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紀要

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困境與審
議民主帶來的可能：
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觀察
陳亮孙/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
士生
2012 年 8 月 15 日（三）晚間，由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論壇與台灣
青 年 公 民 論 壇 協 會 （ Taiwan Youth
Citizen’s Forum, TYCF）合作，於台大
社科院第一會議室舉辦「《審議民主指
南》1譯者與讀者座談會」
，邀請該書譯
者之一：劉介修先生（現為台大醫院
醫師）到場和與會者，一同討論審議
民主概念與其在台灣之實踐、發展情
況。本文即為當晚活動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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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了？但介修指出，他真的對社運
場景感到累了，「厭倦沒完沒了的搶
救，選舉也選不贏」。昨天反中科，今
天反美牛，明天反旺中。然而，搶救
過後，能不能改變什麼卻是未知數。
此外，社會運動也有幾項特徵，例如
往往只是短期的動員，無法造成更持
續、實質與廣泛的社會學習，或公共
討論的文化改變。
其次，是社會運動「課責性」
（accountability）不足的問題。介修表
示，儘管很多社運朋友可能不願意承
認，但那些團體就算再怎麼正義，也
不過是一個小圈圈的想法。當政府做
出奇怪的決策，人民可以想辦法把它
換掉，社運團體卻換不掉，某些人永
遠擔任某些團體的秘書長、理事長；
我們也幾乎沒看過哪個社運團體曾為
某個政策或倡議道歉過。

一 、 為 什 麼 要 有 審 議 民 主 （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第三，除了課責性不足以外，這

「為什麼我們需要審議民主？」
對此問題，每個人心中可能都有不同
答 案 ， 介修也 想提出他 的 理由與想
法。第一個理由和當前台灣政治與社
會運動的困境有關。介修歸納出可代

些社會運動者往往還呈現某種近似拒
絕參與和對話的姿態。然而，那些參
與公共事務卻拒絕參與對話的人，就
算本身是正義的又當如何？這是另一
大困境。

表台灣民主的三種場景：選舉過程、
抗議示威，以及政治冷漠。他最初從
學生運動起家，而後對審議民主產生
興趣時，社會運動界朋友常開玩笑地
問他：怎麼搞起一些中產階級、既得

第四項困境與公民冷漠和樁腳化
有關。台灣的投票率是世界上數一數
二高的國家，也有非常多人自認熱衷
於政治。不過，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

利益的東西，不跟我們工農階級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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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介修、陳逸玲〔譯〕，2012，《審議民主
指南：21 世紀公民參與的有效策略》
，台北：
群學。原著：John Gastil & Peter Levine (eds).
2005.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ndbook: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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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共參與，基本上 也帶著 樁腳思
維。更具體的說，是個人行動背後常
是建立於「這樣的行為會為我帶來什
麼利益」之思考邏輯。同時，公民冷
漠與對公共事務之疏離感，又是現代
5

社會常有之現象。兩者的相互作用就
構成另一項困境。

要仰賴公民社會的健全，而公民社
會、社會運動跟審議民主三者之間是
分頭並進與相輔相成的。當然，這個

最後一項困境則在於媒體。例如
目前爭議最多的旺中合併案。如何擺
脫媒體透過報導和廣告帶來間接、無
形的操作，是值得我們省思的事情。

問題的細節，諸如公民會議應如何召
開及主持、如何顧全代表性以及與程
序相關的模式設計問題等等，在台灣
或世界各國都各有不同的問題需要更
進一步探討。

二、審議民主為台灣帶來的可能
在瞭解當前台灣政治與社會面臨
之困境後，介修提出他認為審議民主
為台灣帶來的三個可能，也間接回應

除了體制內的連結之外，與介修
生命經驗緊緊連繫的問題是：究竟審
議民主與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中看
似孤立的個人是否存在連結的可能？

若干與會者提出的問題。第一，是把
事講清楚，把話說明白。其次，把遊
戲規則建立起來，這將對代議民主形
成某種程度的協助。最後，則是提供
當前公共事務倡議者支持的能量，達

