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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民主與中國民主前景中國式民主與中國民主前景中國式民主與中國民主前景中國式民主與中國民主前景 

黃彪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中國模式」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泛

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巨大變化，

如果有取得一定的成功的話，那麼這個成功的原因

稱為「模式」（潘維，2010：4）。1筆者關心的議題是

中國模式政治改革底下的民主議題，我們可以稱之

為「中國式民主」。但是講到「中國式」的民主，這

個修飾民主的形容詞，大家就感到陌生，甚至懼怕，

反感，畢竟縱觀中國古代歷史的確有民本、民享的

思想，甚至有民有的思想，但是民治卻聞所未聞。

也無怪乎有人認為中國式民主是要為中國共產黨統

治的合法性正名，也就是威權統治或監護式的政權

為了延續其統治所作的美化。正如德沃金所說的一

樣，「讚頌與詛咒它的人對他們所讚頌和詛咒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常常眾說紛紜」（王紹光，2010：66）。

如果想要了解所謂的中國式民主，並對其加以分析

與批判，勢必要去梳理以下的問題意識。 

 

第一點，民主價值究竟是普世的還是特殊的？

第二點，中國式民主是什麼？第三點，要透過何種

具體的手段來達到中國式民主？而本文選擇三本著

作，試圖從中找出回答此問題意識可能的比較基礎： 

 

1. 《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Chinese Mode：

Experience and Difficulties） 

2. 《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 

3. 《民主先生在中國東方與西方的人權與民

主對話》（East Meets Wes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 

                                                 
1
 潘維認為如果是失敗的原因當然就稱為「教訓」。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 60 年的成功，是研究「中國模式」的前提。若否認

中國的「成功」，當然就不可能認同有關「中國模式」的研究。 

 

 

書名：中國模式經驗與

困局 

作者：鄭永年 

出版者：揚智出版社 

出版地：台北 

年份：2011 

頁數：336 頁 

ISBN：9789862980088 

 
書名：中國民主之困局

與發展 

作者：金耀基 

出版者：時報 

出版地：台北 

年份：1991 

頁數：207頁 

ISBN：9789571303569 

 

書名：民主先生在中

國：東方與西方的人權

與民主對話 

作者：貝淡寧（Daniel A . 

Bell）  

出版者：左岸文化 

出版地：台北 

年份：2009 

頁數：448 頁 

ISBN：978986672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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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指出民主政

治的本質是競爭、透明、參與和政治

責任。民主政治是人類共同的價值正

是從這個意義上闡述的。從這方面民

主價值是普世的。但儘管民主政治是

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民主不能保

證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民主不能同

時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會導致社

會的不滿，而政權也會處於低度合法

性。因此對中國或其他開發中國家來

說，關鍵問題並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

題，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

免「壞」的民主。總而言之，民主是

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在這

個意義上說，民主是普世的。但民主

又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文化背景中，在

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又是特殊的。要

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設民主政治，

最重要的就是要為民主政治建設一整

套基礎國家制度。 

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式的民主，實

踐方式可能採用選拔制度和選舉制度

的結合。《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認

為西方的民主典範是可以並應該參考

的，但到目前為止，任何對民主政治

有真切了解的社會科學者，都不敢虛

妄到相信民主只有一條路可以走，一

個形式可行。歷史的經驗顯示，工業

化有不同的道路，民主也會有不同的

道路。即中國民主建構並無絕對模式

或規律可循，不論是理論上或經驗

上，中國民主發展模式，像中國經濟

發展模式一樣，必然一方面有其普遍

性，一方面有特殊性。所謂中國式民

主即是指民主（源於西方的）在中國

文化社會中的生長與運作，必不能外

緣於中國文化社會，必不能不與中國

文化社會的因素互相影響，亦因此必

不能不出現帶有中國的性格與風貌，

這即是中國民主的特殊性。但此「特

殊性」必相應於其「普遍性」而始有，

「中國式民主」必須具有民主的普遍

性格，它必須具有尊重法治，保障人

之尊嚴、自由與權利等因素，如不具

備這些民主共同普遍的因素，則「中

國式民主」便毫無意義可言。換言之，

中國式民主並非「打折扣的民主」，它

具有民主的普遍性格，但是在生長過

程、風格表現、制度設計上絕不會，

也不必與西方的民主相同。但是在具

體制度設計上，本書並無著墨太多。

《民主先生在中國東方與西方的人權

與民主對話》明確點出在主要是被西

方經驗所塑造的一套政治標準之上，

我們有必要認真考慮東亞人民習慣恪

守的諸種意義與優先順序。換言之，

忽略東亞對於人權與民主的看法將是

一個錯誤，一則該地區居住著佔世界

人口總數近一半的居民，二則中國有

可能成為一個經濟與政治強國，足以

在國際舞台上對西方霸權構成重大挑

戰。尊重與理解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才是推廣民主，有效增加民主與人權

清單的方法，而不是怕民主與人權一

旦因地制宜，這個清單就會被削減，

強硬與不近人情的「普世性」原則在

歷史上往往造成反效果，咄咄逼人與

侵門踏戶的口吻與動作，並非推銷一

個良善價值觀「好」的手段與方法。

那何謂「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

體制呢？中國的政治改革者往往並非

從個人自由的觀點來理解民主制度，

使個人免於專斷權力的壓迫的確是近

代西方民主發展的軸線，但確並非中

國知識分子擁護民主的主要理由，他

們往往將民主視為一種增強國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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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要如何擁有一個基於普選權之上

的定期選舉，卻又體現中國重視知識

菁英以及國家長期發展的傳統；一方

面實現民主，另一方面讓具備公共精

神的知識菁英來領導人民？作者提出

了一個有趣的解決之策：兩院制的立

法機構，包括民主選舉產生的下院，

以及在競爭性考試基礎上遴選之議員

組成的上院，稱之為「賢士院」，而真

正的政府首腦應該產生自下議院，換

言之，賢士院從屬於民選的下議院。 

這三本書討論到「中國式民主」

的篇章都認為民主有其普世的一面，

然而因地、因時、因人制宜的特殊性

其重要絲毫不遜於普世性，兩者可謂

相輔相成。對於何謂民主的普世性格

三本書略有些微差距，但基調十分類

似，相距不大。前兩本書極為重視還

沒民主化之前，國家基本能力建構的

問題，也強調這絕對不能等到民主之

後再來煩惱，先後順序對於民主後續

發展的品質是極其重要的。最後一本

書著重用民主來富國強兵、增進經濟

長期發展、社會秩序的穩定等價值觀

基本上仍舊是屬於國家基本能力建構

的問題，基本上三本書對於先求開發

中國家強而有力的國家能力建構，再

追求高品質的民主立場一致。關於如

何實踐中國式的民主方面，第二本書

並沒有具體提出方法，其餘兩本都有

提出有趣且具創意的方法。 

因此，筆者會挑選這三本書的著

眼點在於「西方民主理念與政治秩序」

要如何拿捏的議題，三位作者都同意

如果中國式「民主」在概念上可以和

西方民主來比較一定要具備某種程度

的共性或普遍性，比如競爭、參與、

人權、法治的要素。缺乏這些要素西

方和中國也許就談的不是同一個概

念，變成你講的民主是土豆，我講的

民主是花生，有點不小心搞混，或故

意濫竽充數的味道。2如果確定要追尋

的是「民主」，那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持

續的維持相對穩定是另一個層次的問

題。三位作者也都十分重視「穩定」

的概念，也就是在追尋民主價值的同

時，保持穩定是同等的重要，但是三

人所指的穩定有細緻的不同。鄭永年

認為好的民主和壞的民主的區別在於

國家基本能力的構建與否，偏重「政

權的穩定」和好治理與民主價值的追

求連結與順序；金耀基則從規範性的

角度出發，認為「穩定即民主價值」

的其中重要部分，如果當初追求民主

就是為了讓數人頭取代砍人頭，如今

追求民主卻視穩定為無物，無非是本

末倒置；貝淡寧則認為「尊重地方性

知識帶來穩定的民主」如此方能擴大

民主，民主對於中國是外來詞彙與觀

念，如果不重視和本地固有價值的融

合和交流，不可能帶來穩定的民主發

展。 

 

