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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公民審議如何可能？

—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觀點*

林國明

國立臺灣大學

摘  要

各類形式的公民審議論壇蔚為民主實踐的風潮。現實世界的公民審議，是

否符合審議民主的規範理想，具有包容與慎思的特性而呈現多元觀點？對於這

個問題，程序主義和公民社會觀點提供不同的解答。 程序主義觀點，著重於理

性言說的溝通形式，試圖透過結構化的程序規則， 來創造理想的審議情境。公

民社會觀點的審議模式，則容許比較彈性的溝通形式，關注公民社會場域中非

結構化的公開討論，如何塑造公共意見。本文試圖結合「程序主義」與「公民

社會」的觀點，來分析哪些條件促成和阻礙理想的審議情境。

本文以台灣舉辦過的六場公民會議為案例，來說明、分析一般公民參與的

審議論壇，如何利用程序規則的操作，試圖在審議過程中呈現多元觀點。本文

也借用「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的概念，從介入特定議題領域的社

會團體的動員密度、差異程度和審議傾向等三個面向，來分析公民社會的特

質，如何影響公民會議程序原則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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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分析指出，在特定議題領域中，如果存在著眾多異質的公民團體，

能夠接近政府決策和政策資源，且再現各種差異觀點，表示這個議題具有「多

重公共領域」，那麼，公民會議的運作，比較可能邀請代表不同立場、專業，

又能抱持開放態度進行討論的社會團體人士，參與指導委員會的運作； 也會有

更多背景不同的公民，因為關注高度動員的議題，而主動報名參加公民會議；

各個團體所再現的差異觀點，也成為公民會議所提供的閱讀資料的論述來源；

會議所提供的專家的聲音，也比較能夠達到周延與多元的要求。

關鍵詞： 審議民主、公民會議、公共領域、公民社會、組織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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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

最近十年來，審議民主在台灣，從學術討論擴散到社會實踐，形成一股民

主實驗的風潮。在這股風潮中，政府所贊助的公民會議，無異是推波助瀾的力

量。從2004年到2008年，中央政府針對各項政策舉辦至少12場的公民會議（林

國明，2009a），希望提供知情討論的對話情境，讓一般民眾能夠對爭議性的

議題表達意見，提出解決方案。政府所贊助的公民會議，固然引起一些樂觀

的期待（林國明、陳東升，2003），但也招致一些社會團體和學者的批評。批

評者指出，公民會議可能「排除社會弱勢者」、「不具代表性」、「資訊受到操

縱」、「壓抑差異意見」，而缺乏公眾參與的包容性和意見的多元性（參見林

國明，2009a；黃東益，2008；黃競涓，2008；廖錦桂、王興中，2007；陳東

升，2006）。

這些批評，正是公民會議所立基的審議民主理念，在實踐上所面對的核心

問題。審議民主理論主張，受到政策影響的公民或他們的代表，應該在決策形

成過程中，表達其關切和主張，聆聽不同的觀點，衡量各種論點的合理性。

透過這種審議過程所形成的政策，產生足以服人的立論根據，也才能具有民

主的正當性（林國明，2009b; Bohman, 1996; Cohen, 1997; Elster, 1998; Fishkin, 

2009）。但如James Fishkin（2009）指出的，審議民主理想的落實，得面對幾

個關鍵議題。一是包容（inclusion）：審議的過程是否包容所有有關的聲音與

觀點？二是慎思（thoughtfulness）：參與者是否能夠深思熟慮地考量各種論

點？如果公民審議，如審議民主論者所認為的，有益於民主的運作；而理想的

公民審議，又需要達成包容與慎思的原則。那麼，在什麼現實條件下，公民審

議才能具有包容和慎思的特性？

學術文獻對公民審議的現實條件所做的考察，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源自哈

伯瑪斯（Habermas, 1984）的「程序主義」觀點，在微觀層面上，關注引導審

議過程的程序規則，如何創造理想的言說情境；一種是來自Young（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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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公民社會」觀點，從鉅觀層面關注政治社會環境的權力關係，以及公民

社會團體的行動，如何影響公共審議的動態。國內批評公民會議的社會團體和

學術文獻，往往忽略對微觀過程的考察，① 未能察覺公民會議其實是一種高度

結構化的公共討論方式，有一套程序規則，指引審議程序的操作，試圖讓公民

審議能夠具有「包容」與「慎思」的特質。有鑑於國內批評文獻往往忽略微觀

層面的程序規則，本文的一個寫作目的，是在說明公民會議這類的公共審議活

動，透過什麼程序規則的運作，使得公共討論的過程能夠呈現多元觀點。不

過，我們也要認識到，利用結構化的規則來建立理想的言說情境，這種「程序

主義」的作法，可能忽視鉅觀的政治社會條件如何影響公民審議的運作。哈伯

瑪斯的晚期著作（Habermas, 1996）歷經一個轉向，強調程序主義的公共審議

必須倚賴公民社會的運作。公民社會團體所關注的問題，不但成為公民審議所

討論的議題；公民社會團體的意見，也提供審議過程中所需的基本資訊和多元

觀點。因此，在探討公民審議能否呈現多元觀點，除了考察程序原則之外，我

們還必須關照公民社會的運作特性。不過，哈伯瑪斯雖然強調公民社會對公共

審議的影響，但他並沒有進一步分析何種公民社會的構成特質影響了程序主義

論壇的運作。本文則要提出一個分析架構，來分析公民社會的運作特質如何影

響審議程序的操作，進而影響公民審議能否呈現多元觀點。

質言之，本文試圖對照、結合微觀的「程序主義」與鉅觀「公民社會」觀

點，來分析公民審議過程能否呈現多元觀點。本文將以台灣舉辦過的六次公民

會議為經驗資料來分析：公民會議透過哪些程序規則來指引審議過程？這些程

序規則是否能夠，以及如何使得多元的觀點都能在審議的過程中充分呈現？公

民社會的運作特質，對公民審議的過程又造成何種影響？

① 例如，黃競涓（2008）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批判公共審議對女性造成排除效果，但忽略公

民會議的操作程序如何在參與者的招募程序上顧及性別比例，以及如何在審議程序上提

供平等發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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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兩種審議民主

在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構前，讓我先說明如何從「微觀的程序原則」和「鉅

觀的公民社會」觀點，來探索本文所關注的問題。

審議民主早已從理論陳述進入經驗轉向的階段（Chambers, 2003）。各

種立基於審議民主理念的公民參與模式，例如本文所討論的公民會議，逐漸

在世界各國推廣（林國明，2007）。越來越多的文獻，利用這類民主實踐的

經驗，來探討現實與理想的關聯，分析經驗實踐是否符合審議民主的規範理

想（Bächtiger et al., 2010:32）。要了解哪些現實條件促成或阻礙民主實踐趨

近於審議的理想，我們就得先澄清審議民主的理念內涵。作此澄清並不容

易，因為各方對「什麼是審議民主」，說法不一。Bächtiger等人（2010）將

各方說法，劃歸為兩類，類型一和類型二的審議。他們的劃分，和 Hendriks

（2002, 2006）所區分的「微觀」和「鉅觀」的審議民主理論非常接近。讓我

將Bächtiger等人的類型一審議，和Hendriks所稱的微觀的審議，稱為程序主義

觀點，將類型二和鉅觀的審議，稱為公民社會觀點。

一、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的審議模式

程序主義的審議模式，根源自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Habermas, 1984, 

1991）。這種尋求相互了解的溝通行動，強調包容、平等，以及「講道理、談

公益、求共識」的言說特質。② 理想的公共審議，原則上對所有人開放，參與

者站在平等的地位進行溝通；不管是支持或反對某項主張，參與者都應該從公

益的角度提出別人可以信服的說法，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參與者也必須有開

放的態度，能夠從各方的論點來重新考量自己原先的偏好，願意改變自己的想

② 參考以下著作：Habermas, 1984; 1996; Elster, 1998; Bohman, 1996; Cohen, 1997; Chambers, 
2003; Gutman and Thomps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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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針對共同關心的問題，尋找能被大家接受的解決方案。

那麼，需要哪些條件，才能使得審議的過程，能夠「講道理、談公益、求

共識」，且具有包容與慎思的特質？透過何種程序，才能創造出這種理想的審

議情境？這正是程序主義的審議模式所關注的焦點。如何建構程序規則來促成

理想審議情境，並不是理論的空想。從1980年代中期以後，許多文獻上稱為

審議論壇（deliberative forums）或微型公眾（mini-public）的創新性的民主實

踐，如審議式民調、公民陪審團、願景工作坊，以及本文所要考察的公民會

議，都試圖透過結構化的程序規則的指引，讓公民們能夠進行良好的公共審議

（Goodin, 2008）。

程序主義的審議模式強調理性、公益和共識的言說互動。差異民主論者和

女性主義者，經常批評這種程序主義的審議模式，具有排除性，忽略了政治社

會環境中的權力關係、資源分配和文化支配的不平等，使得弱勢者無法參與理

性的溝通行動，或者，使得他們的觀點和需求，在審議的過程中被消音、被忽

略（Fraser, 1994; Sanders, 1997; Young, 2003）。國內學者也有類似的批評（陳

東升，2006；黃競涓，2008）。

Young（2002）對程序主義觀點的批評最具代表性。她是支持審議民主的

理想的，但她認為，程序主義崇尚理性言說，訴諸共同利益，強調面對面和

秩序井然的互動，這樣的審議模式，可能使審議民主的理想，尤其是平等與包

容的原則，無法實現。Young反對將審議的範圍侷限於國家機構和國家贊助的

單一論壇，公共審議應該是坐落在公民社會中多元的，自發的，非由結構化的

程序規則所組織的溝通場域。公民社會的溝通行動，也不是只有講理，雖然講

理很重要，但我們還需要使用別的溝通的方式，像示威、抗議、抵制、各種非

暴力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以及公共化的藝術形式，讓權力得以揭露在公共討論

中，讓有權者必須為決策行為提出說明（Young, 2002）。

Young的主張，代表一種公民社會的審議觀點。這種觀點把公共溝通的場

域，從國家機構或國家贊助的單一論壇，擴展到公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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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從理性言說擴展到包括修辭、敘事、抗議，以及公共藝術行動等多元