最簡單的貢獻，是審議民主提供一個
機會與可能，讓一些原先冷漠、不願
意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因為發現自
己的聲音是可以影響決策，而有機會
主動地參與公共討論。其次，社會上

成延伸社會運動戰線的目標。

許多人可能不喜歡用抗議的姿態表達
意見，但他們也許願意用「講道理」
的方式把事情講清楚。在當前台灣，
捲動政治討論的大多是基於族群或意
識形態形塑出的對抗性語言，審議民

首先，
「把問題講清楚，把話說明
白」在現代公民社會雖然重要卻不容
易達成。現實中，我們看到一般政論
節目的主持人與來賓對某些熱門議題
反覆「討論」
，觀眾卻往往沒有因此看
得更透澈。另外，在日常生活與網路
世界裡，將事情說清楚的雙向溝通似
乎也常遭到忽略。審議民主提供給公

主無疑提供淡化衝突對立，學習溝通
共識可能的機緣。

民的是一個機會與方向，讓人們學習
把話說明白。也因此，遵循審議的溝
通過程，將有助於提升公共討論的品
質。

運動的戰線。介修在此提出他參與過
的樂生療養院議題及其反省，同時討
論審議民主第二（建立遊戲規則以協
助代議民主）與第三種可能（延長社
會運動戰線）
。他舉機車騎士摔倒的例

第二，假如審議民主確實為好的
方向，該思索的就是如何建立一套模
式或制度，讓它與公共決策體系互動
的遊戲規則相互連結，以朝向追求整

子，闡述社會運動遭致之難題：今天
馬路上有個洞，有一個機車騎士摔倒
後，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摔倒。當
前社會運動做的，通常是救那個摔倒

體公民社會觀點的目標。審議民主需

的人，卻鮮少有人有機會與時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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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社會運動的可能連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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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民主的第三個可能，是延伸社會

活動紀要
力去把坑洞補起來。例如，樂生療養
院不只是一棟建築將被拆毀的議題，
背後至少包括公共交通建設在規劃路
線時不重視歷史建築跟在地居民的意
見等問題。那麼，倘若當初樂生的保
護運動是成功的，理應不會有今天士
林王家人在都市更新下遇到的問題。
因此，對介修而言，審議民主提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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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審議民主未來的研究與
實踐議程
早在第一次發言時，本身是醫生
的介修就以「審議民主不是萬靈丹，
不是所有解決困境的解答都朝向它」
開場。不過，會議結束前，他也強調，

是「填補坑洞」的可能，透過創造一
個機制，讓公共交通運輸或都市計畫
必須採用某種遊戲規則或某種公共溝
通的過程。倘若早些加強公共討論的
連結，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或許

雖然審議民主不是萬靈丹，但它卻是
「某種解決台灣民主困境的連續處方
箋」
。換言之，審議民主需要的是一而
再、再而三的長期實踐。即便眾人發

可以避免往後的衝突。

現實的種種考驗（例如人際間的糾葛
與派閥之間的競逐）以及政治哲學上
的問題等等，但這並不意味我們不應
該去努力。如同「慢性病不會好，不
表示我們可以因此不吃藥」
。雖非萬靈

台灣當前無論在都市計畫、交通
運輸或環境影響評估過程擁有的公共
參與機制，無論是公聽會或聽證會的

現審議民主的各類問題或挑戰，包含

系統等等，常是分割且不連續的。而
審議民主機制所提供的是透過建立可
持續與可複製的審議機制，協助解決
爭議，避免抗爭事件一再發生，且這
個機制也讓政府無法所欲為地逕自做

丹，仍可能為適合我們的連續處方。

出決定。

僅僅把她視作某些公民會議或討論模
式的操作。必須澄清者為，在符合其
理念的指導下，我們可以透過更多種
面向和流程來實踐審議民主。審議民
主代表的精神，遠遠超過現行眾人熟

介修另外補充一項日本的經驗。
相較於台灣的社區發展協會，日本的
鄰里委員會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包括