二二二二、、、、個別書評個別書評個別書評個別書評 

 

（（（（一一一一）、）、）、）、《《《《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

（（（（ Chinese Mode：：：： Experience and 

Difficulties）））） 

    本書作者鄭永年是國際著名中國

問題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

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

所所長。 

本書其中的一個篇章專門處理中

                                                 
2
 在台灣土豆跟花生指的是同一個東西，然而

中國大陸用土豆是指馬鈴薯，用語不同容易混

淆，如果你指的是蘋果，我說的是橘子，雖然

用的是同一個詞彙，無法有比較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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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主化的問題，題名為「民主化的

中國模式」。內文分三節，分別是「民

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國家制度建

設在先，民主化在後」、「中國的漸進

民主化」，光是從篇名我們就可以很清

楚的看出作者想要表達的大綱。作者

認為如果光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

像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的政治改

革，很多寶貴的內容就會被忽略。西

方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進行民主改革

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民

主是一種能夠幫助人們實現自我價值

最有效的制度。3但是大多數開發中國

家面臨的不僅僅是民主化的問題，更

重要的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問題。因

為民主化可以是一股強大無比的摧毀

非民主舊制度的力量，卻很難充當建

設新制度的強大力量，甚至很多基礎

制度如果不在民主化之前完成，民主

化之後有些國家制度就再也建立不起

來。事實上，從西方成熟民主國家發

展的軌跡來看，也可以看出這個論述

的合理性。因為民主政治只是現代國

家的一種形式，並且是在後來才出現

的，而國家建設遠遠早於民主這一特

殊的政體形式。即是說，先有了現代

國家形式，然後才逐漸轉型成為民主

政體。作者不厭其煩的在本書中反覆

強調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性，這也是

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要走漸進民主化的

道路的原因，這基本上是一體兩面

的。總而言之，全篇的基調可以這麼

                                                 
3
 當然把民主推廣到中國對西方來說還有另

一個重要的考量，即是中國一方面持續的高度

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卻是非民主的政權，這點

令西方國家深深擔憂。因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民主國家不會發生戰

爭。把民主推廣到中國自然含有西方對中國可

能會造成現存世界秩序的威脅的隱藏含意

（Zakaria, 2005）。 

概括，因為民主的普世性，民主化可

以說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是如果開

發中國家冒然躁進在國家基礎能力不

足的狀況下民主化，很可能失去實質

民主所要追求的果實，甚至流於「壞」

的民主政體，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我

們需要符合特殊性的漸進民主化和完

備的國家基礎能力建設，為「好」的

民主化奠定基礎。 

由上可知，作者對中國式民主的

論述可以說是一以貫之，並且反覆強

調基礎國家能力建設的問題。但是實

際上要如何在具體的脈絡，也就是在

中國的脈絡中實踐中國式民主呢？我

們都知道，民主的精神主要來自民主

的實踐，而非來自書本和灌輸。但如

果民主要在中國實踐，這種中國模式

的研究，核心就是要研究中國共產

黨。但什麼是中國領導人心目中的中

國式民主呢？主要有三條，一是不搞

多黨制，二是不搞三權分立，三是中

國不走俄國、東歐式的激進民主化道

路。這的確和西方主流所認為的民主

大相逕庭，所謂多黨競爭的形態。但

是，本書認為將多黨競爭視為民主並

不確切，民主的本質是競爭，而不是

政黨的數量。但是中國既不想走西方

式多黨政治的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

社會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會經

濟利益「內部化」，即是把外在的多元

利益容納於執政黨之內，在體制內實

現利益表達、利益代表和利益協調，

而這是黨內民主最直接的根源。中國

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了一些有趣

的民主實驗，目前中國的鄉村民主制

度，其形式原自農村生產合作社和生

產大隊的社員代表會議和社員大會，

鄉村民主正日益推動中國民主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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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政權體系

雖然是高度等級性的，但卻出現了稱

之為「合法性下垂」的現象。也就是

說，下級官員是由民眾選舉產生的，

故具有民主合法性；上級官員則基於

傳統的合法性（如任命等）而缺乏民

意基礎，於是形成了上下政體之間的

張力。要解決這種緊張，要麼取消現

有的鄉村民主制度，要麼透過進一步

民主化，使合法性上移。 

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要以擴大

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這是兩種民

主形式。在報告中儘管並沒有使用「憲

政民主」的概念，但是法治和法律的

權威獲得了強調。結合這三種模式，

中國式民主發展模式顯然已經躍然紙

上。「黨內民主」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

利益協調，「人民民主」4強調的是自下

而上的政治參與，而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的民主化動力，執政黨和社會都

要在法律的框架內作有序的互動，這

就要求給予「憲政民主」至高無上的

地位。未來的中國民主會怎麼樣？作

者認為將是在這三種形式的民主良好

互動內，將選拔和選舉結合。選拔是

中國傳統，而選舉是現代民主形式。

選舉不能保證領袖人物的品質，要先

選拔，後選舉，中國正在往這方面發

展。5
 

綜上所述，筆者同意作者一而

再，再而三強調的重點，即政治穩定

始終是最重要的前提，這是國家社會

唯一能達成的共識。6以及關於中國式

                                                 
4
 鄭永年認為將人民民主稱為社會民主會更

加合適。 
5
 鄭永年指出事實上，西方多黨民主國家也是

透過黨內初選或黨內選拔，提供人民選擇執政

者的機會。 
6
 當然，政治穩定的維持是一個國家基本能力

民主的討論，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是否具備了一個民主政權所需要

的最低度條件。如果能夠對這兩個前

提有夠深入的了解，勢必能為中國模

式這個還在發展中的概念的民主觀，

增添力量。有關作者對於中國民主的

有趣提案，很務實的從中國共產黨領

導下的民主改革著手，但是改革總是

困難的，尤其在內部腐敗問題嚴重的

情況下，沒有神魅型領導帶頭底下，

怎麼踏出黨內部制度化尊重法治，外

部交由人民進行制約，作者並沒有給

出詳細解決方案，是可惜之處。 

 

（（（（二二二二））））、《、《、《、《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 

 