形式，讓各種差異的聲音能被聽見，不被理性言說的形式和公共利益的訴求所

壓制。她認為如此才能使公共審議呈現多元觀點，達到包容與平等的原則。

二、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審議模式的整合

「程序主義」和「公民社會」兩種觀點，對於溝通的形式和場域，有不同

的看法。程序主義觀點，著重於理性言說的溝通形式，試圖透過正式的程序規

則，讓參與者能夠平等地進行知情的討論，達到相互的了解與共識。公民社會

觀點的審議模式，則容許比較彈性的溝通形式，關注社會上非正式的、非結構

化的公開討論，如何塑造公共意見。

晚近有學者倡議應該整合「程序主義」和「公民社會」觀點的審議民主。

例如，Bächtiger等人（2010）指出，「程序主義」的審議是比較少見的時刻。

在大多數的時刻，我們需要公民社會觀點的溝通模式，使用修辭、敘事、抗議

等言說方式，來面對現實世界的不平等，也讓參與者能在一個比較舒服自在

的溝通方式來表達意見。這類多元的審議模式，提供更公平的參與機會，建構

弱勢者參與審議的能力。當這些審議的能力建立起來以後，不同公民群體的觀

點，就可以整合到後來的「程序主義」的審議階段，在程序規則的指引下，審

慎地考量不同的論點和提案，形成集體意見。

Bächtiger等人（2010）雖然倡議「程序主義」和「公民社會」的審議模式

的整合，但他們並沒有分析公民社會的運作，如何影響程序主義論壇的審議動

態。哈伯瑪斯注意到這個問題。哈伯瑪斯的觀點，曾經啟迪「程序主義」的審

議民主觀。在他的晚期著作中（Habermas, 1996），他轉向於結合公民社會與程

序主義的審議觀點。他認為，公民社會的結社活動，指出不同群體根著於生活

世界所關注的問題、利益和需求，公共領域辨明這些問題，透過審議過程，提

供解決問題的方案。 哈伯瑪斯雖然關照到公民社會對公共審議的影響，但他並

沒有進一步分析何種公民社會的構成特質影響了程序主義論壇的運作。Caro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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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riks的著作（2002, 2006）強調公民社會團體在審議能力和傾向的差異，對

微觀的審議過程的影響；本文在這部份受到 Hendriks的啟發。不過，Hendriks

也沒有對公民團體審議能力與傾向的差異，進行細緻的概念分析。我將借助

「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的概念，來說明公民社會如何影響程序主

義的審議動態。

參、分析面向、概念架構與研究個案 

本文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公民會議的程序規則以及公民社會的運作特

質，如何促成或阻礙包容與慎思的理想？在對核心問題做進一步的概念討論之

前，讓我先對公民會議的操作程序作個簡單的介紹，並說明本研究所要分析的

程序面向。

一、分析面向：四個程序要素

公民會議是邀請一般公民來討論具有重大社會關切和爭議的政策議題。舉

辦公民會議，首先是要由不同立場的代表（通常包含公民社會團體）組成「指

導委員會」，負責決定會議的重大事務，並監督辦理的過程。執行機構透過公

開管道招募參與者，從志願參加者之中，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

區，或其他可能影響公民觀點的特質作為分層變項，隨機挑選12到20人來組成

公民小組。公民小組成員在正式召開會議之前，先經由預備會議的過程，閱讀

與議題相關的基礎資料，並透過專家授課，來瞭解政策議題。公民小組在預備

會議的最後階段設定他們要在正式會議所討論的議題。主辦單位根據公民們設

定的議題，邀請不同立場的專家證人來參與對談。正式會議的進行時間大約三

到四天，開放給媒體與公眾旁聽。在正式會議中，代表不同立場的專家證人先

對公民小組提出的議題陳述意見，然後回答公民的詢問。專家證人離席後，公

民小組就政策議題所涉及的爭議，進行審議，互相講理，彼此聆聽，以對政策

爭議形成理性的集體判斷。公民小組力圖從討論中尋求共識，並將他們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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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以及無法達成共識的差異意見，寫成結論報告，向社會大眾公布，並供

決策參考（林國明、陳東升，2003:75-76）。

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知道，公民會議為了促成知情的討論，試圖提供多元

豐富的資訊給參與者，讓參與者能夠了解政策議題的基本事實和爭議所在。多

元資訊的提供，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閱讀資料（或稱議題手冊），使用淺顯

易懂的文字，介紹議題的背景和爭議所在。第二是邀請不同立場的代表和專家

到正式會議與公民對談。 除了閱讀資料的內容，以及專家人選的挑選之外，公

民小組的組成，也影響到審議過程能否呈現多元觀點。誰來報名，以及主辦單

位所設定的挑選公民的原則，影響了參與者的組成背景，也因而影響了觀點的

多元性。

閱讀資料、專家人選和參與者的挑選，這些因素影響到多元觀點的呈現。

社會團體對政府贊助的公民會議的質疑，主要也是針對這些因素：懷疑政府可

以透過控制會議資訊，干涉邀請的專家人選，或介入參與者的挑選，來操縱公

民意見，使會議的結論偏向政府立場。這些質疑，並非毫無根據，確實有些案

例，政府部門破壞程序原則介入公民會議的運作（林國明，2009a）。不過，許

多「操縱說」的質疑，也可能忽略了，或不了解，公民會議的運作，其實具有

一套程序原則來避免操縱的可能，確保審議的多元觀點，作法之一，是成立指

導委員會來決定閱讀資料的內容、專家人選的邀請和公民小組的挑選原則。指

導委員會成員的組成，立場是否平衡，因而影響會議所提供的資訊是否能呈現

多元觀點。

以上的說明指出，有四大程序要素，影響到公民會議的審議過程能否提供

多元觀點：誰來參與審議，閱讀資料的內容，專家人選，以及決定這三項事務

的指導委員會的組成。這四大程序要素構成本文主要的分析面向。公民會議有

一套操作規則在引導這四大程序要素的運作。本文將分析，這些程序規則如

何促進多元觀點？公民社會的特質，又如何影響公民會議這四個程序要素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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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架構：公民社會的組織場域的特質

本文假定公民社會的構成特質影響了程序主義論壇的運作。我從組織社

會學借用「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的概念來理解公民社會的運作特

質。組織場域這個概念，原本指的是生產相同產品或服務的組織以及管制機構

等所有相關的行動者所構成的可資辨識的制度生活領域（DiMaggio and Powell, 

1983）。組織研究者使用這個概念，來分析行動者相互關連的行動與關係特

質，如國家的強制性角色，少數領導性組織對其它組織的權力關係，核心與

邊陲組織的層級差異，如何影響組織的實作行為。組織場域這個概念不但在

組織社會學的研究受到廣泛使用（參考Powell and DiMaggio, 1991; Wooten and 

Hoffman, 2008），也延伸到其它研究領域，如社會運動（Minkoff and McCarthy, 

2005; McAdam and Scott, 2005; Diani, 2012），許多研究者使用這個概念來分析

介入特定議題領域的組織行動者構成的關係系統如何影響運動動態，他們尤其

關注三類行動者在組織場域所構成的關係：（1）支配場域運作利益的行動者；

（2）挑戰場域結構程序和支配者優勢的行動者；（3）在場域層次操縱權力與

權威的組織單位（McAdam and Scott, 2005）。

借用組織社會學和社會運動文獻，我將涉入特定議題領域的國家機構和公

民團體的互動所構成的溝通行動領域，稱為該議題的組織場域。文獻中對組織

場域的界定，我認為有三個面向與本文的分析目的特別相關。一是場域的稠密

度。在特定組織場域中，「生產相同服務或產品」的行動者，有多有寡。組織

數量的多寡，影響場域層次的關係特性。如果有眾多組織提供相同的服務或產

品，他們彼此之間，以及和其他相關行動者之間，將構成比較稠密的動員結構

和互動關係。在公民社會的議題領域，稠密度高的場域，意味著存在許多公民

團體，透過結社行動以及與國家機構之間的溝通互動，來倡議特定的主張 。

二是場域的差異性。McAdam與Scott（2005）指出，組織場域可能存在具有不

同利益和信念的支配者和挑戰者。在公民社會領域，我們必須辨識介入相同議

題的各個公民團體，是否存在倡導不同信念和利益的差異，還是齊唱單音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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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第三是權力關係和互動模式。這個面向所關注的是，國家機構或強勢組織

對其它組織是否具有操縱強制力？行動者的互動，是透過層級控制、對立衝突

還是合作協調模式進行（McAdam and Scott, 2005）？在公民社會特定的組織場

域，公民團體作為一個整體，和國家機構的權力關係，有相對的強弱之分。有

些組織場域，社會團體能夠制度化地參與政府決策，有些則否；有的在政策議

題上與國家合作，有的則和國家處於嚴重的衝突對立。就社會團體彼此之間的

關係來說，在一個特定的組織場域內，再現差異觀點的社會團體彼此之間的權

力和資源可能是平衡或失衡的，互動關係可能是衝突或合作的。

我認為公民社會組織場域的稠密度、差異性、以及權力關係和互動模式 這

三個特性， 將影響公民會議的四大程序要素的運作。先從稠密度和差異性來

說。在特定議題領域中，如果存在著眾多異質的公民團體，能夠再現各種差異

觀點，表示這個議題具有「多重公共領域」，其活躍的溝通行動，能夠喚起更

多民眾關心他們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因此有意願參與公民會議討論的公民，背

景可能非常多元，不會局限於特定優勢群體。各個團體所再現的差異觀點，也

成為公民會議所提供的閱讀資料的論述來源。異質多元的社會團體如果願意參

與公民會議的運作，擔任專家證人和指導委員會成員的話，那麼，會議所提供

的專家的聲音，比較能夠達到周延與多元的要求，而指導委員會成員組成，立

場上比較能趨於平衡，不但在代表性方面較能獲得社會認可，在決定閱讀資料

的內容、專家人選和公民小組挑選原則時，也較能呈現多元觀點。

再就組織場域的權力關係與互動模式來說，此一特性，影響了公民團體的

審議能力，進行影響公民會議程序要素的運作。社會團體如果能夠制度化地參

與政策決定過程，取得政策訊息，將能夠強化他們的論述資源和參與審議的能

力，讓他們的觀點在公民會議中化為專家的聲音，寫入閱讀資料。如果社會團

體相對於國家，或異質性的社會團體之間，存在論述資源和權力的不對等，可

能使得某些特定觀點，因為缺乏專家代理人，或無法發展相對完整的論述，而

在公民審議中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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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社會團體之間，以及社會團體彼此之間的互動模式，也影響公民團

體是否願意參與公民會議的審議傾向。有學者指出，從事社會運動的倡議者，

可能不是好的審議者（Hindriks, 2002; Young, 2003）。 社會團體經常透過策略

行動來追求他們所代表的特定利益，程序主義強調的理性言說特質，可能與

社會運動和利益政治「調性不合」，而引起社會團體的質疑和反對，他們可能

拒絕參與甚至抵制程序主義的公民會議（Hendriks, 2002）。不過，公民團體對

程序主義的公民審議的態度，其實是受到組織場域中社會團體與國家的互動關

係，以及社會團體之間的溝通行動所影響（林國明, 2009a）。公民社會團體如

果有參與政府會議和決策過程的機會，可能使社會團體暴露在多元觀點中，與

不同意見者有更多的合作互動經驗，這些經驗可能轉化為支持公共審議的傾

向；如果社會團體在決策過程遭受排除，也無法取得相關的決策資訊，可能採

取對抗性的行動策略而反對公共審議。社會團體在特定議題領域中，可能與不

同立場的團體有過合作、協調與對話的互動關係，有的團體則可能長期限於敵

對，甚至是價值對抗的衝突；這些公民社會的溝通模式，影響到社會團體是否

願意與抱持不同觀點的團體進入公共審議的場域，進行對話。社會團體如果具

有因為與國家以及其他團體的互動經驗，而形成反對公共審議的傾向，而消極

地不願參與公民會議的運作，例如，不願意擔任指導委員會委員或專家證人，

或積極地進行抵制以毀損公民會議的正當性，都將妨礙公民會議形成多元的觀

點。

三、研究個案與資料來源

本文的經驗案例來自幾個政府所贊助的公民會議，包括：代理孕母、全民

健保、基因改造食品、性交易、廢除死刑和高雄跨港纜車。選擇這幾個個案作

為研究對象有幾個原因。第一，這六個案例都由台大社會系所主辦，採用相同

的程序原則。公民會議雖然有一套運作程序，但不同主辦機構在實際操作上還

是會有程序的差異（林國明，2009a）。以同一機構所主辦的會議作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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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以消除程序差異因素的干擾，而探討程序原則和公民社會特質的共同運

