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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代多元價值的社會面臨政治統合問題，意即人們基於不同信

念、價值觀和道德觀，對公共政策產生分歧意見，那麼應該如何得出

用來規範所有人、合理可接受的政策決議？對此，審議民主的系統取

向可提供優於先前研究取向的回答。系統取向主張必須從討論公共議

題的各種機構和場域以及它們的互動，來看待審議發揮的作用。本文

的目的是要探討審議民主的系統取向如何從審議系統的觀點，促成多

元社會的政治統合。筆者首先分析審議的系統包含哪些構成部分、它

們的整體架構、互動關係及發揮的審議功能。而後探討審議系統的觀

點得以促成政治統合的三個關鍵論點：奠基於正當性而非共識的統合

觀、非審議的行動可以產生審議的結果、審議的分工。

關鍵詞：審議民主、系統取向、審議的系統、政治統合、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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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各國頻繁出現公共政策或法律的重大爭議。在台灣，從

死刑存廢、核電使用，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不但引發激烈論辯，更造

成持不同立場者的對立。公民抱持不同信念、價值觀和道德觀，自然

會對重要政策產生分歧意見。但無論如何仍必須做出決議，否則形同

支持現有政策。於是，應該如何從多樣的主張裡得出用來規範所有人

的政策決議，便成為當代自由民主社會的重要問題。本文把這個問題

稱為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political unity），關注的是持分歧價值和

觀點的人們如何能對爭議政策得出可合理接受的決議。

面對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問題，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論認為應透過集體的公開討論，由人們為支持的政策

方案提供證成理由，聆聽不同觀點，而後共同評估相關理由和方案之

優劣，再做出決議。如此不但可以提升政策的品質，並且由共同審議

得出的決議也更能獲得公民的合理認可。在審議民主的各種研究取向

裡，筆者認為「系統取向」（systemic approach）可為政治統合問題提

供優於先前研究取向的回答。1系統取向主張，民主社會有多種討論

公共議題的機構和場域，包括政府部門、政黨、民間組織、微型公眾

（mini-publics）的公民審議活動、媒體等，都是構成民主政治的重

要部分。必須從這些構成部分以及它們的互動來看待審議發揮的作

用，讓民主政治成為一個審議的系統。

1 必須澄清的是，對於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問題，當代政治哲學有多樣的理

論觀點。筆者無意宣稱系統取向提供的是唯一或最好的回答，本文嘗試指出

的是，系統取向相較於審議民主先前的研究取向，更有助於引導多元社會邁

向政治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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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討審議民主的系統取向如何從審議系統的觀

點，促成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第二節說明系統取向的基本主張，分

析審議系統包含哪些構成部分、它們的整體架構、彼此的互動關係及

其發揮的審議功能。第三節將分析審議系統的觀點促成政治統合的三

個關鍵論點：奠基於正當性（legitimacy）而非共識的統合觀、非審

議的行動可以產生審議的結果、審議的分工。本文最終將指出，審議

系統的觀點在理論層面擴大了審議的範圍和功能，能得出具正當性的

政策決議。在實踐層面較為貼近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且具應用上的

可行性。因此，相較於審議民主先前的研究取向，系統取向更有助於

促成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

二、審議民主的系統取向

審議民主在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有不同研究取向：早期著重建構

理想審議的界定和規範原則，而後設計並試辦多種審議實作措施，再

到近期發展出系統取向。之所以出現「系統轉向」（systemic turn），

跟先前研究取向面臨的侷限有關。以下簡單說明不同研究取向的關注

焦點，並指出採取審議系統的觀點為什麼有其必要性。

（一）為什麼需要系統轉向？

根據學者的分析，當代的審議民主研究可劃分為三代不同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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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取向。2在第一代的研究裡，Jürgen Habermas、Joshua Cohen、John 

Dryzek等學者針對審議的意涵、規範原則及其證成理由，提出了豐

富的理論主張。由於審議民主論者關注審議的規範性理想如何能夠落

實，以實際改善民主政治出現的各種問題，於是相關研究逐漸形成

「經驗轉向」（empirical turn）。3第二代的學者像是 Bruce Ackerman、

James Fishkin等政治哲學家以及來自政治學、社會學和公共政策領域

的專家，設計並試辦多種「微型公眾」的公民審議模式。例如，審議

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公

2 對於審議民主研究的不同取向大致有兩種劃分方式。首先，Jane 
Mansbridge、Jonathan Kuyper、David Owen和 Graham Smith用「階段」
（phase）一詞劃分出三種研究取向：第一階段聚焦闡述審議的規範理
想，第二階段關注理論的實際應用和經驗研究，第三階段則是系統取向

（Mansbridge et al., 2012: 25-26; Kuyper, 2015: 53-54; Owen and Smith, 2015: 
213-214）。其次，Mendonça Stephen Elstub、Selen Ercan和 Ricardo Fabrino
用「代」（generation）一詞劃分出四種研究取向，第一代探討審議的規範理
論；第二代則對「給出理由」、「偏好改變」以及審議過程可使用的溝通模

式，做出不同詮釋。前述的第一階段涵蓋這兩代研究。第三代探究促進審

議的各種制度性機制，並進行經驗性的分析，同於前述的第二階段。第四

代則為系統取向，同於前述的第三階段（Elstub et al., 2016: 141-143）。由於
第二種劃分方式的第一和第二代研究同樣都聚焦於審議民主規範理論的闡

述，差別在於第二代研究對相關概念提出更具包容性的詮釋，所以本文不特

別區分二者。此外，在用詞方面，「代」比「階段」更貼切，因為「階段」

一詞有時序上線性前進，進入下一階段就不再回頭的意涵，而「代」一詞

比較沒有這種意涵，且容許交疊的可能，較能描繪審議民主發展的實際狀

況。Elstub、Ercan和Mendonça指出，新一代研究取向的出現不表示前一代
消失，用「代」一詞也不意味著某一組學者固定對應到某一代。有些審議

民主論者（例如 John Dryzek）在不同時期的理論屬於不同代的研究取向，
Dryzek也表示用「代」這個語詞是分類其相關著作的一種好方法（Elstub et 
al., 2016: 141; Dryzek, 2016: 209）。本文合併兩種劃分方式，以三代研究取向
來描繪審議民主的當代發展。
3 「系統轉向」、「經驗轉向」二詞引述自 Owen and Smith（2015: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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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陪審團（citizens jury）等。這些審議活動招募並以分層隨機抽樣的

方式選取一定人數的公民，針對全國或地方性的政策進行討論。各國

（包括台灣）多次試辦的結果顯示，經適當設計的微型公眾審議得出

良好成果：參與者對討論議題相關資訊獲得更充分的瞭解，在一定程

度上改變了原先的偏好，比較願意從公共利益與其他人的觀點做思

考。此外，審議的經驗也改變了參與者看待政治事務的態度，更願意

關注並持續參與政策討論（吳澤玫，2014，頁 45-49）。

儘管前兩代研究的成果豐碩，但審議民主對當代社會發揮的影響

卻相當有限。以微型公眾的審議為例，台灣過去曾針對二代健保、代

理孕母、稅制改革等全國性議題，以「共識會議」模式舉辦了多次審

議活動。審議過程對參與者的認識和偏好帶來正面影響，且得出的集

體決議也反映出更充分的考量和公共利益。但由於共識會議的決議不

具政策決定效力，且民眾大多不知道這些活動的舉辦及其成果，於是

微型公眾所產生的澄清資訊、轉變觀點之成效較難擴及其他公民，審

議結果也很少獲得政府部門採納，用來制訂政策。Amy Gutmann和

Dennis Thompson指出，這種「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明顯落差對審議民

主論者構成重大挑戰」（2018: 900）。產生落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前

兩代的研究聚焦在個人從事審議的規範原則和微型公眾的審議模式，

缺乏跟代議制、投票以及政府和民間組織的適當連結，使得公共審議

未能融入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審議的理想無法發揮較廣泛的影響

力。

若要縮小審議民主理論和民主政治實踐之間的落差，則必須如同

John Parkinson所說：「把民主放回審議之中」（2012: 152）。這裡談到

的「民主」指的是當代民主政治體系，以及構成這個體系的各種既有

制度、機構組織、群體和個體。於是，審議民主的系統取向嘗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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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整體體系之審議。底下從審議的系統和功能這兩個面向，說

明系統取向的基本主張。

（二）審議的系統

系統取向對「審議」的界定，基本上無異於前兩代研究的觀

點。簡單來說，審議指的是針對政治議題「以談話為基礎的」（talk-

based）溝通。在討論政策或法律議題時，公民或其代表必須為自己支

持的立場提出證成理由，這樣的理由包含道德價值和原則，或可驗

證的經驗證據。而後，參與者共同檢視不同理由和觀點的合理性、

經驗證據的真實性，嘗試縮小歧見。此外，Jane Mansbridge等學者

指出，審議的談話具「實踐導向」（practical orientation），意即「討論

不是純粹理論性的，而是包含對『要做什麼？』這個問題的要素」

（Mansbridge et al., 2012: 9）。這是說，參與者希望透過討論而對爭議

議題得出某個決議，而不只是泛論政治見解。多數審議民主論者都支

持這種實踐導向的觀點，Gutmann和 Thompson指出，參與審議的討

論不像電視談話性節目的來賓，只是要談自己對某個政策的立場和觀

點；也不像參加學術研討會的學者，是為了尋求真理而論辯。參與審

議是希望透過討論得出的結果能影響最終的政策決議（Gutmann and 

Thompson, 2004: 5; Thompson, 2008: 502-503）。筆者認為，從審議系

統的觀點而言，實踐導向要求討論成果能對最終政策決議發揮影響

力，無論這樣的影響是大或小、直接或間接。4

4 筆者不同意 Gutmann和 Thompson把審議的目標設定在「產生一個在某
段期間『具約束力的』（binding）決定」（Gutmann and Thompson, 2004: 5）。
這個目標過強，將對審議產生過於嚴苛的限制。在民主政治裡，只有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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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取向不同於前兩代研究的特點之一，是它從較大的規模範