作者金耀基是美國茨堡大學哲學

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本書是作者十幾年前的文章，但

是對當今中國民主發展仍有參考的價

值，其中不乏洞見。開頭就開門見山

點出相信民主是中國發展之常道與正

道，但是對民主不應該抱有輕漫的幻

想，事實上，民主可能是中國現代化

中最艱鉅的工程。中國自古就有民本

思想，民本和民主雖然只有一字之

差，但是這個間隔卻是關鍵性的，兩

者不可視為同一物。中國古代雖然亦

有民主之說，但尚書所云：「天惟時求

民主」，其「民主」二字所指為「民之

主」，即是「君」或「君王」，因此，

與今日所了解的民主適為相反。是以

孫中山先生也以為民主是解決中國君

主專制治亂循環的根本藥方。如牟宗

三所言中國過去「只有治權之民主，

而無政權之民主」，在政權上「聖君賢

相」的格局便是最高境界，在政權層

                                                                   
最具體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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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格局從未有突破君主專制的思

維。然而，在治權層次上古代中國為

了相應於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政治治

理上發展出文官取用唯才的精緻制

度。7對於治權的民主中國學者基於傳

統很容易去接受，然而在根本的政權

民主卻鮮有進展。 

因此，在對中國民主的建構作理

解和剖析時，社會科學者應同時注意

到三個層次的問題；即「是什麼」的

層次；要釐清民主的本質是什麼？「什

麼是可欲的」層次；要弄清楚我們對

民主的主觀願望是什麼？「什麼是可

能的」層次；要理解在特定的時空條

件下，民主發展在經驗上、客觀上可

能達到的是什麼？這三個層次是相關

的，卻不是一件事，如果層次不分，

則只有產生混淆。筆者以為在是什麼

的層次上，作者要論述的就是民主的

普遍性與特殊性，這點在本文的前言

敘述的很清楚。在什麼是可欲的層次

上，作者認為要分清楚本末，也就是，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民主的目的就

是要措政治於久安之局，如果要以政

治的秩序來換取民主，那將是一個不

可思議的選擇。換言之，作者雖然大

力讚揚民主價值，但是卻不認為在民

主本身價值與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發

生衝突時，還有必要義無反顧的為守

護此價值而守護。因為在作者來看這

是民主的後果論證和本末的問題，民

主必須要鑲嵌於憲政主義和法治之

上，一種發展中國家不安定、低素質

的，會傷害到經濟的發展，而且連政

治的秩序都不能維持的話，作者稱之

為「落後的民主」。要建構的是一個「安

                                                 
7
 不可否認，這套制度相對於古代同時間的世

界各國都是十分先進的。 

定的」民主體系，它可以是具有普遍

性格的現代民主，但它仍會受到中國

歷史文化的形塑有其特殊的精神與面

貌。 

關於什麼是可能的層次，作者並

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只講述了

中國式民主的大方向，是遺珠之憾。

在數十年前他就預見到，中共今後在

大陸或國際上所獲得的支持的大小，

將主要視其在經濟上，而不是政治民

主上的發展與成就。其點出一個政治

世界中的重要現象，即政治合法性的

基礎已非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所提出著名的基於傳統、神魅

型和合法理性三種範圍所能涵括。一

個政權之合法性和安定性已經越來越

與其經濟表現有關。因此，「政治合法

性」基礎的轉變之現象，是關心中國

政治發展，特別是民主發展的人特別

應該注意的。他舉台灣民主轉型為

例，認為長期以來台灣毋寧是以「經

濟的成就」和「政治的秩序」為兩塊

基石的，民主成為台灣的政治合法性

另一塊基石，隨著社會的發展將應該

也是必然會成為中國大陸政治合法性

的依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作者對於民

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論述確有所

本。民主的普遍性意義是林肯所謂的

民有、民治、民享，也可以說是對個

人自由和尊嚴的維護及政府應由被治

者同意原則，如否定這些原則不足以

言民主。民主特殊性就必須與社會文

化配合以顯出，比方說當今世上幾個

成熟又安定的民主國家，像是英國、

瑞典、奧地利、盧森堡、丹麥、挪威

等等均是君主制，但是中國或台灣如

果要進行穩定的民主改革顯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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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樣畫葫蘆照搬，不僅不合時宜，也

不合國情。又要進行穩定且漸進的民

主化，一方面兼顧普世，一方面要以

特殊性在傳統中扎根，是理想的大方

向，對此作者提了法治、憲政民主、

三民主義等大方針，但是對如何具體

實行的制度與手段並無詳述，是美玉

微瑕之處，整體來說仍舊是瑕不掩瑜。 

 

（（（（三三三三））））、《、《、《、《民主先生在中國東方與西方民主先生在中國東方與西方民主先生在中國東方與西方民主先生在中國東方與西方

的人權與民主對話的人權與民主對話的人權與民主對話的人權與民主對話》》》》（（（（East Meets Wes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 

 

貝淡寧（Daniel A . Bell）現任北京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熟悉西方政治

哲學傳統和思想，在牛津大學獲得政

治哲學碩、博士學位。 

本書區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是第

一部分「東亞對人權與民主的挑戰：

東西對話之反思」，第二部分「贊成與

反對新加坡民主的理由—和李光耀的

虛擬對話」，第三部分「中國特色的民

主」。 

相信讀者們可以從大標題看出作

者論述的中軸線，在本書的前兩個部

分作者採用諸多論點討論東西方對於

民主與人權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脫其

中心思想，即跨文化的批評者（尤其

是在東亞地區）必須放棄那種民主的

可欲性優先於地方性知識的成見。這

並不僅僅意謂民主政體只能在特定社

會條件下產生，希望推動民主的活動

家若想求取實效，在勾勒其民主藍圖

之前就必須對這些社會條件有很好的

理解。一種普遍主義道德推理傳統的

窠臼目前仍然頗為荒謬地奠基於西方

社會的道德訴求和政治實踐之上，它

們拒絕承認在西方與「其於地方」的

政治價值之間，存在合理差異的可能

性，從此看來，問題在於西方許多重

要的輿論引領者，似乎排除了與「其

他國家」展開建設性對話的可能性。

貫穿本書作者反覆強調擴展民主普世

價值最好的方法，8即「地方性知識」

（local knowledge）。其既可以指經驗

現實，又可以指哲學傳統；而對於一

位思考社會與政治改革的觀察者而

言，短期或中程的提議不應與現存的

社會實踐距離過於遙遠（否則看起來

會顯得不切實際）。對於這樣的提議而

言，擁有相關的政治與經濟背景知識

要比擁有觀於該社會哲學傳統的知識

更顯重要。 

而本書第三部分嘗試建構一種具

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途徑。中國大陸目

前已然崛起為一大經濟強國，文化自

信隨之而生，從過去數十年來在中國

的儒學復興運動以及全世界如雨後春

筍一般冒出的孔子學院可一窺管豹。

儒學之復興在現今中國的脈絡底下可

能有兩層意義，其一，共產主義目前

已經喪失了激勵中國人民的能力，其

二，許多批判性的知識分子也轉向儒

學，思考紓解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困局

的出路。他們並不全然反對西化，而

是相信穩固與正當的政治安排應當

（在很大程度上）立足於儒學傳統中

的政治理想，包括賢士主治、文明禮

儀、社會和諧。據此，作者認為中國

傳統的確實為西式民主政治提供一個

替代方案，這使的威權政治和民主政

治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替代選

                                                 
8
 如果要達到的是真正的民主普世性，而非只

是奠基於西方經驗上的學術研究或政治哲學

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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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作者對民主持最低限的理解，即