作，是否能達成理想的審議情境。第二，這六個個案，在組織場域的三個面向

上有所差異，可讓我們探討公民社會組織場域的不同特質對公民會議的程序要

素的運作所產生的影響。

本文所分析的六場公民會議，在議題組織場域的稠密度、差異化，和權力

關係與互動模式構成的審議傾向等面向上，有所不同。我利用聯合知識庫，以

關鍵字查詢代理孕母、全民健保、基因改造食品、性交易和死刑五場公民會

議，③ 在召開前一年，媒體的報導提到介入該議題的社會團體的篇數、團體名

稱與個數，結果如表一所示。表一可以顯現議題組織場域在稠密度方面的差

異，例如，介入全民健保議題的團體很多，介入基因改造食品議題的只有一

個。

另外，我透過深度訪談和其他資料來源，了解介入特定議題領域的社會團

體的屬性、主張，社會團體和國家組織之間，以及社會團體彼此之間的互動模

式，而對組織場域的差異性，和審議傾向做判斷。差異性的判斷較為容易，作

者有充分的信心。審議傾向指的是，就整個場域相關行動者的權力關係和互動

模式來說，社會團體相對於國家，以及異質性的社會團體，是否具有提出論述

的能力，以及社會團體參與公民會議審議過程的意願。審議傾向高，表示這個

場域中的社會團體一般而言具有提出論述的能力且願意參與審議論壇的運作。

這個面向的綜合判斷較為困難，可能失之精確，不過我會在個別案例中說明。

表二試圖呈現六個不同議題的組織場域在稠密度、差異化和審議傾向方面的變

異。讀者會發現，我將這三個面向做「高」和「低」的區分，但六個議題並沒

有窮盡屬性的變異。事實上我的分析案例並沒有「稠密度高，差異性低，審議

傾向高」，以及「稠密度低，差異性低，審議傾向高」這兩種邏輯上可能的類

③ 高雄跨港纜車因為是縣市層級的議題，比較難上全國性的版面，無法與其他議題做比

較，所以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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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新聞報導中介入公民會議議題的社會團體

涵蓋期間
議題領域使
用之關鍵字

總筆數 /  
提及社會團
體的筆數

所有提及的社會團體名稱

20040101-
20041231

全民健保 409 / 67

精神科醫學會、康復之友聯盟、製藥發展協
會、藥師公會全聯會、台南市醫師公會、全國
總工會、陽光基金會、泌尿科醫學會、罕見疾
病基金會、南投縣基層診所協會、公立醫院協
會、世界展望會、台灣省醫師公會、基督教路
加傳道會、兒童牙科醫學會、台中市醫檢師公
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
會、中華民國地區醫院協會、台灣人權促進
會、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同志諮詢熱線、
基層醫療協會、台北市醫師公會、器官捐贈協
會、腎臟基金會、感染症醫學會、護理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台灣急診醫學會、台灣醫療改革
基金會、中華民國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台北市
西藥代理商公會、台灣區製藥公會、中華民國
西藥代理商公會、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
會、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全民反健
保雙漲大聯盟、全國鄉鎮市民代表會聯合會總
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醫院協會、醫學中
心協會、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地區醫院
協會、人安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基督教恩友
中心、血友病協會、腎友會、全國鄉鎮市民聯
誼會、苗栗縣鄉鎮市長聯誼會、台灣醫學會、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民間監督健保聯
盟、台灣血液基金會。

20030901-
20040831

代理孕母 45 / 5
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
會、主婦聯盟台中工作室、生殖醫學會。

20071001-
20080930

性交易 or  
性工作

605 / 13

性別人權協會、台灣終止童妓協會、婦女救援
基金會、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監督聯盟、兒福
聯盟、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婦援會、勵馨基
金會、推動縮減性產業聯盟、廢法聯盟。

20071001-
20080930

死刑 or 廢死 272 / 4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人本教育基金會。

20070601-
20080531

基因改造 78 / 1 消基會。

資料來源： 聯合知識庫（包括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U報；全民健保及代理孕母增

列當時尚未停刊的民生報、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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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議題組織場域的特性

議題
組織場域特性

稠密度 差異性 審議傾向

全民健保 高 高 高

性交易 高 高 低

跨港纜車 高 低 低

代理孕母 低 高 高

死刑 低 高 低

基改食品 低 低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型。不過，這六場公民會議是我所能搜集到的，能夠控制程序因素的干擾（由

同一機構主辦），又能呈現組織場域特質最大變異性的案例。

表一和表二顯示全民健保、性交易除罰化和高雄跨港纜車這三個公民會

議，都是社會團體動員程度高的組織場域。介入全民健保議題的社會團體，不

但為數眾多，而且具有差異性。主要團體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付費者和使用

者；醫療提供者有依部門（西醫、中醫和牙醫）、層級（醫院和基層診所）、

專業別（醫師和其他醫護人員）以及專科別（各醫學會）而組織的團體；付費

者有各種職業別的社會團體；使用者包括各種病患團體和消費者組織。醫療提

供者和付費者等不同立場的團體經常共同參與各種全民健保議題的委員會，有

制度化的管理接近政策決定。整體而言，場域的行動者提出論述的能力和參與

審議的意願都很高。

性交易議題也是個具有高度動員和差異化特質的組織場域。介入這個議題

的，包括許多婦女、性別和人權團體；婦女運動團體，在1997年之後，因為公

娼議題而分裂（范雲，2003），在性交易應否除罰化這個議題上，有對立的觀

點。這些對立的婦女團體，雖然均有論述能力，但因為過去分裂的經驗，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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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而難以理性對話，使得某些婦女團體不願意參與審議論壇，場域的審議傾

向偏低。

高雄跨港纜車議題是個高度動員，稠密度高，但差異化低的組織場域。前

高雄市長謝長廷將興建跨港纜車納入「高雄國際觀光港旅遊線計畫」，並前後

委託中山大學和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做規劃。興建跨港纜車的計畫引起高雄市許

多環境和文化團體的反對，動員團體包括：綠色協會、柴山會、高雄市文化導

覽協會、海汕文化工作室、文化愛河協會、野鳥學會、衛武營公園促進會、高

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等，為數眾多。但是，並沒有公開倡議興建纜車的社

會團體。反對興建纜車的社會團體無法從政府部門取得纜車規劃資訊來提出有

證據基礎的論述，也對高雄市政府辦理公民會議抱持疑慮的態度，場域的審議

傾向也是偏低。

與前面三個公民會議相較，代理孕母、是否廢除死刑和基因改造食品都是

稠密度低的議題。在代理孕母議題方面，婦女團體對於代理孕母是保障女性的

生育權、促進母職多元化，還是將「子宮商品化」，增加剝削代理懷孕的貧窮

女性的機會，一直存在著爭議。不過，這些存在於婦女團體的爭議，並沒有被

高度動員；並沒有婦女團體，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來推動開放代理孕母。倡議

開放代理孕母的，除了生殖醫學會等相關醫事團體外，主要是陳昭姿以己之力

大聲疾呼，喚起公眾注意。反對者，除了關注婦女健康議題的台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之外，也沒有社會團體進行公開行動。在這個有差異但低度動員的議題

領域，審議傾向卻很高。不同立場的婦女團體曾共同連署，要求衛生署就代理

孕母議題舉辦公民會議；主張相異的各方，也具備相當的論述能力。

由人權團體、司法改革團體和學術單位共同發起的「廢除死刑推動聯

盟」，是倡議廢除死刑最主要的社會團體，透過舉辦各種座談、研討會、影

展、個案救援，以及其他形式的溝通行動，試圖促發社會對廢除死刑的公共討

論。相對於此，出現在公眾媒介反對廢除死刑的，主要是幾位具有指標性的被

害人家屬個人；透過持續的行動提出反對廢除死刑的論述的團體很少，偶而會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多元的公民審議如何可能？  153

臺
灣
民
主
季
刊

介入的是有些以被害人之名成立的團體，如白曉燕文教基金會，或保護被害人

的組織。主張廢除死刑的人權團體，有高度的論述能力和對話意願，相較之

下，反對廢死的團體比較無法提出完整堅實的論述。除了論述能力不均衡之

外，反對廢死的社會論述也經常無法與主張廢死的一方進行理性對話，我因此

判斷這個議題場域的審議傾向是偏低的。

基因改造食品在2004年強制標示之前，有些環保團體和消費者團體介入這

個議題：例如，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和消基費曾多次對市售食品是否具有基因

改造成分進行抽檢，公布報告，引起關注；社會團體要求政府「必須對國內基

因食品的流通情況進行調查」（鄭朝陽，2000）。由於基因改造食品的爭議，

大都集中在是否強制標示，台灣政府在2004起採取黃豆、玉米包含特定含量的

基因改造成分必須強制標示的政策後，解消了社會團體在這個議題的動員能

量。除了主婦聯盟，很少有社會團體持續關心這個議題。反對基因改造食品的

挑戰團體少，力量弱，也就沒有支配者出面與之抗衡，使得場域的差異性低。

孱弱的動員力量也阻礙社會團體發展反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論述能力，整個場域

的審議取向是偏低的。

以上對這六個個案在議題的組織場域特性，做了簡要的說明。要提醒的

是，我的分析方式，並不是要將這六個個案建構成特定組織場域模式的典型案

例，然後比較不同組織場域的模式在達成審議多元性的差異。也就是說，我的

分析目的，並不是針對「審議多元性」的差異做跨個案的比較，因為我缺乏可

靠的指標來估計每場公民會議多元觀點的差異程度。再者，每個個案，組織場

域的特定面向，都可能程度不一地影響四大程序要素的運作。多元觀點的呈

現，是組織場域特性與程序要素在特定脈絡中結合互動所造成的整體效果。我

們很難只從組織場域不同面向的特性所構成的綜合測量，來估計這些因素所產

生的整體效果。我的分析，是要引用這六次公民會議為經驗素材，闡明組織場

域的特定面向，如何影響公民會議的程序運作，目的是要證成公民審議的程序

原則無法脫離公民社會的運作條件而創造理想的言說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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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使用的資料，除了作者的參與觀察之外，也來自可供檢證的實徵資