圍來設想審議，聚焦於審議的系統（Elstub et al., 2016: 143-144）。

要說明這個特點，必須瞭解「系統」的概念。Mansbridge等學者

對系統的定義是：「一組可區辨的（distinguishable）、具差異的

（differentiated）但在某種程度上相互依賴的各部分，它們通常有著

經分配的功能和分工，連結形成的一個複雜整體」（2012: 4）。把系統

的概念運用在憲政民主國家，5那麼在上述定義裡談到的「部分」，指

的是民主社會裡討論公共議題的各種機構、組織和場域，以及其中包

含的群體與個人。

由於審議系統納入多種機構組織和場域，所以評估的重點並非

擺在個別的構成部分本身，而是它們對整體系統的審議品質和民主

品質有沒有貢獻（Parkinson, 2018: 438）。根據 André Bächtiger和

Parkinson的觀點，評估系統審議品質的判準有三項：

1. 連結（connect）：能把各種主張跟「理由」（reasons）連結起

來，把象徵性的觀點轉變成較堅定持守的，奠基於證據或價值

的立場。

2. 聆聽（listen）與權衡（weigh）：包含願意聽取並評估各種理

由和主張的個人或機構。

3. 以可見方式（visibly）聆聽與權衡：能以提出主張者和一般

公民能理解的語彙來提供反思回饋（Bächtiger and Parkinson, 

2019: 105; Parkinson, 2018: 434）。

行政、立法部門和「參與式預算」這種微型公眾模式有做具約束力決定的權

力，很難適用在審議系統的其他場域。
5 審議系統可以運用在國家和國際的層次。由於本文探討多元社會的政治統

合，所以討論國家作為一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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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民主品質的三項判準包括：

1. 包容的（inclusive）：聆聽和反思的過程包含了廣泛的觀點。

2. 得出的決議是決定性的（decisive）：政策決議經執行後產生改

變，資源被分配用來滿足相關需要。

3. 獲得認可：由立法代表或透過公投做出的集體決定具備正當

性（Bächtiger and Parkinson, 2019: 105-106; Parkinson, 2018: 

436）。

我們可以透過這幾項指標來評估各構成部分對整體系統的貢獻。6

6 採系統取向的審議民主論者提出不同判準，但多數並沒有特別區分系統

的「審議品質」和「民主品質」。例如，Dryzek以系統在何種程度上容納了
真誠的（authentic）、包容的和具結果影響的（consequential）審議，來評估
該系統擁有的審議能力（deliberative capacity）。「真誠的」指的是「審議應
該能以非強制的方式引發對偏好的反思，且能以未共享個人觀點的人覺得有

意義且能接受的語詞來進行溝通」。「包容的」指的是「所有受影響的人（或

其代表）有參與的機會和能力」。「具結果影響的」指的則是審議必須能對

集體決定多少具有決定性或影響力（Dryzek, 2010: 10）。精確地說，第二項
判準（包容性）和第三項判準（具結果影響力）跟民主品質相關，第一項

判準則涉及審議品質。本文之所以採取 Bächtiger和 Parkinson的評估判準，
有兩個理由。首先，區分系統的審議品質和民主品質可以讓我們更細緻地評

估系統，且可避免 Parkinson談到的一個問題：專制國家可能刻意誤用系統
觀。例如，中國宣稱它會把各種政策提案公開地連結到論證和證據，符合

審議品質的判準。由於整體系統是審議的，所以它也是民主的（Parkinson, 
2018: 436）。其次，Bächtiger和 Parkinson的判準跟其他採系統觀的學者的
觀點有一定程度的交集，且考量更為全面。以 Dryzek的三個判準來說，真
誠性跟他們評估審議品質的三個判準有交集，包容性和具結果影響力則跟

他們評估民主品質的第一和第二項判準雷同。Warren用來評估系統民主品
質的三個判準是「賦權的包容」（empowered inclusion）、「集體的議程與意志
形成」（collective agenda and will formation）和「集體的決定」（Warren, 2017: 
43-45），跟他們評估民主品質的三項判準亦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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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民主政治包含眾多機構組織和場域，所以需要探討應該把哪

些部分納入審議的系統？又該如何設想它們構成一個整體？以下先分

析審議系統的構成部分和架構，再說明各部分之間的關係。

1.系統的構成部分

Mansbridge等學者把非正式的網絡（informal networks）、媒體、

倡議團體、學校、基金會、私人非營利機構，以及政府的立法、行

政部門和法院，視為審議系統的構成部分（Mansbridge et al., 2012: 

2）。Michael Neblo還納入個人的內心審議（deliberation within）、私

人討論、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政黨、微型公眾、競選和選

舉（2015: 18-25）。構成部分的多樣性展現出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特

徵：在允許思想、言論和結社等自由的環境裡，將發展出許多關注公

共政策的機構組織，並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然而，並非所有談論政治的場域和活動都應該納入審議系統，否

則審議的概念將過於廣泛而喪失獨特性質。更重要的是，審議必須受

到某些規範原則的限制。為了避免限縮個人思考或談論公共議題的空

間，不宜過度擴大審議系統的範圍。筆者認為Mansbridge等學者為

審議系統界線提出的主張，可作為第一個篩選標準。他們指出，要把

哪些場域納入審議系統，判斷標準是：該場域的討論「包含共同關切

的事務，且具實踐導向」（Mansbridge et al., 2012: 9）。

此外，筆者認為納入系統的構成部分還必須滿足第二個篩選標

準：它們是「人際之間的」政治討論，且討論場域具一定程度的公開

性。依據這項標準做判斷的理由在於，根據前述對「審議」的界定，

審議是公民或其代表向他人提出證成理由，所以是人際之間的討論。

而公開討論則跟審議得以發揮正面效果有密切關連：公開討論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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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及其他公民瞭解支持和反對的理由，而且由於這些理由將接受

檢視，所以將促使發言者避免訴諸明顯自私或偏袒特定個人與團體的

考量。7 

根據這兩個標準，筆者不同意 Neblo把個人的內心審議和私人討

論視為審議系統的構成部分。「個人的內心審議」指的是個體跟其他

人討論時，注意力、解釋、權衡與評估理由的說服力等過程在內部透

過心理機制運作，以及個人嘗試想像站在他人的立場仔細做思考。

「私人討論」指的則是親近的私人關係裡的人（配偶、家人、親戚、

最親近的朋友）之間的政治討論（Neblo, 2015: 19-20）。由於個人的

內心審議和私人討論往往不是要得出決議（不具實踐導向），且討論

場域不具公開性。個人的內心審議甚至不是人際之間的討論，所以不

把它們視為審議系統的構成部分。

至於前文提到討論公共議題的其他機構、場域和活動，基本上符

合兩項篩選標準。我們可以根據Mansbridge等學者指出審議系統包

含的四類主要領域，將這些構成部分進行分類。第一類領域涉及「國

家（透過法律本身及其執行）做的具約束力決定」（Mansbridge et al., 

2012: 9）。在民主政治體系裡，對應的構成部分包括政府官方機構和

政黨。首先，政府官方機構包含行政、立法和司法（在台灣，還要加

上考試、監察）部門，及其項下的各局處和法院。這些官方機構負責

擬定、審查、執行或監督各種政策，它們會在機構內部以及跟外部其

他機構組織進行審議。其次，政黨雖不是官方機構，但跟政策的審議

7 Jon Elster認為公開討論將可發揮「偽善的教化力量」（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指的是公開場合的討論就算不能消除利己動機，但會迫使或引
導個人把利己的考量隱藏起來，不會公開宣稱自利或有偏見的想法，以避免

遭受指責（199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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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決策有密切關連。Neblo指出，自由民主國家的多數政黨通常會以

公共價值（而非偏狹的利益）來呈現其黨綱和對重大政策的意見，所

以政黨內的審議和黨綱的公共呈現可以是審議公共價值的來源之一

（2015: 23）。此外，立法部門的代議士有相當大的比例來自政黨推

薦。8他們在提案、審查和投票決議重大法案時，會受到所屬政黨的

指導。於是，各政黨所持的公共價值詮釋和理由，將對政策決議的審

議和民主品質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應該把政黨視為審議系統的構成

部分。

第二類領域是「跟準備做具約束力決定有直接關連的〔正式〕審

議活動」（Mansbridge et al., 2012: 9），對應到的構成部分除了政府官

方機構和政黨舉辦的政策公聽會，還包含民間組織和利益團體舉辦的

討論政策或法律適當性的活動。民間組織指的是具一定正式程度的機

構，由具密切關係且有著由成員明確界定之認同的人組成，例如宗教

或服務性組織、公會等。雖然組織的目的可能主要不是政治性的，但

成員會基於所屬團體關心的議題，從事政治討論和行動。利益團體指

的是倡議或追求公共利益的團體，例如公益基金會、私人非營利機

構、推動草根運動或社會議題倡議的組織（Neblo, 2015: 20-22）。此

外，針對公共政策舉辦的「微型公眾」和其他正式的審議活動，也可

以納入審議系統。

第三類領域是「跟具約束力決定有關的非正式談話」，第四類領

域則是「跟未意圖得出由國家做的具約束力決定的公共議題有關，

正式或非正式的談話場域」（Mansbridge et al., 2012: 9）。政府官方機

8 以 2020年選出的第十屆立法委員為例，在當選的 113人中，無黨籍和未
經政黨推薦者僅有 5人（4位分區立委、1位原住民立委）（中央選舉委員會
「選舉資料庫」，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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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政黨、民間組織和利益團體裡，都有這類談話。此外還可以納

入討論公共議題的「非正式網絡」，指的是「偶然認識的和工作上的

朋友、鄰居、熟人以及更一般地，個人認識但在親密關係圈以外的

人」，在公開場所進行的政治討論（Neblo, 2015: 20）。而媒體（包含

大眾媒體和數位媒體）也屬於第三和第四類領域。在審議民主前兩代

的研究裡，媒體往往被視為阻礙良好審議的根源，所以較少談論其在

審議過程扮演的角色。相對地，採系統取向的學者正視媒體對公共審

議的影響力：公民主要透過媒體來認識政府的作為和政策爭論，而他

們溝通政治議題的方式經常是透過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Mansbridge 

et al., 2012: 19-20; Parkinson, 2012: 164）。由於媒體提供審議的溝通平

台並傳播相關資訊，其報導或討論經常帶起輿論氛圍，對政策審議與

決策發揮重要影響，故應納入審議系統（第三節將進一步探討媒體發

揮的審議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採系統取向的審議民主論者還把「選舉與投票」

納入審議系統。儘管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動和投票並非為了審議

的目的而發起，但在競選過程裡，各政黨和候選人會對重要政策或

法案表達立場並闡述理由，將帶動民眾關注並討論相關議題。公投

（referendum）從連署、倡議到投票的過程經常引發對提案議題的激

烈論辯，將對整體系統的審議品質產生影響。此外，公投結果具政策

決定效力，跟系統的民主品質有關。Neblo指出，審議民主的重要目

標是要做出決議，「假設系統裡其他場域的審議能良好運作，那麼投

票和選舉便可發揮總結這些過程、朝決議前進的功能」，應該把它們

視為審議系統的構成部分（Neblo, 2015: 25）。把選舉與投票納入系統

展現出系統取向對民主制度的重視：在各場域的審議無法得出一致看

法的情況下，透過立法代表或公投做決定是必要的民主決策機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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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將對此做進一步的分析）。