自由而公平地遴選政治領袖的競爭性

選舉。在這個前提下，試圖建立一個

揉合了傳統儒家成分的民主政體，進

而，為了實現民主與知識精英統治的

融合，並非不可能。此政府不會採用

強制手段拘捕異議人士，彈壓公眾意

見，與威權主義政治不可同日而語。

在政治實踐中，賢士院（meritocratic 

house），其代表係自由、公正的競爭性

考試遴選而出，可以代表那些經常被

民選政治家忽略與損害的群體（外國

人、少數族群、過去及未來的世代）

的利益，從而對民主院（democratic 

house）構成平衡與補充。9
 

筆者以為當我們要正義且公正的

分配某些東西，不管這個物品是微不

足道，或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都不外

乎三種方式，即依照公平（equality）、

功績（merit）、需要（need）來分配，

有的人可能認為公平應該多一點，有

的人可能認為功績比較重要，這是一

個價值觀和程度的問題。今天如果要

重分配的東西是一個不得了的東西，

比如崛起中大國中國的政權應該要何

去何從，仍然不脫這三種方法。貝淡

寧作出了有趣的提議，以民主院來保

障西方所看重的公平價值，一人一

票，票票等值，在一個憲法和競爭性

選舉的框架底下，確保了人民的消極

自由。揉和了儒家傳統的重視功績和

照顧需要的傳統，賢士院保障的人民

的積極自由，並且有銜接傳統，維持

                                                 
9
 作者認為賢士院在憲法上應該從屬於民選

的民主院，換言之，民主院具有最終權威，是

政府首長之所在，但是賢士院權力不應該太

小，而禮儀性的國家元首是可以從賢士院中產

生。詳細的任期、考試方法、科目、選用的人

才、兩院發生爭執時如何處理等等，就不多加

贅述，讀者可以直接參考原書。 

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防止短視近利

的政客因為週期性選舉利益大開國

庫，慷國家之慨，與利益團體掛勾的

弊病。但是，這些改革的關鍵是中國

共產黨，如果在中國談改革想繞過這

個議題，無異空中樓閣。中共目前合

法性的基礎是高速的經濟成長，和民

族主義的兩刃劍，如果一個改革走岔

路，形同玩火自焚，遭殃的絕對是整

個世界，民主和民粹基本上只有一線

之隔，西方更怕的是民粹主義底下仇

外的中國而非威權主義底下鬆散的中

國。要如何讓中國共產黨心甘情願的

走向民主改革之路，不與中國共產黨

合作談民主不可能，而一個政黨所思

所想還是以長期執政為主，要在體制

內談改革，恐怕短期內還是得保證中

國共產黨能夠像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或

是日本自民黨那樣的一段時間穩定執

政，才能夠誘之以利，10從長遠來說，

漸進式的轉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

國家，到時中共也能接受政黨輪替

了，這樣人民和政府，中國和世界才

有所謂雙贏。 

 

三三三三、、、、整體評價整體評價整體評價整體評價 

 

                                                 
10
 我們不能夠期待，中國共產黨會因為要獲得

民主的合法性，而願意和其他政黨馬上平起平

坐，參加一場公平自由的選舉，這是一個理

想，但是以現在的情況而言是不切實際的，尤

其是在中國的綜合國力還在穩定上升中，而歐

美已經慢慢的在走下坡，雖然權力交替速度不

會很快，但是從近期歐美國債寅吃卯糧可見一

般。除非中國共產黨能保證獲得選舉的勝利，

但是這就不是一個公平自由的競爭性選舉。從

中共自鄧小平以來重視新加坡經驗的例子，大

家不難得知中共也是想得到民主合法性、經濟

發展、國際聲望和非西方發展模式以及一黨長

期執政等等「好處」。不能說之以理，動之以

情，好歹是可以誘之以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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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三本書討論了一個最重要

的問題，也是開發中國家共同的問

題，即是一個國家是否已經具備了民

主政權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條件，這個

是國家基本能力的問題。另一個問題

則是如何走向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

度，換句話說，就是要利用後發優勢

去避免現在民主國家的一些問題，並

結合中國傳統特色來加以修正補強。

柏克（Edmund Burke）曾經將社會形

容成是一種夥伴關係，應由已逝者、

現存者和尚未出世者三方組成的，在

短視近利和激情的選舉中，有一些值

得重視的東西就被犧牲掉了，換來了

只是今天的享受，明日的痛苦（Zakaria, 

2005:286）。筆者認為中國式的民主應

當記取前人的教訓，在穩定中求發展。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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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著，孟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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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2010，《當代中華體制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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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大未來權力大未來權力大未來權力大未來 

The Future of Power 

李思嫺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生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堪稱是國際關係

學界學而優則仕的代表，學術創作之路亦不間斷，

屬於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學者，同時也是國際關係領

域最熱心於發掘「權力」不同面向與意涵的學者，

賦予「權力」一詞更多的應用空間與解釋力。2010

年奈伊先是在 Foreign Affairs期刊上發表「美國權力

的未來」（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一文，1一年後將「巧實

力」（smart power）概念化，出版成書。因此本書可

視為奈伊集結其「權力」概念研究的大作，引導吾

人對「權力」的概念進行更加清晰的討論與激發更

為廣泛的論述。 

作者開宗明義指出，21 世紀有兩項重大的權力

變遷正在發生，即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以及權力

從國家擴散到非國家行為者，進而導致越來越多的

事務超出國家控制的範圍；另一方面，資訊革命和

全球化為非國家行為者提供了新的權力資源。就此

而言，權力是一種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

不能只是思考壓制其他行為者的權力，而是必須同

時思索與其他行為者合作，以達成目標的權力，尤

其在跨國議題上賦予其他行為者權力，更有助於達

成自身目標，網絡與連結關係成為當今世界相關權

力的重要來源。未來美國是否能維持優勢，將取決

於巧實力的新論述，亦即如何將權力的各種工具合

而為巧實力戰略。 

 

 

                                                 
1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796/joseph-s-nye-jr/the-

future-of-american-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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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依照奈伊的定義，巧實力是一種