料，包括：每個公民會議案例的執行團隊工作會議記錄與參考資料；指導委員

會會議記錄與參考資料；閱讀資料，包含各版本修正記錄；正式會議與預備會

議逐字稿；與指導委員和專家聯絡的書面紀錄；公民招募、報名資料與挑選會

議的記錄；參與公民的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指導委員與專家的深度訪談等。

文字記錄不夠清楚的地方，則查詢錄音檔或影像檔。

以下進入本文的分析。我將依序從指導委員會的組成、公民小組的招募與

挑選、閱讀資料的撰寫，以及專家人選的邀請四個面向，分析公民會議的程序

原則，以及公民社會的特質如何影響程序操作。

肆、誰來決定？指導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

一、指導委員會的組成

讓我先討論第一個程序要素，指導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前面提過，閱讀

資料的內容，專家人選，以及公民小組的挑選方法，這些事項關係到公民會議

能否提供多元、平衡的對話，因此，不宜由接受政府機構委託的執行團隊（主

辦單位）來決定，必須交由獨立運作的指導委員會來決定。指導委員會的成

員，除了主辦單位的計畫主持人之外，還邀請相關議題領域的學者專家和社會

團體代表來組成。指導委員會的人數，大約六至七人，成員的挑選，通常會考

慮幾個因素，一是專長互補性。某些議題的爭議焦點，牽涉到特定的專門知識

領域，例如，代理孕母，涉及生殖醫學、民法親屬關係、醫療倫理和女性權益

等領域；基因改造食品，涉及環境風險和健康風險的評估。理想上，指導委員

會的成員，應盡量涵蓋關鍵知識領域的專家。二是立場的多元性。公民會議都

有個核心議題，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應該包含對核心議題有不同立場的人士，

例如支持或反對開放代理孕母、自由開放或嚴格管理基因改造食品。 指導委員

會成員的組成，必須同時考慮專長互補性和立場多元性，這種程序原則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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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是：因為委員的組成涵蓋各個相關領域，代表各方不同觀點，透過委員的

思辨討論之後所提供的資訊內容，在事實層次上，能夠接近真實，在利益衝突

和價值爭端方面，能夠包含各方觀點。

二、組織場域與指導委員會的組成運作

執行團隊在聘請指導委員會委員時，先分析議題領域中相關的專家人選，

以及社會團體所構成的組織場域的特性。組織場域的稠密度和差異化這兩個面

向，對指導委員會人選的挑選，尤其重要。稠密度和差異化程度越高，表示有

眾多代表不同價值和利益的團體介入公民會議所要討論的議題，執行團隊也就

比較容易從社會團體中邀請兼顧立場的多元性和專長互補性原則，又被廣泛認

可的代表，來擔任指導委員。

全民健保和性交易除罰化這兩個公民會議，都是社會團體動員程度高，又

具有差異化的組織場域，因此工作團隊很容易找到代表不同立場和社會團體。

由於全民健保公民會議所討論的核心議題在解決財務危機，醫療提供者和付費

者/使用者，對這議題有差異的觀點。執行團隊邀請了醫院和基層診所的醫療

提供者代表，以及兼具勞工團體身分（勞工陣線秘書長）的「監督全民健保聯

盟」召集人，和消基會律師，作為付費者 / 使用者代表，四位社會團體代表出

任指導委員會委員。在性交易議題方面，主辦單位也可以找到能夠獲得認可，

代表差異觀點的社會團體領導人（支持除罰化的婦女新知和性別人權協會，反

對全面除罰化的勵馨基金會和婦女救援基金會）出任指導委員。由於介入的社

會團體相當多元，擔任指導委員的社會團體代表，也就比較能顧及專長的互補

性，例如，四名社會團體代表的專長，涵蓋了性交易除罰化這個議題所涉及的

警政、婦女販運與救援、多元性向、性別人權、工作權與性別主流化等。

在高雄跨港纜車這個「稠密度高、差異化低」的議題上，許多社會團體動

員反對興建纜車，但缺乏主張興建纜車的團體。主辦單位邀請反對興建纜車的

社會團體推派兩名代表參加指導委員會。環境生態團體經過開會討論後，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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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山大學教授和一位律師來參與指導委員會的運作。至於支持興建纜車的

社會團體代表，則不知道要邀請誰。主辦單位只得請高雄市政府推薦。高雄市

政府建議兩位工商界的代表，高雄市工業會監事會召集人和觀光協會理事長。

觀光協會理事長雖然答應擔任指導委員，卻缺席所有的會議，使得代表差異觀

點的社會團體在指導委員會的實際運作上有人數失衡的狀況。

是否廢除死刑雖然爭議大，卻是社會團體稠密度低的議題。前面提過，很

少有社會團體透過持續的行動提出反對廢除死刑的論述。因此，執行團隊初期

在尋找反對廢除死刑的指導委員人選時，遇到些困難；即使要找到反對廢除死

刑的學者，也不容易，因為根據徵詢的學者表示，「廢除死刑被認為是相對比

較進步的理念；法律學者即使是反對廢除死刑，也不太願意公開表態。」④ 經

過多方徵詢，才邀請了警察大學教授許福生和白曉燕基金會董事陳淑貞律師擔

任代表反對廢除死刑立場的指導委員。

基因改造食品在2004年強制標示之後，社會團體就很少介入關心這個議

題，以致於在2008年舉辦的基因改造食品公民會議，除了還在持續關心基因改

造食品議題的主婦聯盟之外，工作團隊找不到其他介入這個議題的社會團體代

表來擔任指導委員。而在代理孕母這個有差異但低度動員的議題方面，執行團

隊在尋社會團體代表參加指導委員會也遇到困難。

從以上簡單的考察，可以知道，公民會議討論議題的組織場域的稠密度

高，差異程度大，主辦單位越可能在兼顧多元、周延與專業的原則下，邀請到

足夠數量的社會團體代表參加指導委員會，如表三所示。社會團體代表人數不

足，就只能以學者專家為替代選項。指導委員會的成員如果全由或絕大多數由

學者專家組成，可能會違反以程序原則促成理想審議情境的一些預設。首先，

雖然學者難脫立場選擇，但有的可能不願公開表態，或以隱晦的方式表達偏

好，這使得學者組成的指導委員會可能無法反映多元立場；第二，學者對特定

④ 是否廢除死刑公民會議第二次工作會議記錄，200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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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價值與利益的關切程度，可能不若連結生活世界的社會團體那般深切；

在審定閱讀資料、公民小組挑選原則和專家證人人選時，也可能缺乏必要的資

訊。這點我們在下面的討論會進一步闡釋。第三，學者因為對議題利害關係的

感受不若社會團體深刻，可能不會有強烈的義務感要出席每次指導會。從表三

可以看出，動員程度高，差異程度大的組織場域，如全民健保和性交易是否除

罰化，沒有指導委員缺席會議；動員程度低的議題，缺席比率高；而有缺席記

錄的，大都是學者，而非社會團體代表。前面提過，設立指導委員會來決定重

大事務這種程序原則的基本假定是，因為委員的組成涵蓋各個領域，代表各方

立場，因此能夠提供比較接近真實的資訊，包容各種差異的觀點。但如果委員

本身的組成，因為議題組織場域的特性，無法涵蓋適量的社會團體代表，可能

造成立場不夠多元，資訊不夠充分，甚至缺席會議，使得呈現多元差異觀點的

理想無法實現。

除了社會團體的動員程度和差異性之外，組織場域中社會團體的審議傾

向，也影響指導委員會組成運作。有些社會團體，對抗性格強，長期與政府

機關互動經驗中，形成對政府的不信任，因而對於政府贊助的公民會議，抱

表三　議題的組織場域特性、指導委員組成與出席狀況

組織場域特性 指導委員
人數

社會團體
代表人數

出席會議
總人次

缺席會議
總人次稠密度 差異性

全民健保 高 高 7 4 28 0

性交易 高 高 6 4 24 0

跨港纜車 高 低 6 4 18 4

死刑 低 高 6 2 24 4

基改食品 低 低 7 1 28 4

代理孕母 低 高 6 1 24 3

資料來源：缺席會議人次的統計來自各場次公民會議指導委員會歷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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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林國明，2009a）。他們可能拒絕參與公民會議的運

作過程，或者採取策略性的手段來干擾，毀損公民會議的正當性（Hindriks, 

2002）。

高雄有些環境團體對跨港纜車公民會議的介入方式就是個例子。環境團體

對市政府規劃的跨港纜車方案進行抗爭。當市政府決定舉辦公民會議時，對於

要如何回應公民會議，是要參與支持，還是杯葛抵制，環境團體有著矛盾態

度。一方面，他們懷疑市政府舉辦公民會議是要「製造假民意」來解消社會團

體的反對力量，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公民會議來迫使市政府揭露資訊，「蒐

集更多子彈」。⑤ 受市政府委託辦理公民會議的執行團隊與環境團體溝通，邀

請他們推派人選參與指導委員會。環境團體聚會協商，決定「先介入，再看著

辦」的策略，推派兩名指導委員。在預備會議中，有的環境團體在現場觀察公

民的發言，認為多數公民傾向支持興建纜車，於是決定採取杯葛策略。綠色協

會幹部召開記者會，指控高雄市政府操縱公民小組的挑選。執行團隊出席記者

會，說明公民小組的抽選是根據指導委員會通過的原則，採取匿名、隨機的方

式進行，過程全程錄音，市政府沒有介入操縱的空間。環境團體所推派的具有

律師身分的指導委員，曾經參與討論公民小組抽選原則的指導委員會議，也

出席了這場記者會。他呼應綠色協會幹部的指控，宣布退出指導委員會。⑥ 隔

天，多家報紙報導環境團體指控跨港纜車公民會議「黑箱作業」，退出指導委

員會（呂佩琍，2004；崔家琪，2004；蔡佳蓉，2004；劉靜宜，2004）。

並非所有環境團體都同意綠色協會的作法，一位受訪的社會團體幹部談到

了綠色協會的策略行動：

我是不贊成他們這樣做啦，你看報紙報內容，記者對他們的

說法也很不以為然啊。但我了解他們行事風格。這是長期累

⑤ 高雄第一港口跨港纜車公民會議社會團體訪談記錄，2005/01/18。
⑥ 環境團體推派的另一位委員，中山大學教授，並沒有出席這場記者會，也沒有退出指導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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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對公部門不信任；另外一個就是說他們向來是比較關