系統取向是從整體系統的觀點來評估構成部分，這改變了審議民

主論者看待非審議性的機構和政治行動之方式：如果有助於提升整體

的審議和（或）民主品質，那麼將被納入系統。於是，採系統取向的

學者也納入「社會運動」，包括合法的示威、請願，以及違法但符合

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證成條件的抗爭。它們可能是由民

間組織或利益團體所籌組，也可能是個別公民發起。支持把社會運動

納入審議系統的第一個理由是，儘管發動這類政治活動主要不是出自

公共審議的目的，但為了取得政府與更多民眾的支持，社運人士必須

透過各種管道來傳達其訴求的合理性。這將促使支持和反對運動訴

求者提出更多論據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於是引發廣泛的討論。其

次，為弱勢族群爭取權益的抗爭活動可以凸顯某些政治議題的重要

性和爭議性，讓這些原先未受關注的議題得以進入公共討論的議程

（Bächtiger et al., 2018: 15）。第三，社會運動能讓過去被邊緣化的觀

點進入決策過程，改善弱勢者缺乏影響政策決定的實質平等機會問題

（Mansbridge et al., 2012: 18-19）。例如，在基於都市更新考量而需要

拆遷舊有房舍的爭議裡，許多處於社經弱勢地位的住戶很難讓其他人

注意到他們的處境和觀點，而抗爭行動促使迫遷議題成為公眾與媒體

討論的對象，讓各方得以發聲。第四，社運人士為了改善不平等並擴

展觀點差異性，會嘗試一些實驗性的審議實作，可促進公民對相關議

題的審議。范玫芳（Mei-Fang Fan）以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為例指

出，儘管一開始佔領立法院似乎是非審議性的行動，但佔領行動和後

續各種行動產生正面的審議結果。社運人士以 DStreet的審議模式發

起「街頭審議」，讓民眾有機會參與討論《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在各方面可能帶來的影響。後來則結合二十幾個民間組織，成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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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憲政推動聯盟」，要求擴大憲法改革的公民參與，並舉辦全國性的

審議活動來討論改革方向（Fan, 2020: 34-35）。就社會運動可以包含

審議活動而言，當更多公民參與討論，將可對相關資訊和多樣觀點獲

得更深入的瞭解，也可能認識到彼此在抗爭訴求、支持或反對理由以

及接下來欲採取的政治行動等方面的差異，進而透過審議來達成彼此

都能接受的集體決議。根據以上四個理由，我們可以說，由於社會運

動能促進政策討論、引入值得關注的議題和更多觀點，嘗試實驗性的

審議實作，使得這類政治行動可能影響整體系統的審議和民主品質，

所以應被納入審議系統。

2.系統的架構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到，審議系統的構成部分包含政府

官方機構、政黨、民間組織、利益團體、非正式網絡、微型公眾和政

策公聽會等公開會議、媒體、選舉與投票、社會運動。為了讓審議系

統具象化，Neblo以網絡圖來描繪各部分如何構成審議系統（Neblo, 

2015: 18, Figure 2.1）。筆者參考他的圖示並做部分修正，9以圖 1來呈

9 在 Neblo的審議系統裡，政府可以包含地方、國家和國際性的政府，本
文僅探討國家的政府。筆者對他的審議系統架構做了三點修正：首先，沒有

納入個人的內心審議和私人討論。前文已說明理由，在此不再重述。第二個

修正是納入社會運動，前文也已說明理由。第三個修正則是針對 Neblo使用
由下到上的單向箭頭來表達「選舉／投票」跟上下層各構成部分的關係。這

似乎意味著民間社會的各組織和場域會影響選舉和投票（由下到上的關係成

立），但國家官方機構和政黨則無法對選舉和投票產生影響。筆者不同意這

樣的觀點。以政府立法部門為例，其對重大法案的審查過程若能展現良好的

審議，將可為公民在投票時的決定提供指引。因此，投票跟上下層的關係也

應該用雙向箭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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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審議系統的架構。10

這個架構以國家和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作為縱軸的兩端，越

上方的構成部分擁有越大的政治和決策權力。靠上層的構成部分包含

全國或地方的官方機構與政黨。靠下層則包括非正式網絡、民間組織

和利益團體。由於微型公眾、政策公聽會等審議性的政治活動，以

及本身並非審議性活動但對整體系統有重要影響的社會運動，可能是

由政黨、民間組織、利益團體所發起或派代表參與，所以把它們放在

中層。公職人員選舉是由政府官方機構舉辦，而公投則可能由民間組

織、利益團體或政黨發起，所以也把選舉和投票放在中層。審議性的

活動置於左方，非審議性的活動置於右方。同樣地，媒體也可能是由

國家或民間社會的各機構組織所資助設立，再考量到媒體對各機構場

域的審議都發揮很大影響，所以將之置中，從縱向和橫向銜接上下左

右的各個構成部分。

10 Parkinson把呈現審議系統的模式區分為「網絡模式」（network model）和
「序列模式」（sequenced model）。在他跟 Bächtiger合著的著作裡，把網絡
模式稱為「審議系統的空間版」，其經常用網絡圖來呈現系統裡相互連結的

各個場域。Parkinson和 Bächtiger認為，網絡模式的優點在於呈現出溝通的
包容型態，且能辨認出正式的和制度性的網絡。缺點則在於沒辦法明確說明

如何區分節點、它們的相對大小和連結；傾向產生靜態的模式，無法展現各

構成部分之間的動態關係；不善於呈現審議過程的一些關鍵時刻（例如做決

策）。他們採取「序列模式」，即把審議系統描繪為一系列的階段，從聆聽不

同觀點，檢驗權衡各種證據和理由，到最後做出決策。序列模式的優點是敏

感於時間和關鍵的審議時刻，且動態的呈現方式可以應用在微觀的研究。缺

點則是會忽略比較周邊的構成部分（Parkinson, 2018: 438-439; Bächtiger and 
Parkinson, 2019: 87-89, 92-93）。筆者認為這兩種模式並不互斥，網絡模式的
圖示能把審議系統包含的多個構成部分予以具象化，而序列模式能呈現審議

過程的不同階段。本文兼採這兩種模式，此處以網絡圖呈現審議系統的架

構，第三節探討審議的分工時，將根據序列模式來說明各構成部分在不同審

議階段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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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網絡

微型公眾
公聽會等

選舉／投票
社會運動

圖 1　審議系統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 Neblo（2015: 18, Figure 2.1）。

國家層次的政府官方機構可對應到 Dryzek的「賦權空間」

（empowered space），指的是獲得授權而能做出集體決定的機構，例

如立法部門、憲法法庭等（在 Dryzek的審議系統裡沒有特別探討政

黨）。其他組織和政治活動則可對應到「公共空間」（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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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zek, 2010: 11）。Ian O’Flynn和 Nicole Curato指出，關於公共

空間和賦權空間是否有交疊，或是否可能在二者之間劃出明確界

線，仍無定論（2015: 310），所以圖 1以虛線表示兩種空間的範圍。

必須澄清的是，這個系統架構經過一定程度的簡化。在民主政治

體系裡，還有其他機構和活動會進行人際之間具實踐導向的公開政治

討論，但沒有放入審議系統圖。例如，大學、科學和學術性機構經常

舉辦討論政策的會議，學者們提供相關的科學研究結果、道德和法律

論點，也會跟參與的學生和民眾進行意見交流。此外，書店和咖啡店

等營利性機構為配合公共議題類新書發表的宣傳行銷，會舉辦討論會

或工作坊，也屬於人際之間具實踐導向的公共討論。但圖 1至少含括

了審議系統最主要的構成部分。

審議系統的構成部分不必然都是機構組織或政治活動，也包含從

事審議的個體─公民和專家學者。首先，公民可能在倡議特定議題

的民間組織或利益團體擔任志工，參與微型公眾的審議活動和社會

運動，或在網路社群平台討論公共議題。其次，在系統的各場域和活

動裡經常都有專家的參與。他們在政府機構舉辦的公聽會裡提供資訊

或在審查委員會裡擔任委員，也會出席民間組織、利益團體舉辦的座

談會或擔任顧問。此外，微型公眾的審議活動、媒體的新聞報導或評

論節目，也會邀請對討論議題擁有專業知識或實作經驗的專家學者參

與。考量到多個構成部分都有公民和專家的參與，所以圖 1並未標示

他們在審議系統裡的位置。

3.各構成部分的關係

根據審議系統的觀點，儘管各構成部分是可區辨的不同機構或場

域，但它們將連結形成一個整體。Mansbridge等學者指出，「審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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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大於各個審議時刻的加總」（Mansbridge et al., 2012: 26）。這是說，

審議系統不是單純彙整各場域的審議成果，各構成部分是以動態的方

式整合為一個整體。這樣的動態整合展現在各部分之間有互動關係，

當某個構成部分發生變化，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改變，進而對整體系

統的審議和民主品質產生影響。圖 1以雙向箭頭來連結每個構成部

分，意味著各部分之間有互動。11

接下來要探討各構成部分有哪些類型的互動關係。第一種設想

方式是從串連各部分的「連結者」（connectors），來思考不同機構或

場域之間的關係。Dryzek以「傳達性」（transmission）和「問責性」

（accountability）來說明公共空間和賦權空間的連結，相關機制則構

成兩種空間的連結者。傳達性指的是「公共空間裡的審議能影響賦權

空間裡的審議之方式」；問責性則是「賦權空間對公共空間的回應」，

決策者向各組織團體和個人證成其決定（Dryzek, 2010: 11）。在民主

政治系統裡，傳達性機制包括社運人士競選，遊說、抗議和請願等社

會運動，以及媒體的報導或透過面對面討論直接說服決策者。問責性

機制包括選舉競選、來自賦權空間和公共空間的代表共同進行審議的

微型公眾活動、國會的監督委員會、獨立調查委員會等。公共空間和

賦權空間的另一種連結是「後設審議」（meta-deliberation），指的是審

議系統具有某種自我檢視和轉化的能力，設想應該如何組織系統。

在公投之前透過審議進行的合憲審查，是後設審議機制的一個例子

（Dryzek, 2010: 11-12; O’Flynn and Curato, 2015: 303-304; Curato et al., 

11 圖 1僅標示少許雙向箭頭，但根據審議系統的觀點，所有構成部分之間都
可能存在互動關係。若要更精確地傳達這個觀點，應該在所有構成部分之間

都劃上雙向箭頭。考量到這將使得圖示過於雜亂，故以雙向箭頭標示部分機

構場域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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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02）。