結合脅迫與收買的硬權力，以及勸服

與吸引的柔性權力，並非只是進階版

的柔性權力。巧實力操作成功關鍵在

於，能在不同情境中將硬權力與柔性

權力有效成功結合的戰略能力。為鋪

陳國家發展巧實力的必要，奈伊將其

對於巧實力的概念鑲嵌在權力的不同

面向中進行闡釋。 

本書分為 7 章構成權力的三部

曲：本質、轉變與運用。行文脈絡主

要為，奈伊以重新思索權力意涵為切

入點，探究全球化下權力呈現哪些表

現方式；接著論述國際關係行為者的

多元化與科技的作用，如何使權力從

國家手中擴散；面臨最主要的對手—

中國，美國應如何更聰明的運用自身

優勢。 

前 4 章組成第一部分，探討「權

力的類型」，作者再次全面闡述其理

念，區分硬權力、柔性權力與巧實力

在概念與定義上的不同，基本上是深

化《柔性權力—如何在世界政治中成

功》一書的論點，加強自身論述的力

道，核心概念在於，現實主義者利用

一套公式量化國家權力強弱的指標2，

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化以及議

題的多樣性，在適用性上已無法反映

世界的趨勢。第 2章談論「軍事力量」

意涵的轉變及其未來發展，再次重申

戰爭型態的改變，科技為戰爭帶來新

的面向，「敵人」的指涉對象包含國家

與非國家行為者，在這樣的發展趨勢

中，軍事資源具有四種樣態可以產生

                                                 
2
 例如，Ray Clime提出計算權力的公式：

Pp=(C+E+M)×(s+w)，即認知的權力＝（人口

＋領土＋經濟＋軍事）×（策略＋意志）。 

不同的行為結果，包括：(1)實質的戰

鬥與摧毀、(2)提供威脅做為強制外交

的後盾、(3)承諾提供保護以及(4)提供

多種形式的援助，每一種皆是硬權力

與柔性權力不同程度的混合，由善

意、勝任能力、正當性與信任形成柔

性權力，可以增加硬權力的操作空

間，展現軍事巧實力，彰顯從「命令」

他人到「同化」他人的效果。 

第 3章主題為「經濟力量」，經濟

資源可以產生硬權力與柔性權力行

為，成功的經濟模式可以產生潛在的

軍事資源以揮發硬權力，亦可吸引他

人引為典範，是發揮巧實力最有效的

政策與工具。第 4 章則是簡短概述柔

性權力的相關主張，可視為《柔性權

力》一書的精華版。 

本書第二部分處理「權力轉移與

擴散」的議題。奈伊特別重視網際網

路的作用，在第 5 章點出權力向非國

家行為者與網絡中心擴散的趨勢，是

21 世紀權力的關鍵面向。資訊革命導

致權力擴散，網路創造的虛擬空間縮

小了行為者之間的權力歧異，強權無

法宰制虛擬領域，為權力擴散提供鮮

明例證；然而，權力擴散並不表示權

力均等，亦無法剝奪政府身為世界政

治最有權力行為者的角色。 

第 6 章則是時下最熱門的議題，

「美國走向衰弱 vs.中國崛起」的爭

辯。奈伊先是批評了傳統霸權轉移的

論點，對擁有資源優勢的國家勢必與

崛起強權一戰的宿命觀點持保留態

度，並直言將 21世紀的權力移轉闡釋

為美國衰弱並不精確，應跳脫傳統強

權興衰的宿命觀；另一方面，奈伊評

估中國不太可能在全球事務上與美國

相抗衡，原因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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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正當性、外界對於中國經濟前景太

過樂觀，以及美國在亞洲地區仍享有

重大的權力優勢，從權力的觀點而

言，美國可以提供誘因，讓中國扮演

負責任的角色。與此同時，美國必須

面對其他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的崛

起，美國需要與他國合作，而非以權

力壓迫他國來解決國際關係的新興議

題。 

最後，本書第三部分第 7 章是作

者將巧實力概念具體化的部分，如何

結合國內改革與巧實力戰略，將美國

資源轉化為外在權力的政策進言。奈

伊得出建構美國巧實力戰略的 5 個步

驟：(1)釐清目標以及所希望的結果、

(2)清點可用資源並評估這些資源會隨

情境改變而做什麼變化、(3)評估所欲

影響之目標方的資源與偏好、(4)在不

同的權力行為者中進行選擇，視不同

情況選用命令權力或合作權力、(5)審

慎評估達成目標的可能性。 

 

三三三三、、、、評析評析評析評析 

 

本書用字遣詞淺顯易懂，使大眾

可快速瞭解充滿學理性又抽象的「權

力」概念，奈伊利用本書前半段篇幅

重複聲明其對於「權力」的相關主張，

並且引用國際關係新近的發展與議題

做更深入的說明，創新部分在於後半

段，從「權力具有不同面向」的觀點

解析美中權力競逐，以及將巧實力如

何建立與發揮提出系統性的說明，較

特別的是，相較以往著作，本書更著

重描繪非國家行為者的角色，以及權

力呈現分散化的特性。然而，奈伊雖

然再一次提出「權力」的新解，但仍

免不了遭致非議，說其無法擺脫「舊

酒換新瓶」的批評，只是在名詞上重

新詮釋，並無任何理論上的新意突

破。畢竟，驅動國家採取「巧實力」

的背後動機仍不脫國家利益的考量；

此外，其由美國的角度出發，對「巧

實力」如何、是否可以應用在其他條

件不同國家的政策上，較無進一步的

說明，亦使是項概念容易面臨操作上

的困難。 

惟筆者認為，奈伊致力於倡導權

力運用的巧妙之處就在於將複雜多元

的權力本質與運用建立一套清楚的分

類系譜，渠對「權力」的見解是本書

主要價值；進一步而言，本書同時帶

給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另一個省思，即

重新檢視「極」的概念。奈伊在權力

的三維棋盤（three-dimensional chess 

game）模型中指出，美國在上層的軍

事棋盤佔據單極的狀態，中間的經濟

棋盤則呈現多極的樣貌，下層棋盤則

是跨越國界，超出政府控制的跨國關

係，包括各類型的非國家行為者，以

及新的跨國議題，權力在此呈現廣泛

分散，「單極」或「多極」等描述國際

體系特徵的用語都已無法適用。 

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說法，「極

態」是一種國際體系特徵的描述，由

大國數目有意義的變動(能力分配的變

化)來決定，3「極」的指涉對象是以主

權國家為主體，衡量標準為「極」的

物質、軍事力量面向，亦即國家的地

位與權力取決於人口、領土、資源、

經濟實力、軍事力量與政治穩定等。 

然而，伴隨科技與通訊技術的進

步，其他種類的行為者正在發揮重大

的作用。現實主義此種國家中心的立

                                                 
3
 Kenneth Waltz,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 Y. : Routledge, 2008),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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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隨著議題多元化、去階級化與行

為者多樣化等新興國際現象的浮現，

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間的權力競逐，

對於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已產生重大

影響。包括 Richard N. Haass也撰文指

出，21世紀的國際關係將呈現「無極」

的特徵，世界將不再僅受到一國或數

國的支配，現今的國際體系因為權力

分散的特性而呈現一種結構性的變

革。4
Fareed Zakaria宣稱此種權力轉變

重塑了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的

面貌，權力從國家擴散到其他行為

者，崛起的「他者」包括許多非國家

行為者，團體與個人皆獲得權力的授

權，無不在國際體系裡尋找可以運作

的空間，5換言之，權力已經從民族國

家的各面向轉移，經濟與軍事等國家

權力的傳統應用皆已不如以往有效。 

奈伊等人的論述給予吾人一種啟

示，「權力分散性」的概念代表一種全

球化的現象，強調未來體系將無單一

主宰霸權的存在，權力擴散的特性使

權力移轉已不再如伯羅奔尼薩戰爭般

的全面的由一國移轉至另一國。換言

之，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體系中的作

用與行為，突顯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狀

態以及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極的數量=大國的數量」之既定印象

受到質疑，導致「極」的判定標準正

在發生轉變。隨著「權力」意涵的轉

變，「極」做為一種研究國際關係與國

際政治的量度，也是探討國際結構變

化的途徑之一，在定義上亦開始面臨

轉變。儘管相關理論的建構仍然缺乏

                                                 
4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p. 44. 
5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系統性的論述，但卻可以做為觀察未

來國際脈動的新思考點。 

 