心政治，有一些動作他們很容易以政治的動作去思考，他們

有執委（即指導委員）在裡頭，會擔心公民會議的結論不是

我要的，卻要替它背書這樣的局面。⑦

這個案例具體而微地顯現，審議傾向較低的組織場域，可能造成公民社會

團體對程序主義的杯葛。這個例子也顯現組織場域的特性和指導委員會運作的

問題。指導委員在討論和參與決定公民會議的事務時，他們的偏好，不必受到

所屬團體的拘束。如果組織場域審議取向低，社會團體推派指導委員人選在指

導委員會的運作中比較容易受到團體的束縛，甚至配合社會團體的策略行動。

如此將違反指導委員會的運作所立基的程序主義預設。

伍、誰來審議？公民小組的招募與挑選

批評者經常質疑公民會議參與成員的組成，可能受到外部（如贊助會議的

政府機關）的操縱，和缺乏代表性。在本節中，我將澄清公民會議參與者的

「代表性」的意涵，以及公民會議透過何種程序使得參與者的組成能夠避免外

部操縱，代表多元觀點。我也將指出公民社會的運作如何影響參與者的組成。

一、公民小組的代表性

批評者經常說，公民會議只有二十個參與者，如何能夠「代表」全體民

眾或特定範疇的弱勢者。但批評者很少指出「代表」的意義指的是什麼。一

般說來，在民主過程中，代表的意義，有兩種主要的模式。一是委任模式

（delegation model），指的是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透過選舉或溝通的機制產生聯

繫，一是描述模式（descriptive model），指的是代表者和被代表者在某些特質

⑦ 高雄第一港口跨港纜車公民會議社會團體訪談記錄，2005/01/18。



Vol. 10, No. 4 / December 2013

160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卷，第四期四期期 (2013年12月)

上的相似性。委任模式的代表，最主要的要素是授權（authorization）和課責

（accountability）（Brown, 2006）。公民會議的參與者，是經由「主動報名、隨

機抽選」的方式，並無「授權」，也無「課責」的要素。委任模式的代表意義

不適用於公民會議。公民小組成員的代表性，因而是描述模式的意義，指的是

參與者和特定群體的相似性（resemblances）。

流行的觀念總以統計的意義來理解「代表者」與「被代表的人群」的相似

性；他們關切的是，參與者在主要人口變項的分布上，是否接近母群體。不

過，公民會議參與者人數有限，不可能具有統計意義的代表性。Mark Brown

借用Young（2002）的看法，認為像公民會議這類的審議論壇，採取的是一種

「社會觀點」（social perspectives）的代表性，而非統計意義的代表性。Young 

的觀點是說：性別、種族和階級等社會範疇的成員，有內部的異質性；團體

屬性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認同和利益。這些範疇相互交織構成特定的社會位

置，佔據這些社會位置的人，會因為共享的經驗，而發展出相似的社會觀點

（Brown, 2006:218-19）。各種社會觀點的呈現，可以讓具有不同位社會位置的

人，透過溝通去了解他們沒有經驗到現實，產生新的想法。因此，一個具有包

容性的公共審議，應該是盡量涵蓋各種社會觀點。

哪些社會範疇所交織的社會位置，會產生與審議議題相關的社會觀點？

這是視議題與脈絡而定的。社會位置由構成不平等的資源分配和權力關係的

社會範疇交織而成（Young, 2002），這些社會範疇，經常是與人口特質，如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等變項相關（Brown, 2006）。因此要達到涵蓋多樣社會觀

點的目標，的確應該在人口變項上盡量具有多樣性。但要強調的是，這和統

計的代表性所重視的參與者人口變項和「母體」的相似性是不同的。如Brown

（2006）所言，涵蓋多樣的社會觀點，目的在促進審議內容的豐富性，而不是

在決策過程中代表特定的利益，因此，不見得要將所有相關的人口變項都包含

進來，也不一定要要求特定屬性的參與人數要符合人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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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小組的抽選

主辦單位通常透過多重途徑來招募參與公民會議的公民，雖然招募管道是

多元的，但是，能夠接觸到報名訊息的，可能集中在某些比較能夠使用媒介資

源或關心公共事務的人群。即使接觸到報名訊息，有意願參加的，也可能集中

在特定的人群，尤其是具有優勢社會經濟地位者。表三列出六次公民會議的報

名者人數，以及報名者在性別、教育程度和年齡等重要人口特質上的差異。從

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公民會議中，報名者的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的比

率都偏高，但偏離情況視議題而定。例如代理孕母和基因改造食品報名者有大

約九成是大專教育程度以上的，全民健保的比率則沒這麼高。其他人口變項也

有集中在特定屬性的失衡情況，但失衡程度同樣因議題而有所不同。例如，代

理孕母公民會議的報名者主要是年輕的女性，全民健保的報名者則有年齡偏高

的現象。

為了達到前面說過的「社會觀點的代表性」，公民小組的組成在人口特質

上，必須有多樣性。如果從報名者名單中隨機抽選，可能使抽選出來的參與者

集中在特定的人口屬性。在挑選公民小組的操作程序上，主辦單位不採上述的

隨機抽選方式，而是先設定每個人口變項的屬性預定抽選的人數，再從符合條

件者隨機抽選至符合預期人數。抽樣技術上，這叫做分層隨機抽象。作為分層

的變項，以及變項的各個屬性所佔的名額，是由指導委員會來決定。

指導委員會可能會設定特定類別人群的參與名額。有些社會團體會動員會

員或支持者參加公民會議，甚至替他們報名。例如，全民健保公民會議就收到

很多來自醫院協會，使用同一個傳真號碼的報名表。有的家庭會同時有好幾個

人報名。因為來自同一個社團和家庭的，可能會有相近的觀點，指導委員會

通常會設定同一社團、同一地址只能有一名參與者。某些與討論議題所涉及的

利益特別相關的職業、地域或其他範疇，指導委員可能會擔心該範疇過度代表

或低度代表，而限定最高名額或保障最低名額。例如，全民健保公民會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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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相關產業人士報名。有的指導委員擔心醫療提供者的利益過度代表，討論

過後決定，挑選出來的公民小組成員，職業為醫療相關產業者，最多不超過三

人。⑧ 再以高雄跨港纜車為例，生態團體推選的指導委員指出，纜車路線所行

經的行政區，居民受到的直接影響最鉅，因此來自纜車路徑行經的鹽埕區、鼓

山區和旗津區的居民，佔公民小組的比率不得少於四分之一（五人），才能適

當反映受到政策直接影響的居民的各種觀點。這個「保障名額」的主張獲得執

委會接受。⑨

再來，讓我說明一下設定公民小組挑選原則最關鍵的一項任務：決定特定

變項屬性所要抽選的人數。前面提過，社會觀點是由結構範疇交織的社會位置

形塑而成的。理論上而言，針對不同的議題，影響社會觀點的結構範疇可能不

一樣。不過，我們可能沒有既存的知識，能夠確定地知道哪些結構範疇的交

錯，會影響人們對討論議題的觀點。但構成不平等的結構範疇，極可能是與一

些重要的人口變項相關連。指導委員會因此必須討論決定：哪些人口變項會影

響人們對討論議題的觀點，而必須作為分層抽樣的類別？本文所觀察的六個公

民會議，都將教育程度、性別和年齡，列為分層抽樣的變項；其他人口變項的

重要性，則視議題而定。例如，代理孕母、全民健保和性交易公民會議的指導

委員會，都認為「居住地區」（分北、中、南、東部）會影響人們對討論議題

的觀點，而納入分層變項；基因改造食品和廢除死刑的指導委員會，則不認為

這個變項對議題態度有重要影響。

我們假定，這些被認為重要的人口變項的交叉組合，代表了特定的社會位

置和觀點。但是人口變項交叉組合而成的特定人群，還是會有經驗和觀點的差

異，因此每種組合都應有適當的人數，才能反映差異。那麼，每個重要變項的

特定屬性，應該分配多少人數，才能使屬性的組合呈現多元觀點的差異？理

⑧ 全民健保公民會議第二次指導委員會會議記錄。
⑨ 高雄第一港口跨港纜車公民會議第二次指導委員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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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如果每個變項特定屬性的人數比率，和該屬性在母群體所佔的比率是一

致的，就會比較接近多樣化的要求。但是，在參與人數很少，以及自願報名者

的人口特質與母群體差異很大的審議論壇，我們很難期待特定屬性的人數比率

與母群體會有「統計的相似性」；硬要這麼做，反而會使屬性的組合失去多樣

性。

以代理孕母公民會議為例，九十二位自願報名者中，教育程度在高中職

（含）以下者，僅有九位。因為高中職教育程度以下的，佔全國人口的比率是

百分之七十，如果按照不同教育程度佔全國人口比率來分配人數的話，那麼公

民小組成員中應有十四名的教育程度是高中職以下。即使這九位高中職教育程

度以下的報名者，不經抽選，全都包含在公民小組中，尚不足應有名額。而這

九位高中職教育程度以下者，可能大多為女性和年齡偏高者。將之全部納入公

民小組，將使得女性和高齡的參與者，過度集中在教育程度較低的範疇，無法

建立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等變項交叉組合的多樣性。

因此，指導委員會在決定每個變項屬性的抽選人數，不會只考慮讓公民小

組的組成在人口特質上與母群體有「統計的相似性」。我們觀察的六個公民會

議，指導委員會同時考量該屬性「佔全國（市）人口比率」和「佔報名者人口

比率」兩項因素，以各佔百分之五十的比重來計算應抽選人數。以全民健保公

民會議為例，國中小教育程度者佔全國人口比率約38%，但在所有425位報名

者中，教育程度為國中小者，僅有24人，約佔6%；加權平均後為22%，因此公

民小組中應有四人教育程度是國中小者。其他屬性也以類似方法計算應抽選人

數。要特別提醒的是，加權的公式並非一成不變；指導委員會可能依據特定的

考量，彈性調整屬性的分類和人數。指導委員會決定重要人口變項的各個屬性

應抽選的人數之後，即由執行團隊根據指導委員會訂定的原則，召開會議進行

抽選。如果有抽中之公民無法參加，則從相同教育程度、相同性別和相同年齡

層中，隨機抽取遞補人選。最後確認名單，組成公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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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社會的運作特質與公民小組的包容性

在前面，我們澄清了公民會議在挑選參與者時，背後所預設的「代表性」

原理，以及扣合這項原理的操作程序。指導委員會的運作與分層隨機抽選的程

序，避免人為介入與操縱的空間；指導委員會所設定的抽選原則，盡量讓參與

者的組成具有背景的多樣化，包容多元的社會觀點。

可是，上述的操作程序，能否使得參與審議的公民再現多元觀點，仍有賴

於公民社會的運作實態。從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指導委員會對決定「誰

來審議」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在前一節也已經看到了，指導委員會的組

成和議題組織場域的特性有關。高度動員和具有異質觀點的組織場域，使得公

民會議比較可能邀請具有公信力的社會團體代表來擔任指導委員。涉入該議題

領域的社會團體，因為利害關切較深，在擬定公民小組抽選原則時，比較會有

周延的、平衡的考慮。以排除相關領域人士和設定特定類別人群的參與名額來

說，全民健保和性交易除罰化這兩個組織場域具有「高度動員和異質觀點」特

性的議題，指導委員會都花了非常長的時間進行討論。例如前面提到，在全民

健保的案例中，有藥廠和醫院協會動員報名的情況，而在指導委員會中引起是

否要將之排除的討論。有的指導委員認為，「這些團體怕是有目的而來，他們

在公民會議裡面會代表團體發言。公民會議不應該是那個樣子，我覺得應該全

部排除」，但來自醫界的指導委員認為，將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完全排除並不妥

當，「你只能說他們是集體報名，但他們還是公民的一份子，可以來參與，我

們也不能斷定說他們就一定代表團體；如果他們要排除，那其他醫藥界的，是

不是也要排除？」這案例經過冗長的討論，才設定抽選結果同一團體最多一

人，醫療相關產業和行業最多總共三人的原則。⑩

除了關切排除原則之外，社會團體的代表也比較會積極地主張受到政策所

直接影響的人群，以及弱勢群體，應該有適當的參與機會。例如前面提到，在

⑩ 「全民健保公民會議」指導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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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跨港纜車公民會議中，社會團體推派的指導委員主張纜車經過的行政區必