上述傳達性和問責性的機制，呈現的是單向連結關係：公共空間

的各組織場域透過傳達機制把各種觀點傳遞到賦權空間，賦權空間則

透過問責機制來回應公共空間。而公共空間裡的不同場域之間可以具

有傳達性的雙向連結關係（Curato et al., 2018: 102）。考量「非正式網

絡」、「民間組織」和「利益團體」這三種公共空間的構成部分。舉

例來說，有些人因為共同關注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偶然認識成為朋友，

他們在公共場所討論該議題，得出的觀點可能透過參與活動或網路社

群平台傳達給相關宗教組織、民間團體或倡議某方立場的非營利性組

織。另一方面，支持和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民間組織或利益團體彼

此之間也可能傳遞資訊和觀點，或透過辦活動、在網路平台發布文

章，而影響到非正式網絡裡人們對該議題的討論。於是，傳達性可以

是多場域之間的雙向關係。此外，筆者認為傳達性也可以是賦權空間

傳遞資訊來影響公共空間的審議。機制可能包括國家的官方機構舉辦

政策說明會、透過大眾媒體或網路社群平台做宣導，嘗試影響公共空

間裡的各組織和公民對特定政策方案的看法。因此，可以用雙向關係

來設想傳達性機制所連結出的動態關係。12

12 O’Flynn和 Curato的審議系統圖是以 Dryzek的系統觀為基礎，用單向箭
頭來呈現「公共空間」和「賦權空間」透過傳達性和問責性機制建立的連

結關係（O’Flynn and Curato, 2015: 304, Figure 1）。范玫芳修正他們的觀點所
繪製的審議系統圖則以雙向箭頭來表達兩種機制跟兩種空間的關係，融入

Dryzek談到的後設審議和決定性，再加入「數位創新（digital innovations）
和連結性（connectivity）」作為連結者。根據范玫芳的觀點，問責性也呈現
雙向的互動關係。她以民間組織「沃草」在 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針對總
統候選人在電視辯論會裡的言論進行即時事實查核及語意分析為例指出，

由於許多公民會參考查核結果來做投票決定，所以將敦促候選人為其發言和

政見負起責任。這展現出公共空間的審議可以對賦權空間的問責性發揮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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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設想互動關係的方式不區分各組織場域屬於賦權空

間還是公共空間，直接探討它們在任務執行方面的「補充」

（complementarity）或「取代」（displacement）關係。補充的關係指

的是，兩個或多個構成部分各自有審議上的缺點，但可能互補彼此的

缺點，因而從整體系統來看能提升審議品質。取代的關係指的是，一

個本身有益審議的構成部分取代其他部分時，從整體系統來看可能破

壞審議品質。例如，面對具爭議的法律，如果最高法院或憲法法庭取

代立法部門，被視為主要的審議處所，那麼立法代表可能忽視自己審

議法案的責任（Mansbridge et al., 2012: 3）。另一方面，假設某個本身

會破壞審議的構成部分被另一構成部分取代，則可能促進整體系統的

審議品質。例如，政府部門在制訂法案時經常徵詢民間組織的意見。

當某些組織偏狹地固守自身立場、不願意跟其他團體對話，此時如果

有經良好規劃的微型公眾活動，將其審議結果提供給政府相關部門參

考，以之取代徵詢該民間組織，將有利於整體審議品質。

（三）審議的功能

根據系統取向，構成系統的各機構或場域可實現不同的審議功

能。審議民主論者基本上都同意的功能有三種，包括：認識論的

影響（Fan, 2020: 8, Figure 1.1, 83-84）。筆者認為范玫芳的系統圖較充分地呈
現公共空間和賦權空間的動態關係，但考量到審議系統包含多種連結者，且

不容易明確標示它們的空間位置，所以圖 1沒有放入相關的連結者。此外，
由於本文第三節將運用系統各構成部分的互動來證成相關論點，而相較於前

述兩個系統圖主要呈現兩種空間，Neblo的系統圖呈現了較多機構組織和政
治活動，能讓人更清楚掌握系統的各個構成部分，進一步設想它們的互動關

係，所以筆者選擇以 Neblo的圖示作為基礎，再對之進行修改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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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temic）、倫理的和民主的功能。

1.認識論的功能

當某個機構或場域的討論能讓參與者對爭論議題涉及的各種事實

取得適當瞭解，相關考量得以充分呈現、傳播並做適當權衡，而人們

的偏好、意見和決定出自對這些事實和理由進行的實質考量時，便發

揮了認識論的功能（Mansbridge et al., 2012: 11）。這項功能符合評估

系統審議品質的三個判準，有助於提升整體的審議品質。審議民主論

者認為，良好的審議能增進個人和集體對討論議題的瞭解，也可以讓

參與者認知到之前錯誤的理解，共同發展出新的且更經得起檢驗的觀

點（Gutmann and Thompson, 2004: 11-12）。當人們對相關事實、論點

和經驗證據有比較正確且充分的認識，將能更適當地評估不同理由和

政策方案，做出合理的判斷。各國多次舉辦的微型公眾活動印證了集

體審議能發揮良好的認識論功能。

2.倫理的功能

當某個機構或場域的討論能促進參與者對彼此的「相互尊重」

（mutual respect），便發揮了倫理的功能（Mansbridge et al., 2012: 

11）。Gutmann和 Thompson指出，相互尊重要求個人必須反思自己

的意見，也願意基於接收到的資訊、反駁而改變心意或修正立場。

此外，相互尊重要求以善意的態度來對待持不同意見者，從事具建

設性的互動（Gutmann and Thompson, 2004: 79）。其他學者還把非支

配（non-domination）、對受政策影響的群體做正面陳述、關注他人的

要求、重視反對論點也納入相互尊重的評估指標（Mansbridge et al., 

2012: 11; Steenbergen et al., 2003: 29-30）。就此而言，相互尊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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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只是消極地允許不同意見的表達，更要求認真聆聽，關心並友善

看待持不同想法的人及其要求。倫理功能符合評估系統審議品質的聆

聽與權衡判準，有助於提升整體的審議品質。

相互尊重能促進有效的溝通，並且這樣的態度本身就有價值，因

為它彰顯出公民被視為自主、平等的主體，每個人都可以是提出理

由和觀點的來源，參與在社會制度的決策中（Mansbridge et al., 2012: 

11）。對不同論點抱持開放的心態、肯定個人和群體的平等價值，關

心他人的要求並待之以善意和建設性的互動，使得這項功能擁有倫理

的意涵。

3.民主的功能

一個系統之所以能夠成為民主的系統，是因為它「敏感於所有

在公共領域裡說出的事務」（Parkinson, 2012: 153）。Mansbridge等學

者指出，民主的功能是「根據平等的條件來促進包容的政治過程」。

當某個機構或場域的討論盡可能容納多樣的利益、主張和觀點時，

便發揮了民主的功能。從消極面來看這項功能，如果不能為排除特

定個人、群體或觀點提出證成，審議的設計就不應排除任何人或觀

點。從積極面來看，需透過各種可能方式，主動促進實質的平等參與

機會（2012: 12）。Mark Warren將之稱為「賦權的包容」（empowered 

inclusions），指的是所有受政策決議影響的人能透過發言、投票、代

表或表達異議等方式，實質地影響討論和決策過程（Warren, 2017: 

44）。民主功能符合評估系統民主品質的三項判準，有助於提升整體

的民主品質。

為了充分包容多樣的利益和觀點，系統取向擴充可採取的溝通模

式。審議民主前兩代的研究是以「論理」（argumentation）作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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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模式。這是說，人們須透過符合邏輯和理性的論證來為自己的立

場做證成。然而，這隱然排除那些不擅長使用論理方式來表達想法

的人及其觀點。就算他們有機會發言，但由於提出觀點的方式不符

合論理的要求，所以往往遭受忽視，未能獲得有效影響其他人的機

會（Young, 2000: 55-56）。為了減少不當排除，審議系統的觀點納入

多樣的溝通模式，除了論理，也可以適當運用說故事、修辭等表達方

式。如此可使得過去長期被邊緣化、甚至遭排除的公民得以表達公共

政策對他們的影響，以及自己的意見和要求，於是討論過程將能包含

更多樣的觀點。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到，審議系統的觀點希望讓原本

僅有鬆散關連的各種機構、制度和實作能更緊密地連結，發揮探索

事實、建立相互尊重、包容多樣觀點的功能（Mansbridge et al., 2012: 

22）。這些審議功能的發揮並非有或無的絕對二分，而是有程度之

別。系統取向對各構成部分的評估標準是「較大的系統反映出這些目

標」（Mansbridge, 1999: 224）。這是說，不要求所有機構或場域以及它

們的所有互動都必須同時達成三種功能，這樣的要求過於嚴苛，實際

上很難達成。只要能實現其中一種（或多種）功能，促使民主政治整

體系統的審議和（或）民主品質得以提升，就符合系統取向的要求。

三、審議系統如何促成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

根據系統取向，審議民主理論必須能夠解釋在整個民主政治體

系裡，發生在各個構成部分內部或彼此之間多種類型的審議（Neblo, 

2015: 15-16）。Parkinson強調，如同戲劇演出包含了多種行動、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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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以及眾多演員，民主政治同樣也是由多樣的制度、組織和行動

所構成。就此而言，採系統觀的學者探討的是「作為形容詞的『審

議的』（deliberative），而不是作為名詞的『審議』（deliberation）」

（Parkinson, 2018: 432）。這是說，他們不再把審議視為靜態且發生在

特定時間地點的單一事件，而是嘗試探討構成民主政治的各部分如何

共同創造出帶有審議與民主品質的整體系統。

接下來要探討的問題是：在多元的價值和觀點下，審議的系統如

何能促成政治統合？筆者認為，系統取向的三個關鍵論點使其優於先

前的研究取向，分別是：奠基於正當性而非共識的統合觀、非審議的

行動可以產生審議的結果，以及審議的分工。以下分別探討審議系統

觀促成政治統合的這三個面向。

（一）奠基於正當性而非共識的統合觀

對審議民主第一代理論的一種批評是，它把審議的目標放在達成

共識：透過集體的審議將可消除歧見，參與者會同意特定的政策方

案或解決辦法。Habermas早期的理論被視為典型例子。Bächtiger等

學者指出，批評者認為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

的類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裡，Habermas把審議的目標

設定為透過理性批判的公共爭論，最終達成一致同意（unanimity）

（Bächtiger et al., 2018: 7）。在他的交談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

