出批判與反思；至於論證民主所遭

受的質疑，則大多著眼於理想與實踐之間的落差。既然論證民主是從公民的政治

參與方式來對代議民主進行針砭，而其理想能否實現亦繫於此，故下一節便對於

「政治參與」的概念作一探討。 

二二二二、、、、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概念，乍看之下十分單純，然而界定

上卻非常複雜，因為這個詞彙不但連結著不很精確的日常用語，而且關連著許多

不盡相同的政治理論，不論如何界定，總會遺漏某些涵義（郭秋永，1993: 37）。 

（（（（一一一一））））工具性行動工具性行動工具性行動工具性行動與與與與交互性行動交互性行動交互性行動交互性行動 

Scaff（1975；轉引自郭秋永，1993: 23-24）認為政治參與的討論可從兩種不

同政治觀（view of politics）出發：第一種觀點認為政治的本質是資源及權力的競

爭，而政治過程就是權力的形成、分配、與執行；在此見解下，政治參與乃是「影

響權力分配的一種政治行動，也是公民試圖以極小代價追求極大利益的一種交易

行動」，可稱之為「工具性行動」（participation as instrumental action）。另一種觀點

認為政治的本質是各種特定活動與關係的集合，涉及維持社群的存續、促進個體

與團體間互助合作、鼓勵公共溝通以解決爭端等；從此角度出發，政治參與就被

視為「植基在個體認同社群公益之上的一種政治活動，為促進共同目標，以平等、



 30

互賴、公開的方式進行溝通與決策」，此觀點則稱為「交互性行動」（participation as 

interaction）。這兩種觀點的差異，可以用表 2-3 表示： 

 

從之前的討論可以發現，在「代議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政治參與較接近「工

具性行動」的觀點，而「參與民主」與「論證民主」中的公民政治參與，則和「交

互性行動」觀點的理想性不謀而合。然而在政治參與的經驗研究上，當代政治學

者的注意焦點，卻僅集中在工具性行動上（郭秋永，1993: 37），也就是說，多數

的研究仍以代議民主為主流，在此框架下研究政治參與。 

表 2-3：政治參與的兩種基本概念 

觀點 

區別標準 
工具性行動工具性行動工具性行動工具性行動 交互性行動交互性行動交互性行動交互性行動 

主要界定語詞主要界定語詞主要界定語詞主要界定語詞 參與加入 分擔共享 

價值取向價值取向價值取向價值取向 競爭 互惠 

行動類型行動類型行動類型行動類型 公民影響菁英 公民彼此溝通 

行動目的行動目的行動目的行動目的 權力 公道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 保障權利 

• 擴大利益 

• 確保正當性 

• 促進自我實現 

• 增進政治知識 

• 孕育政治美德 

資料來源：轉引自《政治參與》（p. 24），郭秋永，1993，台北：幼獅。 

 

例如美國政治學者弗巴（Sidney Verba）等，在七○年代進行的跨國調查研究，

對政治參與作了以下定義：「一般公民或多或少直接地以影響政府人事甄選或（及）

政府所採活動為其目標，從而採取的各種合法行動」（Verba, et.al., 1978）；據此將

政治參與分為選舉參與（投票、競選參與）和非選舉參與（社區活動、接觸政治

人物）兩大類（郭秋永，1993, 2001；彭芸，2001）。這種界定特別強調「影響政

府的企圖」，由此即可看出偏重「工具性行動」的色彩；許多其他學者（Weiner, 1971；

轉引自郭秋永，1993；Huntington & Nelson, 1976, Conway, 1991；轉引自彭芸，2001）

對於政治參與的界定亦有此傾向。 

 

然而，近年來由於研究者對「公共性」的熱烈討論，認為民主政治最可貴的

機制便是公共領域，相關文獻陸續出現，連帶使政治參與的研究也開始重視「交

互性行動」的面向，政治意見的表達與論辯，被正視為一種政治參與的形式。另

一方面，美國學術界開始重視這方面，也是因為選舉畢竟不是每年都有，而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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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與居民的關係，也較國家政策更來得密切（彭芸，2001: 228）。 

 

例如傳播學者麥克勞等（McLeod, et.al., 1999；彭芸，2001: 228）把政治參與

界定為兩種形式，一是制度化的參與，亦即投票、接觸政府官員等；而另一種則

為非傳統的參與，如參與一些針對特殊利益討論的公民論壇，公開表達自己的意

見。麥克勞等學者認為前者屬傳統、正式的參與，仍與社會階層有關，但後者較

屬社區參與的一種，參與的人常非真正決策者，表達的意見也可能是非主流的；

這兩者的參與密切相關，但卻並非相同，因這兩種參與吸引不同屬性的公民，參

與者在某些屬性上相同，而在其他屬性上則明顯不同，如年長及教育程度較高者

對傳統、正式的制度參與更為熱衷，而論壇的參與者具較寬廣人口特質的取向。 

 

伯西與普特南等學者（Bucy, et.al., 1999; Putnam, 1995；轉引自彭芸，2001: 

228-229）則把媒介的重要性引進了政治參與的討論。他們的研究指出，具閱聽眾

互動性與公共論述性質的新媒介不但對民主統治具關鍵資訊提供的角色，也是公

民參與的一種真實形式。以下便探討政治參與及媒介使用的關係。 

（（（（二二二二））））政治參與及媒介使用政治參與及媒介使用政治參與及媒介使用政治參與及媒介使用 

媒介與政治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以麥奈爾（McNair, 1995: 21-22）的