四四四四、、、、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總結奈伊的核心論述，21 世紀的

權力特徵具有更多面向、更分散也更

複雜，儘管經濟與軍事力量仍佔有重

要地位；然而，軍事力量的傳統指標

無法涵蓋像是金融、氣候變遷或是恐

怖主義等議題，硬權力的強弱並無法

讓我們掌握事態的結果與瞭解非國家

行為者的權力，因此，在資訊革命的

演進下，瞭解「權力」內涵產生何種

變化是國家必須學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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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Maarten A. Hajer, Hendrik Wagenaar 

陳亮宇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一一一、、、、從從從從「「「「實證實證實證實證」、「」、「」、「」、「後實證後實證後實證後實證」」」」到到到到「「「「審議的政策分析審議的政策分析審議的政策分析審議的政策分析」」」」 

 

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整體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均歷經若干理路脈絡和研究焦點的轉向。例如，政

治 學 與 公 共 行 政 學 界 分 別 出 現 後 行 為 主 義

（post-behavioralism）和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倡議聲，國際關係學界則經歷數

次理論層次的大辯論。伴隨這波浪潮，公共政策學

界在 1970 年代同樣興起一群後實證主義論者，批判

過往實證主義（positivism）或經驗主義（empiricism）

信奉價值中立和工具／技術導向的思維，主張應將

政策分析帶回涉及倫理、利益、權力、與理念衝突

的現實政治場域，以澄清鑲嵌於社會脈絡（context）

中的問題本質，進一步思索解決之道。 

1993 年，由 Frank Fischer和 John Forester主編

之《朝向論證的政策分析與規劃》（The Argumentative 

Turn in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可說為該時期

後實證政策分析（post-positivist policy analysis）論著

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本。其著重於分析行動者（actors）

在政策過程中的參與、溝通和論證，點出以往政策

研究忽略的若干面向。 

不過，當時間來到二十世紀末葉，不僅國家疆

界逐漸消弭，國家權力（state power）角色也逐步弱

化。此時的治理（governance），已不同於過往由中

央政府進行威權統治（governing）的型態。在現實

政治出現近似典範轉移的同時，實證主義依附之現

代性制度，例如具有支配性決策權力，輔以由政治

菁英主導、層級節制的官僚與層層相連的運作型

態，也已廣泛受到來自全球、區域與地方層次，以

及來自包括企業、民間團體等力量的影響，甚至是

透過資訊科技等方式匯聚之公民力量的挑戰。 

當足以支撐和維持實證政策分析的根基面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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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而產生動搖時，後實證政策分析同

樣面臨政策行動者之理念對立、價值

與利益衝突日益嚴重，而難以有效調

合（attune）之處境，時常無法單靠政

策研究議程來處理當代政治社會問

題。此刻，需要的可能不僅只是一種

政策分析途徑，更重要的是得以將政

策分析銜接至複雜化的、充滿不確定

之現實政治社會的新型態治理模式。 

基於這樣的出發點，在上一本後

實證政策專書問世十年後，2003 年，

兩位荷蘭學者 Maarten A. Hajer 與

Hendrik Wagenaar 集結一群歐洲和美

國學者的著述，合編成《審議的政策

分析：理解網絡社會下的治理》

（ 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其中並包含幾位曾

於十年前為《朝向論證的政策分析與

規劃》撰文的學者（Fischer、Hajer、

Pasty Healy、Martin Rein），頗有歷史

傳承之象徵性意義。 

總括來說，該書提倡「審議的政

策分析」，係延續後實證主義強調應貼

近政治動態與規範價值之精神，著重

分析就某一公共議題／政策而言，人

們（行動者）在當前脈絡結構下呈現

之言語（language）、論述（discourse）

內容，和不同立場群體之間的對話

（dialogue）與商議（deliberation），究

竟體現出什麼意涵。此外，實務取向

（practice-oriented）的審議式政策分

析，強調在透過實證（經驗）途徑之

科學方法取得政策相關知識的同時，

也必須廣泛採取批判（critical）、詮釋

（interpretative）、敘事（narrative）和

審議（deliberative）的觀點，瞭解多元

政策行動者的認知、價值、情感與行

動，以求跟掌握當代政治社會的樣

貌，並符合民主治理的需求。 

 在交待審議式政策分析之源起與

概念後，底下將介紹本書之篇章結構

與內容大意，並寫下筆者的討論與評

析。 

 

二二二二、、、、本書篇章結構與內容大意本書篇章結構與內容大意本書篇章結構與內容大意本書篇章結構與內容大意 

 

《審議的政策分析》共分為三大

部分，每部分又包含三篇文章。三大

部分之大要請見以下說明。 

 

（（（（一一一一））））網絡社會中的政策衝突與商議網絡社會中的政策衝突與商議網絡社會中的政策衝突與商議網絡社會中的政策衝突與商議 

 

第一部分之標題為「網絡社會中

的政策衝突與商議」（Policy conflict 

and deliberation in the network 

society）。透過美國、英國跟荷蘭等三

個案例中的實踐操作成果，三篇文章

的作者探索在根深蒂固之對立衝突情

境中，協力對話（collaborative dialogue）

與 民 主 商 議 （ democratic 

deliberation），為化解政策僵局和改善

現 存 制 度 安 排 （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帶來的可能與契機。 

例如，在第一章美國的案例中，

由環保組織、企業、地方政府與農業

團體等多方共同組成之「沙加緬度水

論壇」（Sacramento Water Forum），歷

經五年的運作，最終成功建立共識，

於 1999年同意一項針對北加州半沙漠

地區之限水與供水問題之策略與程

序。因而，沙加緬度地區的治理者也

將如此的協力政策對話機制，應用於

同樣充滿爭議之交通與土地利用的議

題，並收到凝聚共識的成效。 

三篇文章的作者們指出，可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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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議處理衝突對立的關鍵在於：（1）

可 否 達 成 真 誠 的 對 話 （ authentic 

dialogue）、（ 2）制度能力之建立

（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與

（3）存在互動（interactive）的政策制

定過程，以促進網絡社會中，多元政

策行動者之間的溝通協調。 

 

（（（（二二二二））））重新思考政策論述重新思考政策論述重新思考政策論述重新思考政策論述 

  