裡，把法律和公共政策所適用的道德實踐交談（moral-practical 

discourse）之目標，設定在要對解決衝突的公正方式得出一致同意的

結論。個人應該跳脫自己的生活脈絡，在普遍的溝通前提下，採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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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性的論理，從公正的觀點共同評估規範。能表達所有受影響者的共

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之規範將能獲得同意（Habermas, 1993: 9, 

12-13）。13 Cohen則傳承 John Rawls的觀點，主張良序的民主政治包

含「聚焦在共同價值（common good）的公共審議，⋯⋯並且以有助

於形成對共同價值的公共觀念的方式下，來形塑公民的認同和利益」

（Cohen, 1997: 69）。理想審議程序之目標則是找出對所有人都有說

服力的理由，以達成共識（1997: 75）。根據 Habermas和 Cohen的第

一代審議民主理論，人們基於對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的考量，透過論

理式的理想審議，將能對具爭議的法律或政策得出共識。

然而，在多元社會裡，把「共識」設定為審議的主要目標並不適

當。以下先說明為什麼不應該把政治統合奠基在共識，而後進一步探

討，系統取向以「正當性」作為基礎，嘗試在多元觀點之中尋求政治

統合的觀點。

1.為什麼不應該以共識作為審議的主要目標？

奠基於共識的政治統合觀首先遭遇的挑戰是實踐可行性。在各國

（包括台灣）的重大政策爭議裡，當參與討論的人數眾多且具異質性

13 Habermas後來明確地採取程序性的民主概念。在《事實與規範之間：
關於法律和民主的交談理論》（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裡，他指出從程序主義的觀點來瞭
解民主，重點在於運用各種溝通形式，經過交談和協商的過程，將民主程序

予以制度化。透過該程序所得出的結果將具有正當性。但如果期待最後得出

的結果具有合理的品質，就需要特別關注公共爭論的交談。Habermas提出一
種雙軌的審議政治概念，一方面保留民主政體裡投票和議會等正式的民主決

策程序，另一方面則建構公共領域裡促進意見形成的非正式交談，對於討論

的主題、發表意見和理由種類都不做限制（Habermas, 1996: 304-308, 314）。
他後期的雙軌審議民主觀跟系統取向有著類似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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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使透過良好的審議，也幾乎沒有出現過所有人都同意特定政策

方案的情況。批評者認為，許多政策爭議涉及深刻的道德價值或宗教

信仰，期待透過論證和理由的評估就能得出共識，低估了不同價值的

衝突。系統取向把眾多機構和場域納入審議系統，自然更不可能要求

各場域參與審議的人們對政策的實質內容取得共識。

追求共識的更嚴重問題出現在規範意義的可欲性。Francesca 

Polletta和 Beth Gardner指出，要求討論最後必須得出一致同意雖有

審議上的優點─將鼓勵參與審議的人們更努力去瞭解彼此的觀點，

並且在爭論裡的少數可取得更大影響力。但問題是，由於參與審議的

個人或群體有著對立的利益，在難以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取而代之的

可能是經操弄得出的共識，或者爭論各方陷入僵持狀態（Polletta  and 

Gardner, 2018: 79）。操弄的一種方式是刻意或無意識地忽略，甚至排

除非主流的觀點。Iris Marion Young指出，許多審議民主論者把「統

合」（unity）理解為一種所有人共享的共同利益，將之設定為政治對

話欲達成的目標。於是，無論差異的觀點是來自偏狹的私人利益考

量，還是個人深層的認同或文化利益，一概都被要求須予以擱置。為

了得出共識，必須致力於克服並超越「差異」。然而，這種統合觀沒

有考慮到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會導致不正當的排除：有些群體享有較大

的政治權力或話語權，有些群體則處於劣勢。在權力不平等的討論情

境裡，所謂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價值」將被界定為優勢群體的利

益和價值觀，並以共同價值之名來排除少數或處於劣勢的群體之觀點

（Young, 2000: 42-43; 1997: 66）。從審議系統的觀點來看，共識導向

的審議觀未能真正包容多元的價值和意見，破壞了審議的民主功能；

而排除差異觀點的作法則違反公民的相互尊重，將破壞倫理功能。因

此，就算審議最終真的得出共識，將是規範意義上不可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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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奠基於共識的審議觀並非到了第三代的系統取向才首次出

現，採前兩代研究取向的一些學者也不支持以共識作為審議的目

標。14 但這個主張普及於持審議系統觀點的學者，避免採取實踐上不

可行且規範意義上不可欲的政治統合觀。Bächtiger等學者指出，對

新一代的審議民主論者來說，釐清不同看法和歧見要比得出共識更重

要。共識只是良好審議可以產生的結果之一，而且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結果（2018: 20）。

2.奠基於正當性的政治統合

前文曾談到，多元社會承認並尊重分歧的觀點，但仍須對政策或

法律爭議做出決定。採系統取向的學者把審議的目標設定為達成具正

當性的政策決議，這樣的決議能獲得合理認可，由此促成政治統合。

要瞭解這個論點，必須先界定這裡說的「正當性」所指為何。

Rawls指出，公共政策和法律的施行涉及政治權力的強制性運

用，會對所有人產生約束，所以這類政治權力的行使必須具備正當

性（1993: 217）。我們可以從實然和應然這兩個層面來瞭解正當性

的概念。實然層面指的是描述的正當性概念（descriptive concept of 

legitimacy），涉及人們對政治權力的信念，覺得可以接受該權力的

行使。應然層面指的則是規範的正當性概念（normative concept of 

legitimacy），涉及判斷政治權力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與證成

（justification）的某種基準」（Peter, 2017）。有學者把前者稱為「知

14 例如，Gutmann和 Thompson也反對把審議的首要要求放在達成共識。他
們指出，在人們對公共政策有著深刻歧見的情況下，能達成的共識不但相當

表淺，且通常隱含著不正義：比較沒權力的人被迫接受最後的決議。此外，

一旦達成所謂的「共識」就會停止討論，這將阻礙人們透過持續審議來找尋

更符合正義的解決方案（Gutmann and Thompson, 2018: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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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到的正當性」（perceived legitimacy），後者稱為「規範的正當性」

（Bächtiger et al., 2018: 16）。知覺到的正當性意味著人們在心理上覺

得最後的政策決議是可接受的，但接受的理由不必然可以獲得證成。

例如，個人可能基於該決議符合自己原先的立場，或只是因為偏好特

定政黨或政治立場。Thompson指出，審議所運用的正當性判準並非

描述性的。就算多數人覺得可以接受某個政策決議，仍不能保證有合

理的理由接受依此制訂出的法律；多數人覺得不能接受也不表示那就

是不正當的法律（2008: 504）。

審議要追求的是應然層面的規範正當性，審議過程裡的相互證成

和共同參與，為最終的決議賦予了這樣的正當性。首先，透過法律或

政策形式所行使的政治權力應獲得合理的證成。Thompson指出，相

互證成是規範正當性的首要判準，即人們在討論過程裡提出用來支

持自身立場的理由，回應其他理由，並發揮公共精神、平等尊重，確

保平等的參與，使得最後得出的決議具有規範意義的正當性（2008: 

504）。其次，最終的決議是在納入所有相關利益和觀點的情況下，出

自共同的審議。因此，即使最終決議不符合自己原先的立場，但個人

將沒有合理的理由可以拒絕該決議。

相較於審議民主的前兩代理論，審議系統的觀點進一步擴大了相

互證成和共同參與的廣度：相互證成不再侷限於政府立法部門的委員

會或院會，或只存在於微型公眾的個別活動，而是發生在整個社會的

多個場域。此外，政策審議的參與者也不是只有立法部門的代議士或

微型公眾的少數公民，而是擴大到政府各部門的公職人員、政黨和民

間組織的成員、媒體工作者、社會運動者以及更多公民。Mansbridge

等學者指出，單一的論壇不足以證成最終採用的政策具正當性。必須

透過審議系統裡的各構成部分，在相互尊重與包容的情境裡，成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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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認識論的、倫理的以及民主的審議功能（Mansbridge et al., 2012: 1, 

12）。這種建立在規範正當性，而非苛求共識的觀點，較嚴肅看待當

代社會存在多元價值和差異觀點的現況。

值得注意的是，具規範正當性的決議有助於提升知覺到的正當

性。Gutmann和 Thompson指出，即使審議不能產生共識，但可以讓

人們在深刻歧見之中展現相互尊重，並對後續能得出決議抱持比較符

合現實的希望（2018: 909）。審議系統的良好運作讓人們認知到，最

終的決議出自民主政治各場域的審議過程，自己（或自己的利益和觀

點）也參與其中。並且，不同於自身偏好的立場或政策方案有合理的

支持理由，也回應了自身觀點，那麼個人將傾向相信最終決議是正當

的，比較願意認可並遵守制訂出的法律。

當然，規範的正當性無法保證知覺到的正當性，由此達成的政治

統合或許不那麼令人滿意。但如果正視價值多元的事實，承認政治歧

見的深刻性，那麼若要做到真正地尊重並包容差異，在政治領域只能

要求達成具規範正當性的決議。這可以實現 Young所謂的「最小統

合」（minimal unity）。她指出，這種比較弱的統合建立在三個前提條

件之上：首先是有意義的相互依賴，指的是公民認知到彼此共同生活

在一個政體裡，地理位置很接近，在經濟方面則相互依賴，使得個人

從事的活動會影響到其他人。第二個條件是平等尊重，人們願意透過

討論來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承諾讓所有人都能表達想法且聆聽不同

觀點。第三個條件則是為了做出決議，人們需要一致同意公平討論和

決策的程序規則（Young, 1997: 67）。當三個條件獲得滿足，那麼透

過相互證成和共同參與的審議過程得出的決議具備規範正當性。

Young主張的最後一個條件值得進一步思考，它意味著即使不要

求公民對爭議政策的實質內容得出相同結論，但他們需要對程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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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取得共識。筆者認為這個要求是合理的，因為系統裡各場域的審