觀點為例，他認為媒介在「理想」（ideal type）民主社會中有五個政治功能： 

1. 守望功能：提供資訊，告訴公民發生什麼事。 

2. 教育功能：告訴公民事件的意義和重要性，這也是媒介「客觀」這項專業

義理的重要性所在。 

3. 平台功能：提供公民一個進行政治論述的場域，促進民意的形成與回饋。 

4. 監察功能：賦予政府或政治機構公開性（publicity），以利公民監督，也就

是新聞義理中的看門狗（watchdog）角色。 

5. 鼓吹功能：讓政治組織擁有可以表達政策及政治觀點的管道。 

 

麥奈爾認為這些功能是會交互影響的，例如媒介提供的訊息，可以有效簡化

和引導公開討論，而這些以媒介為平台的公開討論，匯聚成民意後再由媒介回饋

給政府，則有可能影響政府決策，或對政府產生監察的效果，從而繼續影響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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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治訊息的呈現（McNair, 1995），所以媒介的使用確實與民主政治的發展密

切相關，而公民的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間，也存在著極為複雜的關係，社會科

學界一直難以有效的釐清（彭芸，2001: 232）。 

 

事實上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國內外政治傳播與政治參與的研究焦點，多集

中在媒介使用如何影響政治效能、18投票傾向和投票行為，希望藉此找出預測投票

行為的關鍵變項（郭秋永，1993；彭芸，2001；彭懷恩，2003）。媒介使用被視為

一個獨立變項，政治參與則為依變項，呈現類似「刺激→反應」（S→R）的模式：

不同性質的媒介、不同內容的訊息、不同的使用方式與程度，形成了不同的政治

認知、情感或行為（彭芸，2001, 2004；張卿卿，2002；劉嘉薇，2006）。有學者

（McLeod, et.al., 1999）在 S→R 模式之外另加入了各種前導和中介變項，形成「O1

→S→O2→R」的模式，然而媒介使用仍被視為獨立於政治參與之外的變項。 

 

然而在近年的研究取向中，媒介使用的角色開始轉變，從影響政治參與的獨

立變項，轉而認為「媒介使用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參與」，尤其是一些以媒介為平台

進行的政治意見表述與互動，例如 call-in 節目或網際網路（Pan & Koschi,1997; Bucy, 

et.al., 1999；轉引自彭芸，2001；Bucy, et.al., 2001）。國內亦有研究採此取向：張卿

卿（2002）將「政治媒介行為」概念由傳統的「政治媒介使用」（media use），擴

及至「政治媒介參與」（media participation），指涉透過媒介傳達對政治議題的看法，

例如投書、call-in、電話投票、網路發表等。劉嘉薇（2006）的研究亦延續此概念。 

 

從之前的理論探討來看，「政治媒介參與」的概念屬於 Scaff 所謂的「交互性

行動」、及麥克勞所界定的「非傳統參與」，係強調公民利用媒介來進行政治意見

的討論與互動，在此過程中形成共識與決策，進而體現了「論證民主」中公民以

溝通落實政治參與的理想；而在此概念下的媒介，就須扮演「公共領域」的積極

角色。以下便探討媒介究竟能否建構公共領域所需的「理想言說情境」。 

                                                 

18     所謂的「政治效能感」，是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動對於政治過程能夠有所影響，基於這樣的

信念，個人才會覺得其行使公民權利具有價值（Campbell, et.al., 1954；轉引自彭芸，2001）。又

可分為兩個層面：內在效能是指相信自己有能力參與政治，外在效能則是相信自己的政治行動

可能影響政府作為。一般而言，高的內在與外在效能會增加政治參與，尤其是投票意願（彭芸，

2001: 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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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與數位民主與數位民主與數位民主與數位民主 

在哈伯瑪斯提出公共領域概念的一九六○年代，主流媒介還是平面印刷媒

介，作為公民意見的承載場域，報紙雜誌是以讀者投書的形式為之。然而八○年

代起，資訊傳播科技開始有了重大突破，哈伯瑪斯自己也表示：「今日的報紙、雜

誌、電視都是公共領域的媒介（Habermas, 1984: 49）。」因此，傳播學者開始檢視

這些大眾傳播媒介是否能達到溝通民意、落實公民政治參與的功能，實踐「公共

領域」的概念，到了九○年代網路科技出現，民主的概念又受到新的衝擊。以下

便探討民主概念如何受到媒介科技發展的影響。 

（（（（一一一一））））大眾大眾大眾大眾媒介公共領域媒介公共領域媒介公共領域媒介公共領域的發展與困境的發展與困境的發展與困境的發展與困境 

之前已論及，雖然哈伯瑪斯對於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結構轉型》中，已經提

到對於大眾傳播媒介被扭曲的角色感到失望。不論是公共人物在公共領域中對於

形象的操弄、或是消費主義與國家干預雙雙箝制了當代大眾傳播媒介，都讓市民

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公共領域空間，逐漸縮小、關閉（Habermas, 1989；黃學碩，1997；

翁秀琪，1998；黃啟龍，2001）。 

 

