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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丞儀老師： 

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 Cass Sunstein 最重要的觀念，就是審議民主。他對於整個

現代政治的想法，是起源自其對於民主的反省，尤其是在 1980 年代。什麼是審

議式民主？我想會有很多不同的定義。對 Sunstein 來說，民主不只是投票而已。

關鍵是什麼是審議（deliberation）？並不是把嘴打開，然後面對面講話就是審議

（deliberation）。他在後來的研究也提到，我不知道各位對「快思慢想」有沒有

一點概念，他借用 Daniel Kahneman 的想法強調，審議（deliberation）是人的認

知系統二（system 2）的運作。很多時候我們在系統一（system 1），也就是「快

思」、緊急的反應之下，常常受到非理性、偏誤的影響。他認為民主經常需要節

制審慎、經過深思熟慮的過程，去產生的結果。我想這是基本上先對 Sunstein 對

審議式民主的構想，跟大家介紹。 

 

今天很高興有三位講者，這是我們前導活動連續舉辦第四場，到第四場，[講者]

人數最多的一次。首先跟各位介紹，第一位講者是台大社會系的林國明教授。很

多人應該都知道，林老師是台灣最早開始進行審議式民主研究的學者，林老師對

於審議民主的操作也非常熟悉。昨天他在臉書上也稍微先透露了一些今天可能要

討論的方向，我個人覺得非常精彩，也非常期待，他今天所帶來的討論。 

 

第二位是東吳政治系的陳俊宏教授。陳老師是很多領域的專家，我想特別介紹的

是陳老師在過去這一年來，非常努力推動修憲，尤其是從事草根論壇的推動。各

位也知道，修憲的工程在今年六月的時候，因為立法院政黨政治影響之下沒有辦

法繼續往前走下去，但我相信未來台灣還是必須要回到這個憲法的議題，我們今

天也可以聽聽陳老師在過去推動修憲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碰到什麼狀況與困難。 

 

最後一位是呂家華呂小姐，家華是台大政研所的學生，現在是台北市公民參與委

員會的委員，家華在台灣公民審議、公民參與這一塊長期參與。有人說她是「審

議民主之母」，這我不知道適不適合，這樣好像把他的年齡講的老了一點。總之

我想家華在這方面的用心大家都看得到，尤其過去這段時間她參與了台北市政府

有關公民參與的一些設計與制度的討論。 

那我們今天一開始的第一輪，我會請三位講者會各以 15 分鐘，來談一談過去在

台灣參與審議民主的經驗與想法。第二輪的時候，會再請三位用十分鐘的時間，

針對第一輪沒討論到，或是聽到別人的想法後，想要對話的地方。審議民主很重



要的就是對話，所以我們最後也會保留一段時間提出問題，與三位專家一起討

論。 

 

那我們就以掌聲歡迎林國明老師！ 

 

林國明老師： 

謝謝丞儀的安排，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跟大家談談審議民主。丞儀希望我談有關

審議民主是否可以影響公共政策。所以我把第一階段要談的主題聚焦在這個地方。

時間很有限，我主要談的是概念，來引發一些思考和問題，不會有太多的細節，

不足的地方待會可以進一步對話與討論。 

 

審議式民主是不是真的可以影響公共政策？我想這要從「為什麼政策需要公民審

議？」這個問題先談起。我基本上是從民主的正當性來談為什麼政策需要公民審

議。政策決定影響到很多人的價值跟利益，一個政策怎樣讓人民接受、認為它是

正當的，這絕對不是依法辦理、依多數決定，必須要提出一個實質的理由，能夠

讓大家接受。問題是在一個多元的社會，我們大家價值、利益都不一樣，要怎麼

讓各種利益價值衝突的人能夠去接受決定的理由，拆人家房子、佔人家土地、你

要我多繳健保費，決策者要怎麼提出讓人可以同意的理由？政治哲學家 John 

Rawls 有個觀念叫做「公共理性」。就是說，在多元社會中，必須從不同道德立

場和政治背景的人都能同意的理由，來辯護特定的政策。那你要如何各種不同道

德立場、政治背景的人都可以同意的理由？也就是透過審議的方式。剛剛丞儀也

有講到一些審議的基本定義，你能夠聆聽各種不同的想法，讓各種受到政策所影

響的公民可以來參與討論，可以審慎的判斷這個政策所帶來的影響、結果到底是

什麼。讓各種不同價值利益納入考量，才比較有可能提出一個大家能接受的理由，

這就是為什麼政策需要審議的重要原因。 

 