須有一定人數的公民參與討論；以及，參與者之中，至少要有一人是小學教育

程度者。

以上是以一些實例來說明公民社會團體的關切影響了指導委員會如何設定

公民小組的抽選原則。這些原則，想要從重要人口變項的交叉組合，來再現多

元的社會觀點。但是，如果報名人數少，以及報名者中，重要人口變項的分佈

與母群體的人口特質有很大的差異，將使得最後抽取出來的公民小組的組成，

在某些變項上，有特定屬性過度集中的現象。以基因改造食品公民會議為例，

報名者僅有81位，其中9位是高中職以下學歷者。這9位學歷較低的報名者中，

有7位是女性。抽選出來的公民中，5位高中職以下學歷者，有4位是女性。盡

管在全體公民小組的組成中，女性佔了一半，但是，低教育程度者過卻過度集

中於女性。這可能引來社會觀點不夠多元的質疑。我們以全民健保來比較。全

民健保公民會議的425位報名者中，有118位是高中職以下的，其中有39人是女

性，約僅佔三成，低於女性佔全體報名者的比率。但是因為報名人數較多，所

以抽選和調整的結果，10位高中職以下教育程度者，有5名男性，5名女性，不

像基因改造食品公民會議，有女性過度集中於低教育程度的現象。

基因改造食品公民會議的例子告訴我們，即使公民小組的組成，在性別、

教育程度和年齡等重要變項的分布，達到抽選原則所設定的預期人數，但是，

如果報名者的人數不夠多，來源不夠廣，那麼，不同範疇的交叉組合，卻未必

能夠實現多元的目標。報名人數和背景，是被公民社會的動員所影響的。當

然，議題是否與民眾的生活世界相關連，影響民眾的參與意願。但是民眾對於

議題的關注是受到媒介所影響的。如果有社會團體介入議題，引起媒體重視與

報導，也比較能夠引起對相關議題的關注，進而可能影響參與的意願。在這方

面，我們雖然沒有充分的證據，但有些初步的資料可供後續探索。表四是各場

公民會議報名人數和報名者的性別、教育程度和年齡分布。結合表一、表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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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似的資訊，我做成表五，對照公民會議召開前一年媒體報導該議題的篇數、

該議題組織場域的特性，以及該場公民會議的報名人數。從表四和表五我們可

以發現，社會團體動員程度高、差異程度大的議題領域， 如全民健保和性交

易， 媒體報導的整體篇數較多，提及社會團體的篇數和個數也較多的議題，公

民會議的報名人數較多，背景也較多元。相較之下，缺乏社會團體關注的代理

孕母和基因改造食品，不但報名人數少，也集中在特定屬性，如女性、高教育

程度和年輕者。⑪ 這說明了程序主義觀點的限制。公民會議是雖然根據一套程

序原則來挑選參與者，但指導委員會所設定的抽選原則，是否能夠充分包容多

元的社會觀點，其實是受到公民社會的運作所影響。

表五　媒體關注、場域特性與公民會議報名人數

議題
會議前一年媒體報導該議題篇
數 / 報導中提及相關社會團體

報導篇數

組織場域
稠密度

組織場域
差異化

公民會議
報名人數

全民健保 409 / 67 高 高 425

性交易 605 / 13 高 高 439

跨港纜車 n.d. / n.d. 高 低 145

死刑 272 / 4 低 高 392

代理孕母 45 / 5 低 高   92

基因改造食品 78 / 1 低 低   8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⑪ 高雄跨港纜車議題缺乏媒體報導資料。死刑議題雖然雖然社會團體動員程度低，但是報

名人數卻不少，有392人，這可能是因為死刑公民會議是和社會團體高度動員的性交易這

場公民會議，同時報名。報名者可以同時報兩場（但被抽中只能參加一場），可能有人報

了性交易公民會時，「順便」也報了死刑公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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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閱讀資料

公民會議為了促成「知情的討論」，提供閱讀資料給參與者，試圖呈現多

元觀點，希望讓參與者能夠了解政策議題的基本事實和爭議所在。不過，不少

批評者質疑，公民會議的主辦機構或贊助單位，在提供閱讀資料時，是否有

意無意地選擇偏向特定立場的訊息，來操縱公民的意見（林國明、陳東升，

2003）？在這一節中，我將說明公民會議透過什麼程序原則來確保閱讀資料能？在這一節中，我將說明公民會議透過什麼程序原則來確保閱讀資料能在這一節中，我將說明公民會議透過什麼程序原則來確保閱讀資料能

夠呈現多元觀點與基本事實；我同時也將討論程序原則的限制。

閱讀資料是由執行團隊撰寫，經過指導委員會大約三次會議的討論和審核

通過。 由於指導委員會具有互補性的專長，也代表不同的立場，繁複的審核程

序，是希望確保閱讀資料在事實的層次沒有錯誤，另一方面，也能「中立地」

呈現各種對現實的解釋觀點和價值立場。因此，指導委員會的討論，通常會涉

及觀點與價值層次的爭議，以及事實層次的澄清與修正。

以全民健保公民會議為例，在價值爭議的討論來說，在審核閱讀資料提

到全民健保的理念時，醫界代表的指導委員說：「除了風險連帶、同舟共濟以

外，是不是也要強調使用者付費的精神，不然大家想說不花白不花，健保就是

吃到飽這樣」。但有其他指導委員認為：「不要過度去強調要自己出錢，這樣。但有其他指導委員認為：「不要過度去強調要自己出錢，這樣但有其他指導委員認為：「不要過度去強調要自己出錢，這樣

社會保險學者會有不同的意見，可以說要負擔一部分的費用，來避免醫療浪

費。用部份負擔這個概念就好，不要說使用者付費」。後者的意見獲得指導委。後者的意見獲得指導委後者的意見獲得指導委

員會通過。又如，初稿談到社會保險財務負擔的基本精神時，指出「有錢人應

該負擔較多的保費，以達到財務重分配的效果」，醫界出身的指導委員認為，

「社會保險主要是互助和分攤風險，要以保險來達成財富重分配的效果，我想

非常困難，有點唱高調啦，我建議還是不要寫財務重分配」。其他指導委員也。其他指導委員也其他指導委員也

同意，「可以提一下量能負擔，所得比較高的人多分擔一點保費，這樣就好，

不要寫所得重分配，使命太高了」。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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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事實層次來說。閱讀資料初稿提到健保支出的擴大時，採用健保局的

說法和數據，指出老年人口、新藥給付，和重大傷病人口的增加，是醫療費用

上漲的主因，並把這三類醫療費用加總，作為醫療費用增加的總額。有指導委

員則認為數據有灌水、誤導之嫌，因為這些數據只能說，「這些人的醫療費用

總共是多少」，不能當做費用增加的總額。其他指導委員會同意這位委員的意

見，不要使用「膨脹的數字」；於是針對這部份的修正做成決議：「除非能夠

精確算出增加的數據，否則，只能在文字上的描述說，老年人口增加，重症病

患或是使用新藥，會增加費用」。⑬

指導委員對於閱讀資料所涉及的事實與價值的爭議，以及內容的周延性和

可讀性所進行的討論，可能發生在字句、段落和整篇結構的層次。在字句層

次，指導委員常會爭論到某些字詞的妥當性。例如全民健保的可閱讀資料使用

到媒體常見的「藥價黑洞」，指的是藥商將特定藥品販售給醫療院所的價格，

和健保局支付給醫療院所的價格之間的差距；這差距估計達數百億，成為政

策關注議題。但醫界出身的指導委員認為，「藥價黑洞」這詞有負面的意涵，

建議使用「藥價差」，而且以文字解釋，「藥價差就是我們所謂的『藥價黑

洞』」。。⑭

在段落的層次，指導委員要求修正的問題之一，通常是訊息不夠完整、敘

述不夠周延，或者是對文字段落所涉及的觀點和事實有不同意見。例如，性交

易是否除罰化的閱讀資料提到婦女團體對台北市廢娼議題的爭議，引用某位學

者的觀點將婦女團體分為兩條路線，有指導委員認為，「這裡說有主張廢娼的

『性別政治路線』，跟反對廢娼的『性解放路線』。我覺得搞不好我們在座的

都不在這個路線裡面。」其他委員也認為不要使用這種過度簡化路線劃分，只

需將不同立場的觀點說清楚就好。⑮

⑫ 全民健保公民會議第二次指導委員會議會議記錄逐字稿。
⑬ 全民健保公民會議第二次指導委員會議會議記錄逐字稿。
⑭ 全民健保公民會議第二次指導委員會議會議記錄逐字稿。
⑮ 性交易應不應該被處罰公民會議第二次指導委員會議會議記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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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的層次上，指導委員的修正意見，通常涉及文章內容的組織是否有

清楚的架構和一致的邏輯。例如，性交易除罰化的閱讀資料中，有兩章分別介

紹八個國家對性交易的管理模式，來說明「懲罰或禁止性交易的模式」和「性

交易合法化模式」。指導委員認為對各國案例的介紹太過瑣碎，缺乏分類架構

來說明不同管理模式的制度特性。根據指導委員會討論的結論，「懲罰或禁止

性交易的模式」，可以依據是否將性交易行為本身入罪，區分為「禁止模式」

或「抑制模式」；「性交易合法化模式」，則可以根據是否將性交易視為特殊產

業而分為「合法制」及「除罪制」。修正後的閱讀資料根據這樣的分類架構大

幅更動，說明四種模式的特性；每種模式，只以一個國家為例來做比較周延的

介紹。⑯

公民會議的運作程序，雖然希望透過指導委員會對閱讀資料進行繁複的審

核，提供周延、易懂，又能呈現多元觀點的資訊。可是，觀點的多元性，不能

「無中生有」，而是來自公民社會的論述資源。公民會議所要討論的，是具有

社會爭議的議題，爭議的各方所抱持的觀點，應該呈現在資料中。可是，立場

衝突的群體，論述的能力可能有所差異，這使得執行團隊撰寫資料時要從公民

社會的論述資源來汲取多元觀點，可能會有失衡的情況。

例如，在「是否廢除死刑公民會議」閱讀資料的撰寫過程中，就遇到公民

社會團體論述能力失衡的情況。這場公民會議的閱讀資料中，有兩章分別介

紹是否廢除死刑的「價值爭議」和「事實爭議」。前者的爭議包括：生命的價

值、應報的觀念、悔悟與寬恕、誤判的可能性、犯罪的社會成因，與國際潮

流；後者的爭議包括：重大犯罪的預防、社會成本、被害人家屬感受、獄政矯

治的可能性等。在每個爭議點，都必須呈現贊成和反對廢除死刑的觀點。可

是，執行團隊在蒐集觀點、撰寫閱讀資料的過程中，卻遇到個難題。在多數的

爭議點中，反對廢除死刑的論點相對較為薄弱，比較缺乏論證的周延和事實的

⑯ 性交易應不應該被處罰公民會議第二次及第三次指導委員會議會議記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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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⑰ 這使得觀點的呈現，可能出現「厚此薄彼」的情況。爭議雙方論點的