大眾傳播媒介之所以無法實踐公共領域精神的原因，首先可以從鉅觀的結構

面向來討論。現代媒介的集中壟斷與資本化，限制了一般人參與意見市場的自由

度，使媒介偏向反映資本階級的利益；而在市場競爭因素下，媒介也只提供同質

性、單一化的傳播內容。鑒於資本市場對媒介系統的不良影響，有觀點認為國家

權力必須適度介入以確保媒介內容的多元性；但其實在避免落入資本家的手中之

後，仍會落入國家機器的掌控，有可能淪為國家或政黨的宣傳工具；且國家力量

所安排的意見市場非出自於閱聽大眾的自由意志，同樣不能受到閱聽大眾的支

持，而產生冷淡感（（Curran, 1993；轉引自黃啟龍，2001；黃學碩，1997）。 

 

除了上述的結構角度外，亦可從媒介性質的角度來探討落實公共領域的可能

性。就參與主體性而言，大眾傳播媒介逐漸取代並支配一般人接收與分析訊息的

角色與方法，民眾變成一群消極被動的訊息接收者，不再關心公共事務，與社會

的連結感也相對降低；從傳播方式來看，大眾傳播媒介中的訊息分配是一對多的，

民眾只能接收由媒介中心所發送出來的訊息，缺乏公共領域所需的對話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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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刷媒介為例，報紙的讀者民意論壇版一向被視為是現代社會中重要的公

共論壇，可以反映、回饋意見、澄清真相。不過，由於空間不足，以及媒介守門

機制等因素，造成讀者投書版面具菁英導向和排除性的環境參數，投書者若非社

會菁英、知名人士，或者內容不符守門人的篩選編排原則，言論見報的機會可能

也會受限（王佳煌，2002）。徐亞鈾（2004）研究台灣三家主要報紙在選舉期間的

讀者投書，即發現三報處理讀者投書各有其政治立場，且均保留篇幅向專家學者

邀稿，一般讀者的投書須經篩選剪裁方能登上剩餘版面，報紙讀者投書版呈現的

報意多過於民意，可見落實媒介公共領域之實踐目前似乎仍僅止於理想。 

 

從九○年代開始，電子媒介的即時性質，大大提高了印刷媒介所無法滿足的

「互動性」，因此政治人物與民眾之間開始可以透過 call-in 等回饋機制直接互動，

部分論者認為這是「電子民主」時代的來臨。然而實際上，彭芸（2001: 178-180）

對於電視談話節目進行的研究發現，談話節目的確可以避免新聞的偏頗或主觀、

提供資訊與選擇、幫助選民認識候選人，但談話的過程中無法暢所欲言，較多各

述己見卻無交集，甚至出現作秀的情形；而民眾 call-in 多為發洩個人情緒、常偏

離主題、替支持的特定政黨或候選人辯護助選。由此看來，談話節目作為電子公

共領域的形式是有，但內容只是各擁其主，討論是否理性頗有問題。 

 

由以上探討可知，大眾傳播媒介成為公共領域的可能性目前並不樂觀。然而

網際網路興起後，學者對於媒介公共領域的可能性又燃起了希望，於是各種概念、

術語不斷出現，研究者的觀點、推論也不盡相同。19關於網路傳播與民主政治間關

係的探討，本研究參考海克爾與范迪克（Hacker & van Dijk, 2000）的觀點，以「數

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指稱之。20學者之所以期待網路能實現大眾傳播媒介

                                                 

19      相關概念包括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電傳民主（teledemocracy）、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網路民主（cyberdemocracy）、虛擬民主（virtual democracy）等。電傳民主是七○

年代開始被提出，乃指當時新興的電視、廣播等媒介帶來民主型態的改變，屬於大眾傳播的範

疇；數位民主所指則是九○年代興起的，經過電腦中介傳播的政治互動與活動，屬於小眾傳播、

有去中心化的特色；電子民主則同時包含電傳民主與數位民主的概念，泛指所有新興電子媒介

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Hacker & van Dijk, 2000；徐千偉，2000；彭芸，2001；王佳煌，2002）。 

20     海克爾與范迪克（Hacker & van Dijk, 2000）認為虛擬民主似乎強調與過去實體民主制度區

隔，甚至將其完全取代，而數位民主則能同時涵蓋虛擬、實體的層面；網路民主則過度空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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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無法扮演的公共領域，是源自於其互動、開放、平等參與等特質，故以下便對