第二部分的標題為「重新思考政

策 論 述 」 （ Rethinking policy 

discourse）。作者們試圖表達一個概

念：民主商議並非是種抽象、理想的

理論建構，而是現實社會中的人們跟

社群，為促成各類議題上之政策安排

所做的努力，且過程中充滿衝突跟權

力的差異。當研究者嘗試運用審議的

政策分析處理問題時，常得面臨一項

難題：由於人們對政治的可及性和取

得資訊能力的差異，導致主流政策觀

點可能隱含某些偏差，而某些政策論

述則可能遭到邊緣化或排除。即便開

放些許民主商議與公民參與（citizen 

engagement）之機制，審議的政策分析

仍或多或少，受限於當前自由憲政主

義國家（liberal constitutional state）的

政治結構與生態。 

 何以說政治與行政制度的根本結

構性因素，時常制約了多元論述與政

策商議呢？由於審議式政策分析之實

踐操作，往往鼓勵研究者與政策行動

者以批判的觀點看待現存問題的成因

與應對方案。然而，批判的舉動，往

往挑戰政府對當前問題的界定方式，

彷彿對政府正當性（legitimacy）構成

威脅。此外，文官體系依法必須執行

機關上級制定之政策，而在民主政治

與政黨運作下，民選首長與政務官員

自然得鞏固自身之治理正當性，對付

那些可能徹底摧毀其基本理念的論

述。 

例如，該書第五章提到在荷蘭史

基浦（Schiphol）機場擴建的案例中，

早先於 1999 年，荷蘭交通部雖設置一

個公共討論的平台：TOPS（Temporary 

Platform Deliberation Schiphol），提供

環保團體、工會組織和航空業者之代

表等加入對話，共同商討如何讓史基

浦機場和荷蘭的空中交通運輸適度成

長的想像。不過，不到一年的時間，

角色關鍵的環保團體便退出 TOPS。在

商議過程中，偏向經濟成長的官方主

流意識形態刻意形塑出「打造史基浦

機場作為優良交通建設、邁向歐洲洲

際門戶與運輸樞紐」之公共論述，而

把一般公民原先可能對於噪音、安全

跟汙染等憂慮的論述邊緣化。 

那麼，面對政治制度與行政體系

隱隱侷限多元政策論述與實踐發展的

問題，三篇文章之作者群認為，因應

之道可能有：首先，持續促使原先具

支配地位的治理者開放更多商議空

間、並在政策論述中注入更多反傳統

（counter cultural）的元素，迫使技術

官僚與行政人員瞭解該議題中蘊含矛

盾、不確定和衝突，而非其設想那般

理性，進一步在政策論述中創造反思

的空間。其後，實作人員、公民與文

官才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對議題進

行問題導向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商議。 

 

（（（（三三三三））））審議式政策分析的基礎審議式政策分析的基礎審議式政策分析的基礎審議式政策分析的基礎 

 

第三部分的標題為「審議式政策

分 析 的 基 礎 」（ Found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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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三篇文章

之作者闡述審議式政策分析在哲學上

的假定與操作實務之意涵。他們再次

提醒，在專業化、科學化之理性分析

與知識生產過程中，研究者不可因信

奉科學、實證主義之觀點，便揚棄其

座落的社會情境與歷史脈絡。相反

的，由於知識具有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的特質，研究者應注意

在事實與概念呈現之同時，是否遭到

扭曲、選擇性的呈現／不呈現、或選

擇性的納入／排除。同時，一項「客

觀」的知識、訊息或事實，在政策實

務中，又如何為專家、政治菁英、行

政人員與一般公民進行主觀詮釋與理

解，亦為審議的政策分析之關注焦點。 

例如，第八章指出分析在地知識

（local knowledge）的重要。相較於自

然科學強調以技術理性－學院派專家

為基礎的知識來源，審議式政策分析

途徑傾向將在地知識類比為希臘哲人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謂的「實踐

智 慧 」 （ practical reasoning, 

phronesis），或科學家兼哲學家博藍尼

（Michael Polanyi）所言之「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1，其知識來源不限

於受過專業學科訓練之技術人員，而

是 任 何 以 生 活 經 驗 為 基 礎

（lived-experienced-based）的專家。在

這樣的觀點下，知識更像是暫時存在

                                                 
1
 該章作者 Drova Yanow也提到，包括科技領

域之人機界面（human-machine interface, HMI）

與 資 訊 研 究 之 電 腦 支 援 群 體 工 作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等科

技管理領域中，同樣也強調在工作現場的實作

人員乘載之實踐知識。是以，這類產業相當強

調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之重要，

因為操作人員具有的知識，往往不同於原先硬

體之設計者握有的知識，且前者才是真正投入

工作和解決問題的族群（頁 244）。 

於某個分享共同價值、文化、信仰、

感受與人造產物的社群中。透過不同

的隱喻（metaphor）方式，知識會在人

們交互溝通的過程流轉、進而改變樣

貌；不同脈絡與環境，皆可能保有其

特殊的在地知識。2
 

 

三三三三、、、、討論與評析討論與評析討論與評析討論與評析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裡，所謂實

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爭辯，業

已持續數十載。不過，現今的公共行

政與公共政策研究實務，往往同時包

含實證主義之方法與後實證主義之精

神，越來越難以區分：哪些研究為實

證的政策分析，哪些為後實證政策分

析。倘若執意在社會科學哲學層次的

本 體 論 （ ontology ） 與 認 識 論

（epistemology）上爭辯兩種途徑，似

乎顯得有些不切實際。 

當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社會跳脫以

往國家政府型態，邁向結構更開放、

治理層次更豐富、行動者更多元、決

策權力更分散、資源流動更迅速、問

題現象更複雜的網絡社會時代時，研

究者應站在何種角度才能掌握政治與

政策的本質呢？由 Hajer 和 Wagenaar

主編的《審議的政策分析》一書，其

學術貢獻或許便在於，不但延續後實

證主義對於知識建構的觀點主張，也

                                                 
2
 舉台灣的例子來說：在近年諸如中科三期／

四期、台塑六輕／國光石化等經濟開發與環境

爭議，甚至是核能電廠存續之案例中，開發業

者或政府往往拿出委託製作之科學數據與分

析報告，強調該案已經過審慎評估，不至於對

環境造成傷害，或一切衝擊皆在掌控範圍內。

而在地民眾則傾向述說從他們久居當地的生

活經驗中，目睹與感受到地理、土壤、水文與

空氣品質，是如何在無形中遭受汙染或改變的

故事。此即為在地知識的表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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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策研究者找尋適合寄託於當代政

治社會與治理現況的政策分析途徑。 

 在批判政治／行政體系與專家／

菁英觀點帶來的偏差，並提倡納入公

民參與和商議的聲浪中，審議的政策

分析觀點樂觀地認為，其無論在實務

上和哲理均可協助調合行動者之論述

與網絡的溝通協調。不過，作為審議

式政策分析之研究人員，究竟在所謂

的調合過程（或者套用該書的觀點：

動態治理過程），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可能還欠缺完善的論述，有待後續發

展。筆者認為，就學術界角度而言，

扮演好監督政府作為，以及為民間社

會 發 聲 的 公 共 知 識 分 子 （ public 

intellectuals），應屬耕耘於公共事務領

域之學者該有的義務與責任。換言

之，研究者不應只是追求迅速且有效

決策，更應以審議之精神與指導原

則，澄清原先政策問題未明之處，並

協助缺乏資源的弱勢群體，克服權力

不平等與不對稱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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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式民主談論式民主談論式民主談論式民主：：：：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政策與政治學政策與政治學政策與政治學政策與政治學 

蘇穩中 /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政治組碩士生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談論式民主－政治、政策與政治學》的作者

為約翰‧卓策克（John S. Dryzek），任教於奧勒岡大

學政治學系，這本書論述談論式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作者指出，談論式民主適用於一個政治

互動的世界，也因此可為當代政治運作、公共政策

和社會科學的諸多僵局打開出路。作者指出目前盛

行的工具理性無法真正地解決政治生活的種種問

題，比如說當經濟下滑與景氣蕭條時，政府運用工

具理性時通常會有兩種主要因應方式，第一種是凱

因斯經濟理論，另一種是供給面經濟理論，但實際

上，工具理性及其附身的政治制度在遭遇複雜的經

濟問題時通常是無效的，也就是說工具理性並無法

做出有效且適切的政策分析，這來自於「專家文化」

壟斷了科學技術、法律等，造成生活世界的「文化

貧困」，不過作者也提到在現今國家原始力量下工具

理性的增強也間接促使溝通理性化，溝通理性旨在

產生規範性的判斷和行動的原則，並將工具理性限

縮在次要的領域裏。審慎的溝通理性讓行動者都能

陳述他們「真正」關切的議題，換言之，特定脈絡

下的審慎道德推理，不同觀點間仍有可能達到妥

協。比如前述提及如何有效解決景氣蕭條，透過政

府與相關行動者間的審慎溝通，即有可能創造出有

別於工具理性的政策方案，將從專家與操控者的宰

制中解放出來。作者的企圖在於展示談論式民主提

供給政治學世界的替代方案，挑戰西方所謂自由主

義式主流的意識形態，這類替代方案在於談論式民

主的制度，將眼光回到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反思當代。 

 