失衡，源自公民社會團體的論述能力。雖然根據民意調查，台灣支持廢除死刑

的民眾居於少數，⑱ 不過推動廢除死刑是相當活躍的社會運動，也吸引很多知

識分子和學術界人士投入，因而發展相當充裕的通俗性論述和學術性研究。反

對廢除死刑是散佈的民意，但在2008年以前，並沒有形成組織化的集體行動；

介入公共媒介反對廢除死刑的，主要是些名人和受害者家屬，但並沒有社會團

體透過持續的行動提出反對廢除死刑的論述。由於廢除死刑被認為是比較「進

步」的人權理念，少有學界人士投身於反對死刑的論著。反對死刑的觀點零星

散佈在網路上，但很少以專論的形式對各個相關的價值與事實議題發展出完整

的論述。這使得執行機構在蒐集是否廢除死刑的本土觀點時，遇到反對廢除死

刑的論述相對不足的境況，而必須以國際文獻來補強。

論述能力的失衡，不僅出現在公民社會內部的力量對比，也可能存在於國

家與公民社會之間資訊的不對稱。高雄跨港纜車公民會議就是個例子。高雄市

政府規劃興建跨港纜車的方案，引起社會團體的抗議，認為將破壞文化景觀和

生態環境，並造成工程風險。環保團體雖然對纜車計畫提出整體的看法，在

某些爭議議題，例如工程風險，環保團體限於資訊不足，比較難以針對規劃方

案提出證據充分的質疑。根據環保團體的說法：「其實我們平常有在做資料的

蒐集，譬如說生態、地質跟環境承載，歷屆災變等等之類，也許我們有一些資

料還比市政府還要多，還要完整。我們會以這些平常蒐集的資料作為判別的

基礎」。。⑲ 不過，評估纜車的工程風險，一方面涉及到纜車規劃行經路線的地

質、地形、地震、風力和鹽害等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涉及到設計規劃所做的

⑰ 〈環保團體對跨港纜車計畫之看法〉，2004，高雄市柴山會、高雄市綠色協會、海汕文化

工作室、高雄市野鳥學會、高雄市文化愛協會、高雄市文化導覽協會、高雄市教師會生

態教育中心。
⑱ 參考「是否廢除死刑公民會議」議題手冊中所列的各次民意調查資料。
⑲ 高雄第一港口跨港纜車公民會議社會團體訪談記錄，200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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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站區地質調查、鄰近結構物調查，以及針對施工設計 所作的相關安全規定。

由於環保團體無法取得高雄市政府委託的細部規劃報告，因此，只能以平常蒐

集的地質、環境承載和歷屆災變等「基礎資料」來評估工程風險的可能性，但

無法根據規劃方案，具體質疑設計及施工安全能否確保安全。在工程安全議題

上，以環保團體的說法：「其實大部分我們都是在守，除非說東西已經很明確

出來了，很明確的讓我們知道說可以怎麼打，現在很多東西是不明確的，你哪

裡知道要怎麼打它。拿不到資料，就火力不足啦。開公民會議，就是要逼政府

把資料公開，提供給我們更多的子彈」。。⑳ 由於政府資訊不公開，使得國家與

公民社會的論述資源失衡，因此，主辦單位在撰寫閱讀資料時，也就難以從公

民團體取得充分的風險評估觀點。

柒、正式會議專家人選

公共討論是「解決問題」的過程；這過程需要辨明問題，並找出主題，才

能尋求解決的方案（Habermas, 1996），因此主辦單位必須設定公民會議所要

討論的核心議題；除了核心議題之外，參與討論的公民可以設定他們所要討論

的其他議題。例如，除了要不要開放代理孕母外，公民們還想討論如何協助不

孕的預防與治療、委託者和代孕者的資格、政府的角色等等。在預備會議的最

後階段，公民小組提出他們想到討論的問題。指導委員會根據這些問題的適切

性（與核心議題是否有關）和相關性（與其他問題是否有關），加以篩選，而

合併組成三到四個主題，形成正式會議的議程。每個主題，主辦單位邀請三到

四位嫻熟該議題，代表不同立場的專家，到會場提供不同的觀點，與公民小組

交換意見。專家名單由指導委員會開會提出。不同專業或立場領域，各提數位

人選，排定優先順序，例如，「不孕的預防、治療與健保給付」，可能需要數

⑳ 高雄第一港口跨港纜車公民會議社會團體訪談記錄，200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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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熟悉生殖醫學和健保業務的專家人選：在「性交易應不應該被處罰」的主題

中，必須要根據支持和反對除罰化的立場提出數位人選。主辦單位根據指導委

員會提出的名單，依據優先順序聯絡。有時，會發生指導委員提出的人選因各

種原因而無法與會的情形。這時，主辦單位就要即時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絡指

導委員，重提、討論新的專家人選。

這種程序原則的預設是，因為指導委員來自不同立場和專業領域，由他們

來提出代表不同立場和專業領域的與談專家，可以確保公民們可以聆聽到多元

觀點。可是，公民社會組織的動員程度、差異立場的力量對比和互動模式，可

能影響到程序原則所預設的多元目標能否實現。

以基因改造食品公民會議為例。前面提過，強制標示是基因改造食品爭議

中最大的衝突點。台灣從2004年政府規定特定基因改造食品必須強制標示以

來，反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聲音失去運動的能量，很少有社會團體關注這個議

題。這使得主辦單位不但在邀請反對立場的社會團體代表參與指導委員會遇到

困難，連邀請他們參加正式會議也碰到「找不到人」的難題。在基因改造食品

的「環境風險」這個主題，指導委員會提出幾個環保團體的人選名單。主辦單

位在聯繫過程中，他們紛紛以「對議題不熟」為由婉拒出席，以致到最後，無

法邀請關切基因給造食品環境風險的社會團體代表與會，只能以學者人選代

替。而在基因改造食品的「健康風險」這個主題上，雖然主辦單位邀請到擔心

健康風險的社會團體代表與會，但在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中，公民們反應，與

同場參與討論，強調「沒有證據可以顯示基因改造食品會危害健康」的免疫學

醫師相較，環保團體代表的意見，顯得「經驗證據不足，缺乏說服力」。基因

改造食品這類的科技風險爭議，牽涉到「科學證據」的辯論；反對「無害論」

的風險觀，也必須動員科學論述，而科學社群的「異議份子」，經常是提供反

駁論點的知識來源。公民社會動員越是積極，越是能夠捲動更多科學專家涉入

爭議，提供反對論點；長期關注議題的公民社會團體本身，也比較能夠在論述

交鋒中發展出學院外的「常民專家」，從事科學論爭（Beck, 1992）。基因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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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在台灣是低度動員的議題，缺乏眾多社會團體長期投入關注，因此比較

難在公共論壇中，動員論述資源來反駁「無害論」的科學觀點。

有的議題，雖然有力量對等的社會團體從事論述動員，可是立場衝突的社

會團體在公民社會場域所進行的敵對性互動模式，卻可能使得某些社會團體迴

避在公共論壇中與立場不同的團體人士進行審議。性交易是否除罰化，就是個

顯著的例子。在這次公民會議中，「性交易應不應該被處罰」？和「性交易如？和「性交易如和「性交易如

果不處罰，應該採取的管理模式為何」？這兩個主題的場次，各邀請兩位支持？這兩個主題的場次，各邀請兩位支持這兩個主題的場次，各邀請兩位支持

和反對性交易除罰化的代表與會提供觀點。指導委員會提出許多反對性交易除

罰化的可能人選。在主辦單位邀約過程中，曾經介入反對性交易除罰化的社會

團體代表人選，一一婉拒參加。指導委員不斷提出替代人選，但反對立場者都

不願意出席。直到最後，才有兩位宗教界人士答應出席「性交易應不應該被處

罰」？這個主題的討論。根據會後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公民們大都表示，相？這個主題的討論。根據會後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公民們大都表示，相這個主題的討論。根據會後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公民們大都表示，相

較於支持除罰化的日日春關懷協會執行長鍾君筑和學者黃榮堅教授，反對除罰

化的兩位代表的論點，顯得薄弱。在「性交易如果不處罰，應該採取的管理模

式為何」？這場討論中，只能邀請到同時擔任指導委員的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這場討論中，只能邀請到同時擔任指導委員的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這場討論中，只能邀請到同時擔任指導委員的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

惠容一人代表除罰化的立場與會，但支持除罰化的代表卻有兩人。這種不同觀

點力量不平衡的狀況，在會後引起反對除罰化的立法委員黃淑英的關切，向委

託單位研考會質詢這場公民會議邀請的代表是否意見失衡，不夠多元？執行團

隊還得詳細說明邀請反對除罰化的人選一個個遭到婉拒的過程。

為什麼反對除罰化的婦女團體代表都不願參與這場公民會議的審議？從到

場表達觀點的紀惠容所遇到的狀況，可以顯現端倪。紀惠容在陳述完意見準備

離開會場時，應邀到場說明處境的性工作者小麗堵住她，當面嗆聲：「你為什

麼要害我們？你以為你在幫助我們，其實你是在害我們！你為什麼不放我們一

條生路」！紀惠容在工作人員協助「解圍」下離去，苦笑說：「你現在知道為！紀惠容在工作人員協助「解圍」下離去，苦笑說：「你現在知道為紀惠容在工作人員協助「解圍」下離去，苦笑說：「你現在知道為

什麼其他（反對性交易除罰化的）婦女團體的人都不願意來了吧」？紀惠容在？紀惠容在紀惠容在

會後接受深度訪談所表達的觀點，深刻地顯現出公民社會的運作實態與歷史，

如何影響公民會議的實際操作。讓我花些篇幅來引述，並作為經驗案例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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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談到「小麗事件」和反對性交易除罰化的婦女團體為何不願來參與公民