電腦中介的網路傳播特質作一介紹。 

（（（（二二二二））））電腦中介傳播的性質電腦中介傳播的性質電腦中介傳播的性質電腦中介傳播的性質 

電腦中介傳播（CMC）之所以被寄予實現「公共領域」的厚望，就是因為具

備了許多獨特的性質。這些特性使學者對其的定位眾說紛紜，有認為 CMC 是「小

眾化（demassifying）的大眾傳播」，亦有稱之為「大眾化（massify）的人際傳播」

（Rogers, 1986; Steinfield & Fulk, 1988；轉引自黃學碩，1997）。黃學碩（1997）歸

納了多位學者的研究，指出網路媒介相較於其他媒介，具有以下幾個特性： 

1. 互動性：傳播過程中，參與者擁有立即回饋和公平參與的機會，不同於傳

統媒介的單向傳播及延遲回應的缺點，且網路提供了一對多、多對多等更

多的互動形式，也使 CMC 兼具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特質。 

2. 超文本：這是網路特有的訊息連結方式，亦即跳躍式串連訊息的功能，讓

閱聽人依本身偏好來選擇性的閱讀，可以自行掌控閱讀順序、深入程度上。 

3. 數位化：網路上所有資訊的儲存、傳遞和檢索都以數位化的形式來流通，

文字、圖片、影像、聲音、動畫等形式都可含括，具有不易失真的優點，

而且成本低廉，處理的資料龐大卻又容易管理。 

4. 非線性：網路使用者身兼傳播者與接收者的角色，可以控制傳播過程，以

交換訊息、達到相互瞭解為目標，打破了既有的線性傳播模式。 

5. 去脈絡化與匿名：在網路論述空間裡，參與者除了文字外，並無其它可資

辨識本人的線索，所以網路傳播活動是立基於參與者的想法、並以其訊息

內容為論述情境，與其身份無關。有些研究認為匿名性可以使參與者誠實

與坦白，但亦有研究顯示匿名性會減少抑制，而產生爭吵交戰的情形。 

6. 非同步：網路參與者可以自由選擇想要的時間地點來接收或傳送訊息，也

可選擇即時性或延遲性的時間進行溝通，因此網路具有高度的彈性，能跨

越時空的既有限制。 

 

吳筱玫（2003）在《網路傳播概論》一書中，也對於網路的傳播特質以五個

                                                                                                                                               

糊，似乎只有網際網路才是相關的新媒介，無法如數位民主在網路之外亦兼顧其他傳播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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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進行探討： 

1. 去中心化：網路是由許多的節點串連成無數個網站，沒有起始點與結束點。

所以在設計上就是屬於一種去中心體系（Poster, 1997；轉引自吳筱玫，

2003）。所以網路的特色是當訊息發送時，可以透過多條管道傳給接收者，

沒有一個負責檢查的機構控制信息的發送。 

2. 公私難分：網路是一個整合的媒介平台，不論是內向傳播、人際傳播、小

團體傳播這些偏私領域的部份還是偏向公領域的大眾傳播，都可以同時存

在於此平台上，模糊了公領域與私領域間的界限。 

3. 快速流動：網路世界將資訊與電子科技結合，讓不同的運作能同步進行，

使資訊在瞬間傳遞（Poster, 1997；轉引自吳筱玫，2003）。而在資訊流通之

後，檔案的收發在彈指之間完成，使得網路上的訊息很難被約束，閱聽人

在享受資訊流通的同時，也要應付許多垃圾訊息。 

4. 共同參與：網路是一個具有互動性的媒介，同時可以接受或散佈訊息。此

外，網路也讓使用者可以有彈性的去接觸偏好的事物，許多同好團體也可

以透過網路形成社群，形成一種虛擬社區。 

5. 虛擬真實：網路世界的傳播活動，很多可能是模擬的、想像的、和真實世

界糾結不清的。虛擬的概念對於網路時代的許多生活面向會有一定的影

響，讓人們對於「真實」有不同的理解，對於現在的倫常與社會秩序產生

衝擊（夏鑄九譯，1998；轉引自吳筱玫，2003）。 

 

從這些性質的敘述可以發現，網路的崛起正衝擊並改變人類的溝通模式，不

但直接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也逐漸影響行動的形貌，特別是社群生活與公共領

域兩方面。網路上的溝通行動是由個人主動、互為主體的過程，透過自身的立場

選擇參與，並學習對事件的認知，不同於面對大眾媒介時被動的閱聽人角色。而

網路上的溝通方式是一種分眾、多元化的形式，而且資訊來源自由獨立，較不受

政治或商業力量所影響。從去中心化、平等參與等特質來看，網路確實較易擺脫

商業市場與國家機器的夾殺與控制，擁有相對獨立不受限制的論述空間；而其克

服時空、篇幅、成本等限制，互動性強，也讓眾多公民進行充分理性討論成為可

能，提供較優良的公共領域發展條件。然而好的發展條件，不必然表示網路就真

的能夠帶來「數位民主」、落實公共領域的理想，以下就針對此可能性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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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數位民主與網路公共領域數位民主與網路公共領域數位民主與網路公共領域數位民主與網路公共領域 

從之前的討論已知，大眾傳播媒介曾被期待能復興傳統公共領域，但由於政

商結構和媒介性質的因素，這個期待至今仍難以實現。然而網際網路的出現，挾

帶著不同於大眾媒介的科技特質，使其傳播內涵具有早期公共領域所實踐的元

素。結構面上，網路媒介免除了政經勢力的主導，賦予參與者相同的權力，不侷

限於傳統的議題論述，參與者可以不必受到原先社會立場的影響，而從討論中發

展出各種論述社群。在媒介性質上，網路跨越時空、無限篇幅的特質，使其在塑

造多元文化社群的能力上猶勝於早期的公共領域場所；而去中心化與匿名的參與

形式，以及一對多（如電子報的發行）或多對多（如討論區的討論）的自主溝通

方式，使參與者具有相互主體性，能夠自行主導傳播過程與對話內容。從各個角

度看來，網路都比大眾媒介更具自主性，在言論的發聲管道上與表達上也更具多

元意義（周桂田，1997；黃啟龍，2001；楊惠鈞，2003）。 

 