議都需要確保討論情境的公平和平等性，並透過某種能獲得所有人認

可的程序做決定，才能達成正當的決議。Dryzek和 Simon Niemeyer

把參與審議者對討論和決策的程序規則有的一致同意稱為「偏好的

後設共識」（preference meta-consensus）。它包含人們同意可接受的方

案選項範圍，以及要用哪種方式來組織或評估各選項（Dryzek and 

Niemeyer, 2006: 641）。之所以稱為「後設」共識，是因為它不涉及政

策方案的實質內容，而是要做決議的前提條件。15審議系統的觀點接

受後設共識的要求，因為要進行多場域、大規模的審議，必須確定討

論和決策的程序規則、方案選項的範圍，否則就無法在平等且充分知

情的情境下展開討論，也難以做出決議。相較於對政策方案的實質內

容獲得共識，這種後設共識比較可能透過審議來達成。從這樣的共同

前提出發，能得出具規範正當性的決議。

（二）非審議的行動可以產生審議的結果：以媒體為例

系統取向擴展了審議的場域，把一些本身不是以審議作為主要目

標，但對整體審議和民主品質產生重要影響的機構或政治行動（例如

前文談到的社會運動）納入審議系統。Warren指出，從系統的觀點

15 除了偏好的後設共識，Dryzek和 Niemeyer指出還有兩種不可或缺的後設
共識。一個是「規範的後設共識」，指的是對於其他人持有的價值是否正當

所取得的同意，儘管人們可能對做決定時哪種（或哪些）價值應該優先有

不同意見。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們對於抽象層次的各種基本價值是否具

正當性，有很高程度的共識，主要的歧見在於各價值的排序及具體情境的

應用。另一個則是「認識論的後設共識」，指的是對於討論議題涉及的信念

是否具可信度以及跟該議題的規範是否具相關性所取得的同意（Dryzek and 
Niemeyer, 2006: 63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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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我們應該關心各場域和政治行動發揮的審議功能，把關注焦點

放在溝通得出的結果而不是意圖。就算某些策略性的溝通一開始不是

為了審議，但其實踐結果仍可能為審議帶來正面助益（Warren, 2007: 

278）。「非審議的行動可以為整體系統產生審議的結果」是系統取向

的一大特點（Curato et al., 2018: 105; Bächtiger et al., 2018: 15），而這

有利於促進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底下以主要意圖也不在審議的「媒

體」為例，說明它在理想環境裡如何能促進整體系統的審議與民主品

質，以及媒體的非審議行動應受何種底線規範。

1.媒體的審議功能

系統取向不再聚焦於評估個別媒體機構或從業者，而是從民主政

治整體系統的觀點來探討，在何種條件下，媒體可能帶來有利於審議

的結果。Mansbridge等學者指出，在理想情況裡，媒體可以發揮認

識論、倫理和民主的功能。首先，就認識論而言，民主政治需要媒體

扮演可靠且有用的資訊傳遞角色，向公民解釋跟公共政策有關的各種

事實，在事實和政策之間做出連結，並監督、批判擁有政治權力者的

作為。其次，就倫理功能而言，無論新聞、網路還是其他媒體，對公

民能否維持相互尊重有很大的影響。假設媒體的報導能呈現不同立場

者的處境、特殊經驗和需求，增加彼此的瞭解並澄清可能的誤解，就

能減少公民之間的衝突，有利於營造相互尊重的關係。即使偏頗的報

導傳達出令某些人不悅，甚至包含不尊重的觀點，但仍可能引發公

眾對某個重要議題的覺察，讓該議題獲得重視。第三，媒體可以發

揮審議的民主功能。儘管許多媒體有著明顯的黨派性和特殊利益，

但不同立場的媒體報導仍可增加進入整體系統的觀點數量和多樣性

（Mansbridge et al., 2012: 20-21）。在台灣，可以觀察到有些政黨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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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的電視媒體在報導中刻意強化符合其偏好立場的觀點，但只要觀

眾願意看不同新聞台的報導，就能瞭解支持和反對特定政策的不同觀

點。此外，Rousiley Maia指出，媒體採取更多元且一般民眾容易理

解的呈現方式和爭論模式（例如，講述個人故事、脫口秀），能讓平

日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開始關注並進行政治討論（2018: 353）。由於

媒體能增加審議系統裡的觀點數量和理由，鼓勵更多公民投入討論，

於是能發揮民主功能。

除了媒體本身發揮的審議功能，系統取向的評估重點在於媒體跟

系統裡其他機構或場域之互動，對整體的審議與民主品質產生的影

響。以「政府官方機構」跟媒體的互動來說，各國政府越來越頻繁地

使用數位媒體和線上論壇來促進公共審議，一些數位參與的創新機

制還連結到決策過程（Maia, 2018: 357）。例如在台灣，行政院國家

發展委員會設置「公共政策網路平台」，供人民提案和討論全國性政

策。提案若能在 60天內獲得 5000人附議，那麼權責機關必須在二個

月內做出具體回應。臺北市政府則推出 i-Voting搭配「參與式預算」

的審議模式，民眾可針對市政建設或行政措施提案，須在 45天內獲

得 1500人附議。而後經過初審、提案修正和公開討論階段，再由權

責機關彙整討論意見，形成投票的選項方案。最後開放線上投票來決

定是否通過該提案。

此外，「微型公眾」這類審議活動若能跟媒體建立更充分的補充

關係，將可發揮較大的影響力：媒體的深入報導或主辦單位在媒體廣

泛宣傳，可以讓未參與的其他公民更瞭解這類活動的審議模式和證成

政策方案的理據。例如，學者比較 2003到 2004年期間，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和安大略省（Ontario）兩個類似性質

的公民集會（Citizens’ Assembly）。英屬哥倫比亞省的媒體花較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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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分析這場審議集會的成效，以及參與者為什麼選擇以「單一可轉移

投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model）取代現行制度的理由。安大

略省的媒體則較少報導公民集會。最後，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提案在公

投中獲得 58%的支持，安大略省則為 37%（Mansbridge et al., 2012: 

21-22）。這顯示媒體有利於其他場域和個人接收微型公眾的審議所得

出的觀點和決議。媒體報導和網路上的討論也將形塑輿論氛圍，迫使

政府相關部門必須把微型公眾的審議成果納入決策考量。

以「社會運動」這個構成部分來說，當媒體願意深入報導抗爭者

的訴求、理據以及涉及的事實與法令，可以讓更多人瞭解相關資訊和

不同觀點。社運人士或民間組織也經常運用網路平台來傳遞資訊、動

員群眾。在台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以影音形式來記錄一

些被主流媒體忽略或扭曲的社會運動，並製播討論社運重要議題的談

話性節目。g0v的成員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使用各種資訊技術和網路平

台把相關資訊傳遞給民眾，鼓勵更多人討論服貿協議的相關議題。

這些網路平台和社群媒體能激發持不同立場者從事更多討論與對話

（Fan, 2020: 37-38）。由此可以看到，當媒體跟政府官方機構、微型

公眾和社會運動等構成部分有良好互動時，有助於提升整體系統的審

議和民主品質。

2.對媒體的底線規範

當然，採系統取向的審議民主論者認知到真實社會並非完全理想

的環境，媒體也可能傷害整體系統的審議和民主品質。Parkinson指

出，我們不應該對媒體的作用抱持不切實際的想像，它們跟系統裡的

其他機構一樣，也可能扭曲或篩選掉特定資訊（2012: 165）。新聞記

者和消息來源的關係、媒體機構和高層的把關決定了誰的觀點會被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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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哪些聲音會被排除（Maia, 2018: 351-352）。這些作法將破壞審議

的認識論功能和民主功能的包容理想。此外，我們看到有些新聞報

導、網路文章或社群媒體裡出現虛假或偏頗的資訊，也破壞了審議的

認識論功能。而網路的匿名發言模式助長了民粹式的觀點與仇恨言

論，可能破壞審議的倫理功能。

儘管存在上述現象，但無須就此對媒體在審議系統裡扮演的角色

驟下定論。因為這些現象呈現的是「實然」現狀，而審議民主理論則

是作為「應然」的規範理想。Dryzek指出，我們不應該誤以為一個

系統必須已經是審議的，而是要把它視為有成為審議系統的潛能。

於是，我們可以用應然的審議標準來看待各構成部分實際上的作為

（Dryzek, 2016: 211）。因此，從系統各構成部分目前缺乏良好互動或

破壞整體審議和民主品質的這些事實，不能直接推論系統取向必然失

敗。相反地，這些問題指出了若要形塑審議的民主政治系統，應該努

力改善的問題。考量到媒體對系統裡各場域的審議都有極大影響，那

麼如同審議民主先前研究取向採取忽視或擱置不談的作法並不適當，

應試圖從審議系統的觀點盡可能減低媒體對整體造成的負面影響。

媒體破壞審議的某些問題可以從系統內部來嘗試改善。對於刻

意扭曲事實的問題，可透過媒體彼此之間的競爭來發揮監督作用。

例如，某個新聞台揭露另一家新聞媒體的錯誤報導（Mansbridge et 

al., 2012: 20）。此外，根據審議系統的觀點，可以透過創造媒體跟其

他場域的良性互動，嘗試減少個別媒體對審議和民主品質的負面影

響，鼓勵它們發揮較佳的審議功能。例如，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對廣播電視媒體設立的相關規範裡，要求製播新聞必須進

行事實查證。若散佈不實訊息，經審查委員會決議，將處以罰款甚至

停播（Fan, 2020: 68）。就此而言，創造官方機構跟媒體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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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減少假新聞對審議品質的傷害。不過，Mansbridge等學者也提

醒，假設國家或特定政黨從制度層面控制了媒體，或者大型媒體被具

強烈政治立場的財團壟斷，那麼這種制度性或社會性的支配就可能導

致上述的改善作法失效（2012: 23-24）。

另一種改善辦法是針對評估「構成部分的審議品質」與「系

統整體的審議品質」之間的交換（trade-off），提出規範標準，要

求系統的任何構成部分應達成某種「審議的最小底線」（deliberative 

minimum）（Owen and Smith, 2015: 226）。特別是對社會運動或媒體這

類主要目標不在於審議的場域，它們的非審議行動至少必須符合最低

限度的規範。筆者認為，可以從審議的認識論和倫理功能出發，訂下

至少兩項底線規範。

首先，從認識論功能來看，媒體的報導不能背離事實。這是考量

到無論大眾媒體或數位媒體，資訊的傳播速度相當快且範圍廣泛。一

旦釋出假新聞或錯誤資訊，就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即使後續經其他媒

體或機構組織發現錯誤後提出更正，也很難把正確的資訊傳達到當初

接收資訊的閱聽人。

其次，從倫理功能來看，Nicole Curato、Marit Hammond和 John 

Min提出的「讓受苦者感到舒適，讓舒適者感到苦惱」（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可作為規範媒體的非審議行動的

另一項底線規範。三位學者分析政治諷刺作品指出，這類作品的價值

在於透過嘲弄的手法來揭露那些有權力者的真實面貌，讓觀眾注意到

重要但被忽視的議題，促使弱勢族群或因特定政策受害的少數人受到

關注。所以即使這類作品會讓被批判的對象感覺尷尬或不受尊重，仍

然可被允許。於是，對於產生不利審議或民主品質的媒體報導，必須

追問：「它讓誰苦惱，讓誰感到舒適？」如果是讓原先承受痛苦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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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舒適，讓握有權力者苦惱，那麼便可允許這類行動。相反地，如