會議，她說：

這是歷史的痛苦，婦女團體曾經因為這個議題分裂過，

變成無法理性對話。（支持性交易除罰化的社會團體）他們

常常就是帶著公娼姊妹來到我們的發聲會場，每一場記者會

他們就出來，在會上罵，整個會場就很混亂，然後就說我

們是壓迫者什麼的，媒體會很同情他們，就覺得你們到底在

幹什麼。公娼姊妹把我們的話都簡單化，覺得我們是在壓迫

他們，他們並沒有充份的資訊來理解我們，對我們有很大的

誤會。我們對公娼姊妹有非常多的理解跟同情，所以我們也

不想去對他們說你們根本不用這樣子，我們不想在現場造成

衝突，不會想要和他們槓起來。可是這樣子你的訴求就出不

來。像這樣子的歷史經驗，我們覺得很不愉快……

我很肯定公民會議，這一塊是台灣很欠缺的。可是執行

的過程真的要很小心。……性工作者除罪化是非常有爭議

的，而且我所知道的是，要求要性產業合法化的這些組織是

非常主動的，他們不斷去遊說、要求政府，包括總統大選時

去要求馬英九，後來馬英九就說，只要公民會議同意他就

OK。所以你可以了解他們一定會努力去影響公民會議，會

想要積極動員。但是我們另外一邊不同立場的，我覺得是完

全消極的，而且是不信任的，不信任在公民會議裡頭對方可

以和你理性的討論。就是過去那些不愉快的歷史經驗，讓他

們不願意再去經歷被醜化、被汙名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他

們不斷被貼上道德的標籤，他們非常不喜歡這種感覺，所以

他們會覺得說沒必要去參與，從頭到尾就是拒絕參加，我也

不贊成他們這個樣子，我就跟他們講說你們怎麼都不來，你

們應該為自己辯護啊，你看到對方非常的積極的在推動這個

公民會議，但是你這一邊都不參與，怎麼可以這樣子，我就

挑戰他們說你們還是要有聲音啊，不能沒有聲音啊。然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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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講……，反正就是不相信可以在公民會議中可以理性的

對話。這是過去的歷史經驗，傷痕和包袱啊。

坦白說，我覺得這場公民會議執行的過程是有點瑕疵

的，你看，正式會議的人選，就是一面倒啊。但這不能怪主

辦單位，就是邀不到人啊。你看我們（在指導委員會中）討

論是很理性的，想要包容各種觀點，所以會想說要邀誰邀誰

才會平衡，可是在執行過程，就是很難達成，另外一邊的邀

不到啊。我知道助理邀得很辛苦，還掉眼淚，我也安慰她，

我說我知道你的辛苦，但是這裡面有先天的衝突存在，你想

要辦好公民會議真的不容易。有一方是非常消極，有一方非

常積極，你在操作過程就是很難平衡。我覺得台大（主辦單

位）非常盡責，但這個公民會議，就是先天不良。㉑

紀惠容這段話，非常深刻地顯現程序主義審議民主的限制，以及公民社會

的運作如何影響微觀的審議動態。根據程序原則召開的指導委員會，雖然「討

論很理性，想要包容各種觀點」，建議了立場平衡的人選，但在實際運作上，

卻無法在正式會議中，達到呈現多元平衡觀點的理想，因為「這個公民會議，

就是先天不良」。紀惠容所說的「先天不良」，指的是公民社會內部對立的團

體衝突互動的歷史，造成不信任，使得不同立場的團體無法在審議論壇中進行

溝通行動。一方策略性想要影響公民會議的結論而積極動員，另一方則消極抵

制。反對性交易合法化的社會團體，雖然並不反對審議民主本身，但過去的互

動經驗所造成的「傷痕與包袱」，使她們認為，在公民會議這個審議論壇中，

不可能與立場不同的團體就性交易議題進行理性對話，因而拒絕參與。公民會

議因而無法完整聽到另一方的聲音。這個事例告訴我們，公民會議不是在政治

的真空中運作；公民社會的構成與歷史，影響了公民會議的審議過程，也影響

了理想的審議條件實現的可能性。

㉑ 性交易應不應該被處罰公民會議社會團體訪談記錄，2009/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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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當審議民主從規範性的理念進入經驗實踐的階段時，我們面對一個迫切的

問題：現實世界的審議過程，是否符合審議民主的規範理想，具有包容與慎思

的特性而呈現多元觀點？對於本文所關切的這個核心問題，程序主義和公民社

會觀點提供不同的解答。程序主義觀點，著重於理性言說的溝通形式，試圖透

過結構化的程序規則，來選擇參與者，來引導他們在面對面互動的論壇中進行

知情的、相互了解的溝通。公民社會觀點的審議模式，反對將審議民主限制在

單一的互動論壇和理性的言說形式，而比較彈性的溝通形式，關注公民社會場

域中非正式的、非結構化的公開討論，包括敘事、修辭與抗議，如何塑造公共

意見。

這兩種觀點並非全然對立的。晚近，有學者開始整合程序主義和公民社會

觀點的審議民主。例如，Bächtiger等人（2010）認為「程序主義」和「公民社

會」的審議模式之間可以形成正向循環的關係。但Bächtiger等人（2010）是把

「程序主義」和「公民社會」的審議模式分立的場域，他們並沒有分析公民社

會的運作，如何影響程序主義論壇的審議動態和後果。哈伯瑪斯（Habermas, 

1996）關照到公民社會對公共審議的影響。但他並沒有進一步分析何種公民社

會的構成特質影響了程序主義論壇的運作。

本文的重要貢獻，在結合「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的觀點，來分析哪

些條件促成和阻礙理想的審議情境。在探索「多元觀點的公共審議如何可能」

這個核心問題時，本文與過去文獻一個重大的差別，是在指出程序主義的原則

如何促成多元審議的理想的同時，也提出概念架構來分析公民社會的運作實態

如何影響程序主義的審議過程。透過這樣的分析，本文將「微觀的審議過程」

放在「鉅觀的公民社會」中來考察，使我們更能了解程序原則對促成良好的公

共審議的貢獻與限制。

國內各種方興未艾的公民審議活動，是依據「程序主義」的原則進行的。

這些公民審議活動招致不少批評，認為它們的操作無法實現多元、包容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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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認為許多批評者對於這些審議活動的操作程序並不熟悉。因此，本文以

台灣舉辦過的六場公民會議為案例，從指導委員的組成運作、參與公民的挑

選、閱讀資料的撰寫審定，以及出席會議專家人選的邀請這四個重大的程序要

素，來說明、分析公民會議這類的審議論壇，如何利用程序規則的操作，試圖

在審議過程中呈現多元觀點。

但本文也借用「組織場域」的概念，從介入特定議題領域的社會團體的動

員密度、團體之間的互動與力量對比，以及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等三個面向，來

分析公民社會的特質，如何影響公民會議程序原則的運作。本文的分析指出，

在特定的議題領域中如果有許多活躍的、力量均衡的社會團體倡議不同的主

張，而且積極的介入參與政策，那麼，公民會議的運作，比較可能邀請代表不

同立場、專業，又能抱持開放態度進行討論的社會團體人士，參與指導委員會

的運作；也會有更多背景不同的公民，因為關注高度動員的議題，而主動報名

參加公民會議；執行團隊在撰寫閱讀資料時，也比較能從公民社會獲得豐富的

論述資源；安排正式會議的專家時，也能邀請到平衡適當的人選，來提供多元

觀點。反之，如果特定議題缺乏社會團體投入關注，或立場差異的團體力量不

對等，或社會團體無法與聞政策，那麼公民會議的運作，比較難以找到適當的

人選參與指導委員會；報名參加的公民人數較少，且集中在特定社會範疇；閱

讀資料的內容和正式會議的專家人選，也比較可能出現觀點失衡的情況。社會

團體彼此之間，以及與國家部門的互動經驗，如果造成強烈的衝突與不信任，

可能導致特定立場的社會團體拒絕參與或抵制公民會議，而使得審議過程的多

元觀點無法充分呈現。㉒

㉒ 有位審查人指出，議題性質本身（例如發展階段、技術複雜度等）可能影響審議的多元

性。確實如此。本文的寫作目的，是希望以實際經驗證據指出，公民社會的運作，影響

到程序主義宣稱的多元觀點能否達成。本文所用的資料和研究範圍，使本文無法比較在

不同性質的議題中，「公民社會」與「程序主義」的互動如何影響多元觀點的呈現，這

是本文的研究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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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的分析觀點，本文對於公民社會與程序主義的審議過程之間的關

係，提出概念的連結，而做出理論的貢獻。在審議民主的實踐方面，本文也有

重要的意涵。本文提醒審議民主的倡議者，謹守程序規則未必能夠實現理想的

審議；我們必須了解公民社會的運作動態對理想的審議情境所可能造成的阻

礙，而去修正程序原則未臻理想的操作。例如，如果公民社會既有的論述資源

無法提供平衡的資訊，依據程序原則主辦審議論壇的機構，就得設法從其他來

源提供補充性的論述而使多元觀點能夠呈現。認識到公民社會的運作，限制了

公民會議的審議過程能否呈現多元觀點，也使我們在運用審議的結論作為決策

的參考時，保持謹慎的態度。

本文的分析，揭示一個重要的實踐意涵：審議民主的運作，需要「程序主

義」和「公民社會」雙軌並行，交互影響。如果審議民主是值得追求的理想，

那就得有一套規則，來指引誰來審議以及如何審議。但這些程序規則，預設了

參與者進行說理的言說能力，以及互相尊重、容忍異見的公民德性。言說能力

和公民德性是要經由學習而養成的。社會文化條件可能阻礙特定群體習得言說

能力與公民德性的機會。公民社會如果存在多重溝通場域以及多元言說形式的

審議活動，將能形塑行動者的審議能力，也使得不同社會群體獨特的差異觀點

能夠發聲呈現。行動者帶著這些能力和觀點，進入程序主義的審議論壇，進行

溝通。缺乏公民社會非結構化的審議活動對公民能力與觀點的塑造，光是程序

規則，不能創造包容與平等的理想條件。而公民在程序主義的審議論壇中所形

成公共意見，能否產生政策影響，也有賴公民社會後續的公共討論。如此形成

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審議模式的良性循環，是推動民主創新所面對的艱困的實

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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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on in Public Deliberation:  
Proceduralism and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s

Kuo-ming Lin

Abstract
The normative idea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old that diverse views ought to be 
included in public discussion. How can the ideal of inclusion be realized in actual 
practice of public deliberation? The approaches from proceduralism and civil 
society offer different answers. The procedural views, emphasizing rational form 
of communication, attempt to create ideal situations of deliberation by establishing 
structured rules. The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s focus o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s through flexible, unstructure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in multiple layers 
of civil society.This paper combine two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the conditions for 
facilitate and inhibit the inclusion in public deliberation.
In this paper I use six concensus conferences held in Taiwan as empirical cases. I 
analyze what the procedural rules were put into practice to include plural viewpoints 
in deliberation and how they worked. I also adopt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file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society, defined by the intensity 
of mobilization, diversity of positions and power relations to the state, affect the 
working of the procedural rules of deliberative forum like consensus conferences 
that attempt to create ideal situations of deliberation. I conclude that in specific issue 
areas, if there exist a highly mobilized sector of social groups representing plural 
views and gaining access to decision-making power, the public deliberation would be 
more inclusive.

Key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ublic deliberation, consensus conferenc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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