關於早期公共領域實踐的場所（市集、沙龍等）、大眾傳播媒介（電視、報紙

等）以及網路媒介在時空性、參與者本體性、傳播方式與民主實踐等方面的差異

情形，可以藉由表 2-4 來加以說明（周桂田，1997）： 

表 2-4：公共領域實踐場域的特質差異 

 時空性時空性時空性時空性    參與本體性參與本體性參與本體性參與本體性 傳播方式傳播方式傳播方式傳播方式 民主實踐民主實踐民主實踐民主實踐 

早期公共領域早期公共領域早期公共領域早期公共領域    

（（（（如沙龍等如沙龍等如沙龍等如沙龍等）））） 

• 具地域性 

• 具時間性 
互為主體性 

• 自主對話 

• 去中心化（多對多） 

• 直接民主 

• 積極溝通實踐 

• 產生認同社群 

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    
• 具地域性 

• 具時間性 
客體性 

• 非自主對話 

• 中心化（一對多） 

• 代議民主 

• 消極溝通實踐 

• 產生認同危機 

網際網路網際網路網際網路網際網路    
• 跨地域性 

• 去時間性 
互為主體性 

• 自主對話 

• 去中心化（一對多

或多對多） 

• 直接民主 

• 積極溝通實踐 

• 產生多元社群 

資料來源：摘自〈網際網路上的公共領域—在風險社會下的建構意義〉，周桂田，1997，「中研院

社會學研究所第二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台北市南港。 

 

此外，之前討論提及巴伯（Benjamin Barber）的「強勢民主」概念，認為 ICT

帶來的遠距討論、大規模政治參與，將可強化公民教育、資訊的公平取得，形成

一個跨區域的人際網絡，促使公共領域變成為可能（郭秋永，2001: 111-113）。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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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斯（Dick Morris）則力倡網路選民將以「第五階級」21取代傳統所謂的「第四階

級」－－新聞媒介。公民可藉由網路，達成人類歷史中尚未付諸實現的「直接民

主」，一切金錢與權力在網路空間中將不復存在，以往彼此利益掛勾政黨亦將於網

路空間中消失，公民之間可於線上進行直接的溝通，不同的聲音將受到政府的重

視與關注並參與政策的制定（Morris, 1999 / 張志偉譯，2000）。 

 

以上論調都以樂觀角度看待網路與民主的關係，而海克爾與范迪克則抱持較

折衷的看法。他們在 2000 年出版了《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 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視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和電腦中介傳播（CMC）為數位民主的根本，進而為數位民主作了以下定義：

「運用 ICT 或 CMC，集體試圖實踐不受時間、空間和其他物理條件限制的民主，

是對傳統類比化政治實踐的增補而非取代，重點在於促進政治的民主或民主傳播

中公民的參與。」（Hacker & van Dijk, 2000: 1）。他們整理目前討論 ICT 與 CMC

對民主的影響，大致有下列觀點（Hacker & van Dijk, 2000；彭芸，2001）： 

 

1. ICT 增加了提供資訊的規模和速度，如此幫助產生了更多消息靈通的公民。 

2. 政治參與更加容易，諸如冷漠、羞怯、無能力、時間等障礙將減少。 

3. CMC 讓特殊主題組織的團體可有討論的新方法，資訊擴散的成本也便宜等。 

4. 網際網路允許了新的政治社群免於國家介入。 

5. 藉由增加政治的電腦中介傳播，使階級的政治系統變得較為水平。 

6. 在創造有關政府的議題上，公民有更多的聲音。 

7. 電腦中介傳播幫助移除扭曲的中介者，如記者、議員或政黨。 

8. ICT 和 CMC 可幫助政治行銷的研究，使政治更能直接回應人民所關切的事。 

9. ICT 和 CMC 將解決某些代議政治的問題，如選區的地域性。 

 

這些論調對於網路體現公共領域、帶來新時代的「數位民主」，多持正面態度，

然而海克爾與范迪克卻也認為，網路雖可使人民更易獲得所需資訊，但在網路進

行的任何政治活動，只是反映了現實的民主情勢，未能進一步促進民主（Hacker & 

                                                 

21     第一階級到第四階級分別為：「貴族」、「僧侶」、「平民」以及以「大眾傳媒為基礎的新聞界」，

直到網際網路的興起之後，「網路選民」便以「第五階級」脫穎而出（Morris, 1999 / 張志偉譯，

200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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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Dijk, 2000）。 

 

更有甚者，部分論者是以悲觀態度看待數位民主及網路公共領域。其中最常

被提及的問題莫過於「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指的是「擁有」及「使用」

ICT 的不平等，硬體上包括資訊設備、網路連線，軟體上則包含資訊素養、溝通能

力等。許多研究者認為，網路雖能讓一些人更容易使用媒介與接近資訊，但事實

上網路世界仍舊複製著現實世界的政經情勢、權力結構、甚至是性別不均的態勢，

網路不僅會將權力賦予一般民眾，同時也鞏固了社會上既有優勢者（例如高收入、

高學歷、男性等）的地位。網路造成「資訊貴族」（information aristocracy）出現

的機會，遠較帶來「數位民主」的機會大，如果新傳播科技的設備與服務無法平

等的觸及每一個人，那麼只會增強既有的不平等傳播模式（Wasko & Mosco, 1992; 

Jacobson, 1994; Aronowitz & Menser, 1996; Carter, 1997; Trend, 1997；毛榮富，

2001）。批判學派的學者如許勒（Herbert Schiller）等更以「資訊鴻溝」（information 

divided）的概念，指涉全球化過程中，大型跨國企業藉電腦科技之便，進一步將

產權集中化、資訊商品化的趨勢（Mosco, 1996 / 馮建三等譯，1998；彭芸，2001）。 

 