二二二二、、、、內文簡介內文簡介內文簡介內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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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共有五篇並分成十一章，第

二章從談論式民主的角度來探討開放

社會，作者提供一套新的「談論設計」

政治制度用來取代開放社會的自由主

義制度，他指出談論設計在政治生活

中，能促進較多共生的解決問題智

能，這是因為談論式的彈性制度有助

於改善緊張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對於政

策工具的安排，進而提高解決社會問

題的能力。第三章論證談論式民主的

能力比起韋伯式的官僚體制更能處理

社會複雜的問題，在於溝通理性推動

跨界的互動，並能透過擴大公民參與

的規模面對複雜的社會，讓各造共同

合作來解決問題，溝通理性也能增強

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也符合亞里

斯多德強調的政治教育的人性價值。

第四章主要聚焦「談論式社群」，以哈

伯瑪斯的話來說，社群本質是溝通理

性，免於迷思、差異與宰制。談論式

民主的參與者通常坐落於某社群，可

能是社會運動網絡或某個社區，作者

提出社群的社會互動能夠反擊國家層

級式工具設計，透過談論設計就可能

協助社群推動社會與政治的轉型。第

五章討論的主題：國際體系是最有希

望實驗討論式制度的地方。作者提到

在愈加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問題只會

更多，不管用甚麼語言溝通，在人類

溝通中都有其重要意涵，國際間的談

論設計不是尋求盲目的完全一致。目

前，許多國際關係的主要集體選擇，

比如聯合國、國際法、武裝衝突等都

無法改善國際問題，也許只有談論式

民主能改善這種惱人的狀況。第六章

探索民主與政策分析間的關係，政策

分析總是難以擺脫工具理性的形象，

作者指出，只有以公共領域（非國家）

為導向的參與式民主溝通理性政策科

學，才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又照顧

到民主原則。而政策分析者在此過程

中扮演的角色並非技術官僚，而是政

策公開討論的參與者與促進者。作者

在第七章論證談論式民主中對政策的

企圖心，在討論式民主框架的政策形

成中，行動者的企圖心有助於創新政

策設計。第八章作者批判性的反對民

意調查，他指出民意實證研究懷疑群

眾政治能力，這說明參與式民主的選

項是不可能的，作者還提到民調談論

有助於宰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阻礙

更為民主和溝通的政治。民意調查只

是強化有限的、反動的和權力導向的

政治觀念，犧牲無限制的討論與互動

的政治。第九章作者使用談論式民主

來檢驗民意調查與 Q 量化法，作者在

本章中試著證實，雖然統計分析工具

偏向工具理性，但他分析 Q 量化法這

類民調工具對談論式民主和批判理論

的確有用。在第十章中，作者語重心

長地談論政治學的使命，作者認為政

治學科的實踐者必須以促進溝通為己

任，作為社會的參與者，社會科學家

能在社會和政體所界定的實證問題

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也就是說，他

們需要去解釋行動者所面對的情境。

政治學也是一種歷史學門，面對實證

問題不斷的變換，政治學必然與社會

的歷史連結在一起，政治學研究長期

對抗與變化，能理性地反應其社會和

歷史脈絡，這種脈絡是免於權力、財

富與專業主義的扭曲，而這，只有在

溝通理性的社會與政體裏面才有可

能。作者認為，任何強化宰制、控制

或有限民主的工具或傳統，都應受到

譴責，他指出，政治學若要理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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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批判的，這種對批判的承諾，

是與政治學者認知理性休戚與共的。 

三三三三、、、、評析評析評析評析 

 

本書深入探討甚麼是談論式民

主，它的定義、它與民主的關係、它

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它在政治學的定位

等，作者批判國家濫用工具理性，並

無法真正解決社會問題。本書內容主

要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第一，談論式

民主作為一個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第二，談論式民主作為一個協調國家

社會關係的政策過程平台；第三，談

論式民主在現實政治場域中的應用問

題。 

政治學者 R.Behn 嘗言：「公共管

理者必須為每一個人負責」。這句話除

了反映出主權在民的精神外，也指出

政府存在的意義與政府運作的目標：

公共利益，但事實上，從事公共事務

的公共管理者在實務經驗上可能只是

為政治菁英負責，無法真正的為每一

位公民負責，進而無法達成所謂真實

的公共利益，在代議制度下，民主政

治的理念將因公共利益的遠離而失去

意義。為了補救代議制度的不足部

分，本書作者提出以談論式民主為解

決之道，其脈絡主要是透過擴大公民

參與的規模，政府與社會共同合作來

解決公共問題，達到真正公共利益的

實現。第二，作者認為社會如果要實

踐談論式民主理念，其具體措施主要

是透過設計一套可行的談論式社群，

期待這類社群可與國家有效溝通來緩

解對立。但是，誠如Max Weber所說：

「現代國家中，真實的政府所以發生

效力，實繫於日常生活中行政事務的

推行，這等事必親自操於公務員手

中」。筆者也認為，政府官員在推行政

務過程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作者也並

非不重視官僚，他認為像是政策專家

在談論式社群所扮演的角色絕非單純

的技術官僚，而是促進公眾政策討論

的參與者，也就是說作者指出談論式

社群應成為政策形成過程的正式機

制，政府官員與社群公民彼此可以透

過此一合作機制完善公共利益。不過

筆者也認為，政府官員有時可能因為

擁有較多的行政資源，掌握政策分析

的主導權，而使談論式社群失去意

義，因此這一正式機制的落實，除了

法制上的支持外，更需要官僚以公共

利益導向的民主行政原則為依歸，政

治學者 Jong Jun 提出民主行政最重要

的原則是行政官員與政策利害關係人

能夠共同參與政策過程，解決彼此歧

異，這一點與作者的談論式民主概念

相互呼應。 

綜觀本書觀點，作者的觀念雖然

較為基進，也對現今民主制度缺失提

出反思，指出談論式民主應與國家抗

衡，但國家中官僚體制作為政治過程

中重要的一環，不應只是無理的對

抗，作者認定的談論式民主應該抗衡

的是，行政官僚「專業主義」的專斷

而非反對國家統治。其次，關於談論

式民主在現實政治場域中的應用，作

者指出國際體系是最佳實驗場所，作

者在這裡所指涉的是，在全球化進程

中，任何國家或少數國家之間的重大

決定，每個國家都會牽涉其中，無法

倖免，目前雖有大型國際組織如聯合

國等，可是仍然無法改善某些癥結，

像是南北貧富不均，且國際間沒有更

高的主權權威所在，因此更適合一種

「談論設計」的新式政治制度，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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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在國際政治應用中，在於其溝通

理性有助於降低國家之間對於某些議

題的緊張或是改善國際社會之間利益

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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