果它們貶低已在承受痛苦的人，就無法通過測試（Curato et al., 2018: 

108-109）。16

（三）審議的分工

審議系統是由眾多場域和政治行動所構成，包含了多樣的觀點、

不同溝通模式，也有做決策的機制（Parkinson, 2012: 169）。系統取向

透過在審議任務、審議功能和審議階段這三個面向的分工，來實現審

議的理想。

1.審議任務的分工

審議的分工首先展現在系統裡的不同場域承擔不同任務。在民主

政治體系裡，擬定法案內容及評估相關考量主要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門

負責，而審查與通過法案的任務則交給立法部門。關注特定法案的

政黨、利益團體、民間組織、媒體，以及針對相關議題發起的微型公

眾活動和社會運動，則以不同方式參與在政策的審議過程，承擔提供

與確認各種理由、經驗證據，納入更多樣的差異觀點或監督成效之

任務。此外，在審議系統裡的個體之間，也可以進行任務分工。例

如，Christiano主張公民的任務是透過討論來決定社會要追求的基本

16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審議系統的觀點鼓勵各場域只要能滿足這兩項規範，

就可以採取任何非審議的行動。Bächtiger等學者指出，除非有良好的系統理
由（有助於整體系統的審議）可以說明為什麼要違反一般的審議規範，否則

應盡可能以審議的方式來討論公共政策。從系統的觀點來看，擁有較高層級

決策權力的機構若要違反審議規範，就越需要提供良好的證成（Bächtiger et 
al., 2018: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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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專家則運用其專業知識來判斷達成目標的手段及結果。專家

可透過審議來判斷哪種理論最適合用來制訂政策，評估政治人物和一

般公民的審議。假設公民對社會基本目標的選擇或專家對達成手段

的評估出現嚴重歧見時，需透過討論與理由評估，嘗試找尋彼此的

交疊理解（overlapping understanding）（Christiano, 2012: 33-34, 38-39, 

42）。17從審議系統的觀點而言，面對當代政治事務和公共政策的複

雜性，透過各構成部分的適當任務分工，將能提高整體的審議和民主

品質，賦予最終決議規範意義的正當性。

由於審議系統的觀點是以動態的方式來看待各個構成部分，嘗試

增加各場域的良性互動，所以它的一個優點是：當系統的某個構成部

分未能達成其任務時，可以被另一構成部分彌補。例如，當執政黨沒

有善盡從社會利益來考量政策的責任，嘗試憑藉自己在立法部門佔多

數席次，強行通過特定能源政策時，民間的環保團體、微型公眾的審

議活動、媒體、專家學者和社會運動者可透過各種行動來引發輿論重

視，讓執政黨感受到政治壓力而重新評估政策。但Mansbridge等學

17 筆者並不同意 Christiano對公民與專家的任務分工主張。這是因為，在重
大政策和法律的爭論裡，難以化解的歧見往往不在於（至少不只是）社會應

追求的基本目標，而是要用何種制度措施來達成目標。誠如 Parkinson指出
的，公民通常都同意不想要街頭上出現暴亂和掠奪（對該基本目標沒有太大

歧見），但對於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方法來達成這個目標將有不同的看法。排

除公民對政策手段的不同觀點無法獲得證成（2012: 153）。從審議系統的觀
點來看，這將破壞整體系統的民主品質。此外，就算把審議政策手段的任務

交給專家，但Mansbridge等學者提醒，專家也可能有偏見、過度偏重其專業
學科或因自利考量而影響到政策的選擇。因此，在政策手段的選擇方面，專

家不見得能發揮最佳的認識論功能（2012: 14-15）。筆者認為，必須結合審議
系統裡的其他構成部分（特別是政府的行政與立法部門、民間組織和微型公

眾），來看待專家和公民的理想任務。基於論文篇幅和探討焦點的考量，在

此無法做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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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醒，若要讓審議系統得以發揮這種補充作用，就必須注意並避免

兩個問題：一個是各構成部分過度緊密的結合，使得它們喪失彼此矯

正的性質。另一個問題則是各構成部分過度疏離，一個場域產生的好

理由無法擴散到其他部分，甚至抗拒其他場域提供的論證。例如，某

些立法者為了回應選區選民的地方性利益，拒絕接受專家或公民審議

活動提出的論點（Mansbridge et al., 2012: 22-23）。一旦出現這兩種情

況，就難以期待審議任務的適當互補。

2.審議功能的分工

藉由任務分工，各場域將可達成不同的審議功能，於是也存在功

能上的分工。根據審議系統的觀點，評估的重點在於各構成部分對整

體的審議和民主品質帶來的貢獻。在理想的情況下，各場域可以發揮

三種審議功能。例如，前文談到媒體可能發揮傳遞資訊（認識論的功

能）、促使持對立立場者相互尊重（倫理功能），以及增加觀點的數量

和異質性（民主功能）。

當然，個別的媒體機構可能未能發揮其中某些功能。在特定情境

裡，這三種功能也可能發生衝突。例如，社會抗爭行動可能運用媒體

產生的輿論壓力，迫使公共討論納入長期被邊緣化的觀點（可達成民

主功能），同時卻對相互尊重的倫理功能產生負面影響（Mansbridge 

et al., 2012:18-19）。對此，Bächtiger和 Parkinson指出，我們不需

要假設良好的審議系統應該同時極大化這三種功能。在不同脈絡裡

要達成的功能可能很不一樣（Bächtiger and Parkinson, 2019: 93）。

當不同功能發生衝突時，可以透過審議來決定它們的相對重要性

（Mansbridge et al., 2012: 12）。筆者同意這樣的觀點，在討論不同審

議功能的優先順序時，應考量討論議題的特殊性質和情境脈絡。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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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假設現在討論的是能源政策要重點發展核能、火力或綠能。由

於這涉及大量的經驗事實與科學證據，所以較適合優先考量審議的認

識論功能。但假設現在討論的是都更爭議裡，少數住戶拒絕搬遷的議

題，倫理功能就比較適合作為優先考量。透過集體討論所得出的功能

排序可在一定程度減低不同審議功能之間的衝突對整體審議和民主品

質產生的負面影響。

3.審議階段的分工

我們還可以從審議的不同階段來思考各構成部分的分工，它們在

不同階段發揮不同作用。Bächtiger和 Parkinson把審議過程分成三個

階段：聆聽、結構化（structuration）和決策（deciding）。第一階段應

廣泛聽取各場域浮現的多樣觀點，包括對於具集體意涵的特殊經驗所

做的敘事、對相關規範和價值的陳述、有關認同或成員身分的要求、

集體作為（或不作為）的提案，以及跟討論議題有關的證據和經驗性

主張。在聆聽階段，政府機構、專家學者、利益團體、民間組織和媒

體可以研究並提出值得審議的議題，社會運動者則可透過政治行動來

凸顯長期遭忽視的議題。此外，這些構成部分還可以透過不同方式來

獲取更多且具異質性的觀點。第二階段需要把前一階段獲得的多樣觀

點進行結構化，把沒那麼清楚界定的主張轉化成比較明確且有根據的

觀點，以公開且可理解的方式把觀點連結到政策選項、證據或理由的

提出，而後透過討論來反思並權衡不同的證據和理由。在結構化階

段，除了上述機構組織可以進行觀點的連結轉化，微型公眾的審議活

動也扮演重要角色：透過經良好規劃的審議過程，參與者普遍能對不

同觀點是否有充足的支持證據和理由做出適當評估，也比較願意基於

獲得的瞭解而改變原先的想法，如此可以縮小不同立場和觀點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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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18最後進入決策階段，由經選舉而獲得適當授權且具問責性的

立法代表，或透過公投來做出具約束力的集體決定。在這個階段除了

政府立法部門，媒體可以深入報導決策過程，專家學者、民間組織、

媒體和社會運動者亦可監督立法代表的考量和決定，適時提出挑戰

（Bächtiger and Parkinson, 2019: 97-102; Parkinson, 2006: 168-172）。

筆者同意 Bächtiger和 Parkinson在審議不同階段進行分工的觀

點。儘管在當代社會的政治現況裡，立法部門和公投存在許多為人詬

病的問題，這可能引發對決策階段分工的疑慮。但誠如前文指出的，

審議系統的觀點要指出的是應然層面的理想。由於在多個場域進行審

議，且盡可能包容多元觀點、價值和利益的情況下，就算前兩階段能

良好運作，很可能無法對特定政策方案取得共識。而代議制和公投是

民主體制裡可以取得後設共識的兩種決策機制。重點是在做決策之

前，系統的各構成部分是否發揮了適當的審議功能。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那麼立法部門或公投得出的決議便具有規範正當性。此外，從系

統取向來看審議階段的分工，還可以補充一個要點：系統各構成部分

在每個階段並非只在內部進行審議，更應該積極連結其他場域，以發

揮更好的審議功能。例如，在規劃政策方案選項時，政府相關部門可

以跟各政黨、民間組織、利益團體進行討論，還可以透過媒體宣導，

讓民眾瞭解各方案背後的理念和支持理由。如此將可促進不同構成部

18 Dryzek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指出，在由強硬支持特定立場者所組成
且具決策權力的審議論壇裡，參與者就算被其他論點說服，也很少改變心

意。但在微型公眾的審議活動裡，參與者具異質性且非特定立場的強硬支持

者，審議活動僅提供諮詢建議，無需承擔政策決議的任務，這種情境裡的審

議經常發生改變心意的情況。對於一些極具衝突性的議題（例如涉及國族或

群體認同的議題），鬆綁審議和決策之間的連結，讓審議有足夠的時間引發

反思，促使個人改變想法，將有利於緩解衝突（Dryzek, 2005: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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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互補關係。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審議系統的觀點不把決策和規範

正當性的負擔加諸在單一論壇或機構，而是在不同構成部分之間分配

負擔（Mansbridge et al., 2012: 5）。就此而言，它可以改善現有民主政

治體系過度依賴立法部門進行政策審議和決策的習慣，也可以避免審

議民主第二代研究聚焦微型公眾的審議活動，可能產生缺乏決策權力

或正當性不足的問題。透過各構成部分在任務、功能和不同審議階段

的分工，將可在包容多元觀點和價值的情況下，得出具規範正當性的

政策決議。因此，相較於審議民主先前的研究取向，系統取向更有助

於促成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

四、結論

面對公共政策的爭議，我們需要正視並承認多元。這是說，不同

機構組織和個人持不同的信念和價值觀，會對公共政策有分歧意見，

於是形成不同立場。這樣的歧見不必然都是出自偏私的利益考量，還

可能源於人們對相關資訊的不同理解或詮釋、難以調解的價值衝突，

甚至是極具差異的文化或群體認同。因此，當代自由民主社會的特徵

不僅是多元，而且是合理的多元。19面對深刻的政治歧見，審議民主

的系統取向跳脫過去聚焦個人從事審議的規範原則和微型公眾審議活

動的研究取向，從民主政治整體體系的宏觀角度，探討各種討論公共

議題的機構和場域可能發揮的審議功能。此外，審議系統的觀點關注

19 「多元的事實」和「合理多元的事實」之區分參見 Rawls（1993: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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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研究取向比較不重視的非審議性構成部分（例如社會運動、媒