另一種觀點則擔憂網路科技作為一種新興的監督機制，有利於優勢社群對一

般人進行監視與社會控制。國家機器或其他利益團體可能會以網路作為中介，掌

握人們獲得資訊的管道與內容，一方面有侵犯隱私之虞，另一方面則會出現政治

或資訊運用集中化的現象，對於民主實踐產生負面影響（Levidow, 1994; Lyon, 1994; 

Poster, 1990；轉引自黃啟龍，2001；彭芸，2001）。例如 Lyon（1994；轉引自黃啟

龍，2001）即曾表示： 

「包括我們在銀行領錢、在商店購物、打電話、開車等日常生活行

為，其實都是在電腦系統中留下我們的蹤跡。電腦以及與它相關連的傳

播系統，在現代社會的角色中，儼然成為一種不著痕跡的監視體系。」 

 

還有一種論調，則是針對網路論域中傳播環境與訊息的品質作批判。毛榮富

（2001）曾指出，網路文化已經發展成一種娛樂習性（playful habits）導向的使用

傾向，無論國外的 MUD 或台灣的 BBS，都是以聊天和消磨時間為主，討論議題

多屬私人興趣甚至是八卦謠言，鮮少理性討論。此外，個人電子報、新聞討論群

組、郵寄名單、聊天室等網路公共領域，其中的公共性其實是私密的公共性（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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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ity），而非廣場型（agora）的公共性，這樣的網路公共領域通常是零碎的、

分散的、邊緣的，且傾向吸收意見相同的人士，排除異議者，因此網路分歧和多

元的發展，往往難以形成跨脈絡的議題整合（王佳煌，2002；毛榮富，2001）。 

 

由上述討論觀之，網路能否實現數位民主以及公共領域實屬難料，大至傳播

科技發展現況、政策、傳播文化、民眾素養，小至議題性質、討論區風格等，皆

有可能對特定網路空間實現公共領域的程度產生影響，而實際情形亦可能落在樂

觀與悲觀光譜的兩端之間，取其折衷。是故，以下便整理國內現況及相關實證研

究，檢視數位民主及網路公共領域的落實情形。 

 

（（（（四四四四））））國內網路發展現況及相關研究國內網路發展現況及相關研究國內網路發展現況及相關研究國內網路發展現況及相關研究 

就前述「數位落差」問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於 2005 年 3 月公布的

「2004-2005 全球資訊科技報告」，台灣網路整備度全球排名 15，亞洲排名第四（簡

文吟，2006）。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2005 年時我國每百人電腦數為 57.5

部、網路普及率為 58.0%、家庭電腦普及率為 62.4%。這些數據顯示，我國資訊基

礎建設雖在亞洲國家中名列前茅，然與歐美國家相較則明顯落後，仍有努力空間。 

 

表 2-5：世界各國數位概況表 

2005 年年年年 每百人電腦數每百人電腦數每百人電腦數每百人電腦數（（（（部部部部）））） 網路普及率網路普及率網路普及率網路普及率（（（（%）））） 家庭電腦普及率家庭電腦普及率家庭電腦普及率家庭電腦普及率（（（（%）））） 

全球前三名全球前三名全球前三名全球前三名 

瑞士（86.2） 

美國（76.2） 

瑞典（76.1） 

冰島（87.8） 

瑞典（76.2） 

荷蘭（74.0） 

亞洲前三名亞洲前三名亞洲前三名亞洲前三名 

香港（59.3） 

中華民國（57.5） 

日本（54.2） 

南韓（68.4） 

中華民國（58.0） 

日本（51.5） 

中華民國（63.2） 

（無排名資料） 

資料來源：節錄自〈國情統計通報第四十五號——主要國家數位概況〉，行政院主計處，2007

年 3 月 12 日。 

 

但近期的研究與調查（葉俊榮，2006；簡文吟，2006）卻指出，台灣現階段

數位落差問題的核心，並非費用過高或資訊建設不足，而是部分族群資訊素養較

為落後，包括學習能力欠佳與尚未體認數位化好處等。這些「資訊隔離者」包括：

40 歲以上、低教育程度、低都市化地區、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等族群，仍存在資

訊近用較為弱勢的數位落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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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我國每千人上網人口數（2005 年 3 月）22
 

年
齡
年
齡
年
齡
年
齡 

性
別
性
別
性
別
性
別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6 

6~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12 

12~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15 

15~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20 

20~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30 

30~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40 

40~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50 

50~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未
滿
60 

60

以
上
以
上
以
上
以
上 

合
計
合
計
合
計
合
計 

男男男男 39 498 892 965 877 748 541 346 80 559 

女女女女 43 512 948 957 899 704 511 255 29 534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1 505 919 961 888 726 526 300 55 547 

資料來源：節錄自〈民眾使用網際網路狀況調查〉，交通部，2005 年 3 月。 

 

觀察交通部統計的每千人上網人口數（表 2-6），可看出我國目前上網人口確

實以年狗族群為主，超過 40 歲的年 組別上網比例明顯較低，女性使用網路的情

形亦落後男性。不過 12-40 歲人口中上網比例均已超過七成，30 歲以下甚至高達

九成左右，且性別間已無明顯差異。由此觀之，台灣的數位落差狀況正逐漸縮小，

網路的使用也將愈加普及。 

 