在回應現場問題時，介修再次提
醒，眾人對審議民主常有的誤解（也
是《審議民主指南》的若干侷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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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集 社會居民討論與社區公約 的訂
定，可以決定例如招牌怎麼掛、社區
裡設置或不設置某些東西等等，且這
些流程具有法律效力，鄰里委員會決
議事項也必須強制執行。當這類遊戲

另外，介修認為審議民主是一個
在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與多
元民主（polyarchy）之外的第三條路。

規則的建立與運作成為可能時，便提
供一種可以在既有且受選舉制約的政
治體制之外，由公民自主自發的，另
一種改變政治生態的力量。

審議民主其中一個來源是哈伯瑪斯的
溝通行動理論，此與基進民主對於政
治行動「策略」
（無論是政治人物謾罵
的、嘲笑的或表演、戲劇性的舉動）

知的會議操作。

意義的強調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強
7

調公共場域中理性言說與溝通行動的
審議民主，也揭示出有別於以利益團
體為基底，以政策輸出為導向的多元

如何進行審議、平等性與理性言說可
否達成、評斷標準的存在與否，以及
資訊由誰和如何提供、審議過程是否

民主政治場景，在審議民主的精神之
下 ， 任何過往被認為非政治性的場
域，都可能成為公民之間相互論辯的
民主教室。

為有心人士操縱，審議的後果與實質
影響等，這些問題也都是審議民主在
實踐上需要克服的難題。
第三，在於審議民主的可持續性

會議結束前，介修引述《審議民
主指南》於結論章節列出審議民主未
來的研究議程（research agenda）2，包
含從微觀（micro）、中觀（meso）到
宏觀（macro）等三層次，期待讓台灣

（sustainability）
。這裡又可分成五小點
來談：（1）究竟哪些政策或議題適合
審議民主？當前已有代議民主制度，
如果任何議題都需要進行公民審議，
那麼政治人物的角色是什麼？（2）審

審議民主的拼圖更完整；其後則提出
三個「大問題」
，作為整場座談總結與
後續發想。

議民主要走出程序主義的框架，不再
只是拘泥於會議主持人要如何主持等
等的流程細節。這些細節固然很重
要，但我們應該要試圖走出這個階
段。（3）審議模式的設計。（4）政府

首先，在政治哲學上，審議民主
是一個可欲（desirable）的目標嗎？如
果 答 案是肯定的，那麼在實踐層次
上，包含大家談論代表性的問題、價
值 理 性，公民參與跟公民社會 的連
結，以及，公共行動跟社會行動的價

官方如何看待這件公民審議的成果？
審議民主跟實質決策、既有代議制
度、民主制度、公聽會系統如何連結？
（5）審議民主跟當前台灣民主進程與
公民社會的關係。

值在哪裡等等，均是有待回答的問題。
第二，是審議民主之可及性
（achievability）的問題：由誰來審議、

2

請見該書第十九章「公共審議的未來方向」
（Future Directions for Public Deliberation）之
討論：（1）審議的設計和結構，會如何影響
過程與審議結果的品質；（2）在何種情況下，
審議可以影響公共政策；（3）除了改變政策
以外，審議還有哪些具體的重要成果；（4）
如何測量審議的品質；（5）審議跟倡議與公
共參與的關係為何；（6）審議民主的運動，
有什麼可以跟其他社會運動借鏡的地方；（7）
審議對公眾有什麼利益；（8）如何擴大審議
的規模並將其制度化。該章由 Peter Levine、
Archon Fung 與 John Gastil 三人執筆，上述八
點位於中譯書第 370～372 頁「促進審議的研
究」
（Advanc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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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介修也邀請大家，無論透過實
踐或文字著述，為台灣審議民主一起
努力。期待未來可以集結出台灣版本
的《審議民主指南》
，一者提供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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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操作的指引工具書，二者則提供
經驗性研究成果甚至是論述。因為審
議民主雖然是個西方的概念，卻也可
以有屬於台灣的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