體）如何影響整體的審議與民主品質，促使審議的理想能落實在更多

場域，擴大影響範圍。

根據本文的分析，從理論層面來說，審議系統的觀點是可欲的。

當審議系統裡的各構成部分能以動態的良性關係互動，在理想的環境

下，它們可以發揮探索事實的認識論功能、促進相互尊重的倫理功

能，並透過多元溝通模式、減少不當排除來達成確保平等參與機會並

包容多樣觀點的民主功能。各機構或場域在不同審議階段發揮適當功

能並彼此互補，有助於得出具規範正當性的政策決議。

從實踐層面來說，審議系統的觀點是可行的。它從現有民主政治

體制來構想理論，貼近民主社會的實際運作，所以較能擺脫跟現實脫

節的問題。而它在大規模範圍裡對不同構成部分進行審議的分工，

也具應用上的可行性。以微型公眾為例，第二代的審議民主研究取向

是從微觀、個別的方式來探討這種公民審議活動對參與者的影響及審

議成果。從審議系統的觀點來看，應該把微型公眾的審議成果傳遞到

民間社會的各團體組織，結合社會運動和媒體，並連結到有決策權力

的政府機構或公投。有經驗研究指出這樣的審議分工是實際上可能

的。除了前文談到加拿大的公民集會，近年嘗試連結微型公眾和全

國性公投的另一個例子是愛爾蘭。愛爾蘭政府在 2016年底舉辦多場

公民集會，由隨機抽樣的公民分別審議憲法第八修正案（The Eighth 

Amendment）的墮胎禁令、如何因應高齡人口和氣候變遷問題等五項

議題，審議得出的建議報告皆送交國會。其中，討論墮胎議題的公

民集會建議舉辦公投，獲國會採納。在 2018年 5月舉辦的公投裡，

66.4%的選民贊成廢止憲法第八修正案，支持墮胎合法化。學者指

出，在這個例子裡呈現出審議的潛在系統化，觀察到微型公眾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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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這兩個構成部分的分工：公民集會提供經審議過程得出的論點，

將這些論點導入墮胎合法化的爭論；由公投做出最終的政策決議，

而公民集會的論點對該決議產生了影響（Farrell et al., 2019: 114-116, 

119-120）。由於審議系統的觀點在規範理念上比前兩代的研究取向更

具包容性，能得出具規範正當性的政策決議，且有一定程度的應用可

行性，因此，對於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問題，審議民主的系統取向可

提供優於先前研究取向的回答。

審議民主出現系統轉向的一個重要動力是要縮小規範理論的理念

跟民主政治實踐之間的落差。展望未來，審議系統的觀點仍有許多尚

待深入研究的理論與經驗性課題。在理論方面，由於審議系統納入

多樣的機構組織、場域和個體，各構成部分之間交織出非常複雜的關

係。需要在特定公共議題的審議脈絡裡，釐清相關構成部分既有的關

係是否良好運作，以及可能有哪些潛在的關係或連結機制。此外，各

構成部分之間的動態互動將如何影響整體系統的審議和民主品質，需

要更精緻的概念闡述。在經驗研究方面，審議系統的理論觀點需要實

證研究加以驗證，但目前對於審議系統的經驗研究處於起步階段，評

估的面向還不夠全面，有待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進行相關研究。

針對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問題，本文屬於審議民主理論的內部研

究。如果相關論點能夠成立，僅能支持系統取向的回答優於前兩代的

研究取向，這是本文的一項限制。除了審議民主理論，還有許多理論

觀點對多元社會的政治統合提出不同主張，也對審議系統的觀點做出

批評。那麼，審議系統的觀點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是否優於其他理論觀

點？能否充分回應批評？如果批評者確實指出系統取向的可能問題，

那麼需要做出哪些調整或修正？這些課題仍有待未來進行規範理論與

經驗實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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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pluralist societies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unity, which means that people disagree on public policies or 

laws based on divergent beliefs, values and moral conceptions. In such 

a context, how is it possible to arrive at a reasonably acceptable policy 

decision that regulates everyone? The systemic approach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n provide an answer that is superior to those resulting from 

prev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systemic approach advocates that the 

role of deliberation must be understood from the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sites that discuss public issues, as well as from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se component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he systemic 

approach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omotes political unity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I first analyze which components 

are included in a deliberative system,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a system, 

the interactions among its components, and the deliberative functions 

realized by it. Then, I explore three key points that enable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to promote political unity: conception of unity that 

is based on legitimacy rather than consensus, the fact that non-deliberative 

actions may lead to deliberative result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labor of 

deliberation.

Key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ystemic approach, deliberative 

systems, political unity,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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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controversies over policies or laws have frequently 

emerged in many countries. In Taiwan, issues such as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use of nuclear power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have provoked fierce disputes and led to antagonism between 

citizens with different stances. We can see that contemporary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ies all face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unity of a pluralist 

society. This problem concerns ways people can arrive at reasonably 

acceptable resolutions on controversial policies, even if they hold diverse 

beliefs, values and moral conceptions. To this problem, the systemic 

approach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n provide an answer that is superior 

to those resulting from prev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In this paper, I will 

explore how the systemic approach promotes political unity of a pluralist 

society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In the second section, I will discuss basic claims of the systemic 

approach and analyze which components are included in a deliberative 

system,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a system, the interactions among its 

components, and the deliberative functions realized by it. A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ories in contemporar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esearch, 

the systemic approach anticipates both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ies and the practice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deals of deliberation to exert a wider influence 

on a democratic society. Given that many kinds of institutions and sites 

for discussing public issues exist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the syst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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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advocates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deliberations 

from these components that constitute democratic politics, as well as from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se components, and make the whole democratic 

politics a deliberative system.

As for the components of a deliberative system, I adopt two criteria 

to determine which institutions or sit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it. The first 

criterion is that “the discussions in question involve matters of common 

concern and have a practical orientation” (Mansbridge et al., 2012: 9). The 

second is that the political discussions must be interpersonal and the sites 

for discussions must possess a certain degree of publicity. I will point out 

that the components of a deliberative system include government agencies, 

political part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erest groups, informal 

networks, mini-publics, the media, election campaigns, vot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so on. When evaluating each component,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highlight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qualities of the whole system. In addition, by observing 

the connectors between each site 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complementarity 

or displacement in task execution, we can imagine how different 

components integrate into a whole in a dynamic way.

Under ideal circumstances, each institution and site that constitutes 

a system can realize three kinds of deliberative functions: the epistemic 

function of presenting, spreading and appropriately balancing relevant 

facts and considerations; the ethical function of enhancing mutual respect 

among citizens; and the democratic function of ensuring fair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and inclus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Mansbridg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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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11-12).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does not require 

every institution, every site and all interactions among them to fulfill the 

three functions at the same time. Realizing any one of them and being able 

to improve the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qualities of the whole system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ic approach.

In the third section, I will explore three key points that demonstrate, 

concerning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unity of a pluralist society, 

why the systemic approach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better than 

prev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First, the systemic approach holds that 

the conception of unity is based on legitimacy rather than consensus. 

Although the systemic approach is not the first doctrine to suggest this 

claim, deliberative democrats who adopt this approach generally refuse to 

define the aim of deliberations as achieving a consensus on controversial 

policy, but rather define it as pursuing a resolution that has normative 

legitimacy. Mutual just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liberation provide the final resolution with normative legitimacy.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enlarges the breadth of mutual 

just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mutual justification happens in 

many sites, and the range of participants in deliberations becomes larger 

because officials in government agencies, memb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media workers, social campaigners and 

more citizens can be included in it. As a result, deliberations conforming 

to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ic approach help to reinforce the legitimacy 

of the final resolution.

In addition, the systemic approach holds that non-delib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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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may lead to deliberative results for the whole system. Election 

campaigns, vot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media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They indeed play crucial roles in improving 

the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qualities of the whole system, although 

they do not set deliberation as their major purpose. These non-delib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actions, through adequate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ites, 

are helpful to improving the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qualities of the 

system. I will take the media as an example to determine the ways in 

which public media and the digital media can realize epistemic, ethical and 

democratic functions by having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s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mini-publ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Besides, I will further reveal 

that real societies are not environments without flaws. Consequently, 

if any actions of media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 media workers ruin 

the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qualities, we can create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edia and other sites in the system to push 

forward the function of supervision and revision or we can lay down 

minimal rules to regulate the non-deliberative actions of the media.

Third, the systemic approach advocat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of 

deliberation. The ideals of deliberation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ree 

kinds of division of labor: deliberative tasks, deliberative functions and 

deliberative stages. Concerning the labor of deliberative tasks, such as 

giving and judging relevant reas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cluding 

diverse perspectives, drafting and deciding laws or supervising the 

effects of legislation, different sites in a system should respectively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tasks. Concerning the labor of delib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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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each site can realize separate deliberative functions. If functions 

conflict, we can consider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issue and prioritize 

these functions through deliberation (Mansbridge et al., 2012: 12). 

Concerning the labor of deliberative stages, the process of deliberation 

includes three stages, listening, structuration and deciding (Bächtiger and 

Parkinson, 2019: 97-102), and each site can play different roles during 

various stages. In this respect,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can improve current practices in which democratic politics overly relies 

on legislatures to deliberate on and decide policy. In addition, dividing 

labor on the task of deliberative stages avoids problems due to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xcessively concentrating on 

mini-publics, which could lead to a lack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insufficient legitimacy.

Based on my research, I would like to summarize as below.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is 

defensible. When each site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can interact well in 

a dynamic way, realize adequate functions in various deliberative stages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we can expect political resolutions that 

have normative legitimacy.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is feasible. It conceptualizes theories from 

the existing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se theories are close to actual 

operations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so it is more likely to shorten its 

distance from reality. In addition,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systems 

requir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for different sites, which is feasible in 

application. As a result, compared to prev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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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systemic approach is more helpful in bringing 

about political unity of a plur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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