至於檢視網路能否促進民主政治參與及落實公共領域的相關研究，亦相當豐

富， 簡介如下： 

 

國內的網際網路與 BBS 大約是在 1992 年左右開始興盛發展，方念萱及蘇彥豪

（1996） 稱最早以公共領域的標準檢視本 網路媒介的研究者。他們研究台灣

學術網路 BBS 站上女性主義看板的對話過程，以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探討網

路提供公共參與的可能性。其研究結果發現，網路溝通不乏到達「後設理論論述」

層次，然而少有論述進入「後設倫理論述」的層次。此外，當討論觸及「概念精

確性」之必要性時，論述往往 然而止，而無共識產生。 

 

延續上一個研究，黃學碩在 1997 年以哈伯瑪斯公共領域和溝通行動理論來檢

視 BBS 站上 資訊的討論，結果發現，網路是大學生相當依賴的媒介，有七成

以上的人肯定網路所帶來正面的影響，但也有超過六成以上的人認為不 和的討

                                                 
22

     此調查資料每二年產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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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氣，激烈的語言和情緒化的態度，降低了公共事務討論的品質。此外也歸納

出了討論文章的數項特徵，諸如篇幅不長、標點符號的使用與傳統不同、討論層

次不夠深入、多批評少 揚、以及網路素養不足導致討論品質低落等。 

 

由這兩個研究開啟端緒，2000 年以後出現了更多檢視網路媒介公共性的研

究，然而之後的研究開始把焦點從 BBS 移開，轉向 WWW 系統的公共論壇、網站

討論區、甚至部落格等。 

 

這些研究中，觀點較為樂觀的是黃啟龍（2001）。他透過文獻整理與 談，檢

視四種弱勢社群網站的成立背景、網站定位，歸納出多項網路與大眾媒介特質上

的差異，以及網路對於弱勢社群的幫助，整體研究結果發現，從公共領域的本質

及條件來說，網路的確是有稱為公共領域實踐場域的條件。同時在參與者權力增

加、網路媒介多元化程度高以及自主論辯的言論之下，使得網路所提供的虛擬空

間實踐了公共領域的精神。 

 

而對網路實踐公共領域持悲觀立場的研究，則包括 海源（2001）和王佳煌

（2002）。 海源認為網路論壇確實提供許多參與議題討論的機會，但卻流於各自

表述、無法聚焦，對民主的實質助益恐將有限；王佳煌則從鉅觀面指出，政治官

僚體系和商業邏輯，只 造出民主參與的假象，網路空間實際上仍被操縱、充斥

偏頗資訊、一般人發言空間被限縮，以致台灣的電子公共領域仍未出現。 

 

其他研究的結論則較折衷或中立，認為網路媒介在實現公共領域上，具有優

勢亦有不足之處。胡敏琪（2002）由「 美 事件」觀察網路公共領域的理性

思，研究發現網路公共領域既非過去的平民公共領域，也非資本主義的公共領域，

而是一種全新的平民公共領域。結構上，網路已打破參與者階級、年 與性別，

呈現的是一群模糊的公眾。範圍上，網路是一種無空間、時間的公共領域，因參

與者數量龐大，造成其個別面貌模糊化，形成數字公眾；且網路具「議題中心」

特質，參與者可依對議題的 好隨時加入或離開。因此，網路公共領域具有打破

階層（不論年 、性別、階級），和具有流動、虛擬化的特質。 

 

楊惠鈞（2003）觀察研究三個網路媒體中的教育改靣議題發言內容，發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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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討論區的「規範」或「管理」程度各不相同，多少限制某些人的發聲權利，有

其開放特性，然而也阻 了不理性的言論， 造出可理性對話的空間。在參與

公眾及其意見呈現方面，各討論區互動程度不一，言說行動的層次也各異，卻普

遍均有參與者發言狀況不均、且議題難以達到共識的情形。研究結果顯示，三線

上討論區的情境及內容雖有其存在的價值，可 仍未能趨近公共領域設定之理想。 

 

夏家安（2003）以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來檢視核四爭議網站中使用者的

論辯內容，研究發現，網站的參與者都能自由的表述其見解主張，亦有能力對他

人宣稱的內容提出各種有效聲稱，因此一個可以自由發言與提問的論述空間是存

在於論述社群中，且就言說情境而言，參與者未明顯受到限制發言的心理壓力，

討論尚稱自由開放。然以網站的整體溝通層次來說，多數人都是只想直陳己見，

不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而討論人次愈多時，愈不利於理性發言內容之產生。 

 

這段時間內網路媒介仍持續發展， 的 BBS 規模也不斷擴大，但針對 BBS

的相關研究卻付之 如。至 2006 年，才由江國維收集了網路上公開的 BBS 和 Blog

樣本，試圖瞭解 BBS 和 Blog 討論內容異同之處、以及何者在公共領域的表現上較

佳。他在分析之後發現，BBS 和 Blog 兩者在「平等」和「品質」面向上，表現都

不佳，而「多元」面向上兩者表現都不錯，不過在「互相性」上 Blog 明顯不如 BBS。

此外，BBS 和 Blog 在論述和表達上，侷限於最先的設計，影響後來的公共性發展，

Blog 的轉 情形普遍，造成網路資源的重複與浪費。 

 

綜上所述，國內研究者所檢視的各個網路空間，在落實公共領域理想的表現

上各不相同。其中以 BBS 為主角的相關研究，已有將近十年的空白；而 2006 年江

國維的研究雖有涉及 BBS，然其偏向與 WWW 系統的部落格進行比較，且在樣本

選取上是以「 」為關鍵字檢索所得的三百餘篇文章，而非對一個網路空間進

行完整的檢視。也就是說，國內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缺乏針對 BBS 這個場域的

條件與實際情形進行描述與評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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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最早是由漢娜‧鄂蘭提出了公共領域的理想，之後由哈伯瑪斯加以演繹發展

為完整的公共領域理論體系。哈伯瑪斯一方面勾勒一個理性、開放的言論空間，

在其中可以對公共事務充分溝通、辯論，進一步獲得共識，找出最佳的決策。這

也被許多政治學者視為落實政治參與、改靣代議民主 端的最佳理想境界，稱之

為「論證民主」。 

 

另一方面哈伯瑪斯卻又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樣的空間已經消 ，原本

寄予厚望的大眾傳播媒介亦無法落實公共領域理想。於是他提出溝通行動理論，

企圖藉由一個規範性的「理想言說情境」，能夠以「理性討論」重建人類的溝通能

力，讓消失的公共領域再次出現。 

 

這種觀點也使「政治參與」的概念產生了靣命性變化，由原本傳統「工具性」

的參與觀點，擴張為「交互性」的參與；「媒介使用」這種行為的角色，也從影響

政治參與的變項，轉變為本身就是政治參與的一種形式。在科技不斷推陳出新的

影響下，學者開始思考，這種透過媒介進行的政治參與是否可能落實公共領域的

理想，而「網路」的各項特色更讓人期待新時代的「數位民主」。 

 

學者對於這種理想抱持的態度不一，樂觀、悲觀、折衷者皆有，綜觀國內這

方面研究，近來已有不少針對網站討論區、部落格等網路空間進行檢視的研究成

果，但對盛行於年 族群的 BBS 系統，卻並未有深入的探討。 

 

綜上所述，本研究即企圖以 BBS 為研究場域，觀察、描述這個場域的性質，

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言論訊息；並參 文獻，對於 BBS 目前或未來是否有可能落實

公共領域理想，提出評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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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前章曾述及本研究的三項研究目的，在文獻探討之後，將進一步具體化為研

究問題，分述如下： 

研究問題一：研究場域描述。 

1-1：一般民眾在「進入」PTT 政治類看板、以及「參與」其中討論的過

程中，會受到哪些限制？ 

此項目將以「進入討論區有何限制」、「參與討論區有何限制」兩

個面向來進行分析。 

1-2：PTT 政治類看板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情形」如何？ 

此項目的檢測分為「發表文章人次與發表資訊量」、「發表文章時

是否有與他人產生互動」、「發表的文章是否切合主題」等三個面

向。 

1-3：PTT 政治類看板中呈現的「政治意見訊息」有哪些特徵與性質？ 

此項目的檢測，分為「篇幅字數」、「牽涉議題種類」、「言論形

式是意見 發或事實陳述」、「政黨傾向」、「發言語氣是質疑批

判或肯定 許」、「發言是否涉入個人情緒」、「論證程度」等七

個面向。 

研究問題二：以「理想意見論域」的標準評估研究場域。 

2-1：意見論域須對所有公眾開放，在其中溝通者可自由選用各種言說行

動，排除強制力的影響與限制：此項目牽涉的是研究問題一中的「進

入討論區有何限制」、「參與討論區有何限制」、「發表文章人次

與發表資訊量」等三個面向。 

2-2：討論內容須為公共事務，但不侷限議題與立場，沒有禁忌或不可批

判的對象：此項目牽涉的是研究問題一中的「參與討論區有何限

制」、「政黨傾向」、「牽涉議題種類」等三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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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溝通過程中，參與者均能保持理性、充分溝通，對於討論事項進行

辯論審議：此項目牽涉的是研究問題一中的「發表文章時是否有與

他人產生互動」、「發表的文章是否切合主題」、「發言是否涉入

個人情緒」、「論證程度」等四個面向。 

研究問題三：檢證政治意見各項性質間的關係或趨勢 

在研究問題 1-3 中，本研究企圖找出研究場域內政治意見的「特徵」與「性

質」，而在此一研究問題中，將進一步利用統計的交 分析，檢證這些意見的

特徵與性質，彼此之間有何相互「關連性」或「趨勢」存在，並藉此對於在

BBS 網路空間發表政治意見的方式，提出本研究的建議。 

由文獻整理可知，在政治意見的各項性質中，與「理想言說情境」關係

最密切的當屬「論證程度」、「發言是否涉入個人情緒」與「牽涉議題種類」

三項。「論證程度」乃哈伯瑪斯「理性討論」的核心概念，而本研究整理的多

份文獻則顯示過多的「情緒涉入」將不利於「理性討論」的進行；至於「牽

涉議題種類」，則與此論域的「公共性」至為相關。故本研究以此三項性質為

主，與研究問題一所發現的其他各性質進行交 分析。 

3-1：發言情緒不同的文章，在其他性質上有何差異？ 

3-2：論證程度不同的文章，在其他性質上有何差異？ 

3-3：議題公共性程度不同的文章，在其他性質上有何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