可是在我們政治體系裡，政策絕對不只有透過審議，公民們透過很多溝通的方式

來影響政策，例如說透過選舉、社會運動、社會團體的動員，去表達民意。我們

有像太陽花一樣的直接行動來直接提出壓力，或透過公投這種直接民主的方式來

呈現民意。民主的政治體系有很多很多途徑來給施政者壓力，要他站出來提出理

由，說明為什麼政策是這樣做。這裡面有很多時候不是審議的，有很多時候是靠

力量的，有很多時候是激情的、是訴諸人們感情，或是單純對正義的感受，有些

可能還戴著脅迫的性質，它不是完全審議的。政治體系要達到剛剛所講的理想，

讓執政者提出理由，讓大家能信服的話，它需要各種不同溝通的形式，不是只有

審議，但它不能沒有審議與對話，必須要讓那些受政策所影響的人，他們不同的

想法，被納入決策中被考量。 

 

那整個政治體系裏面，審議所佔的位置是什麼？跟選舉、跟公民社會團體、跟國



家決策體制，他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要去思考這個問題，去看體系裡審議

跟非審議要素之間各種要素的互動關係。我認為很多國家政治脈絡不一樣，社會

條件不一樣。審議在整個體系裡的位置與對政策產生的影響也不一樣。我建議要

從兩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第一，審議是誰來發動、誰來執行？審議可以由政府

直接發動，邀請公民進行討論；也有可能是民間團體自己發動審議。第二個是，

審議的目的是什麼？是明確地要影響政策，還是，不見得要直接影響政策，我只

是想讓民眾能更了解政策，能夠聆聽和包容不同意見，審議是為了養成公民德行，

有這樣的公民德行來關心公共議題，政治人物就不會亂搞，政治人物做決策就必

須提出讓我們能聽得下去的理由，所以它不是直接影響政策，但透過公民在日常

生活中的審議與討論，形成某種公民文化，逼迫政治人物必須為決策講出令人信

服的理由，達到審議的目標。 

 

世界上有兩個國家是這兩種模式的典範。第一個是丹麥，他是由政府發動的，目

標是要影響政策；一個是美國，審議主要由民間機構發動，它直接影響政策的意

圖比較微小，比較是要讓公民更關心了解政策議題。 

 

丹麥審議的體系非常特別，它的科技基本法規定，凡是涉及到社會衝突的科技議

題，在政府做出決策前都必須要進行公共討論，根據這條法律就成立了丹麥科技

委員會，專門負責推動公共討論。科技委員會主要的責任機構就是理事會，它的

組成，除了相關政府機關之外，由各個全國性具有代表性的民間團體一起組成來

做決策，每年徵求提案，哪些事情是很重要、在國家裡大家很關心必須要做審議，

它就會收到成千上百的提案。秘書處就把提案分門別類，請理事會作裁決，每年

選出六到八個對國家重要的提案，讓公民來討論，秘書處就去執行這個方案。基

本上這些討論在國會內議事廳進行，所以國會議員可以就近來旁聽，會議所達成

的結論由向科技委員會向國會委員會進行報告。丹麥是我所知，把審議做得最為

制度化的國家，代議制度和結合，同時，也把國家跟社會做結合。所以丹麥公民

審議是整個鑲嵌在國家制度中。丹麥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丹麥有「開明討論」的

公民文化傳統。在更早於 19 世紀時，農民在農忙後就在所謂 people’s house 人民

會堂中討論，如何改進農業耕作的方式。另外，丹麥是多黨制國家，必須要四五

個黨合起來才能形成國會多數，所以必須要強調共識政治，一個政策如果沒有獲

得大多數民意的支持，將很難在多黨政治中的國會強行通過。另外丹麥也有活躍

的民間社會，在支撐國家與社會間的連結，國家也主動蒐集民意，與社會間有積

極的互動關係。所以丹麥可以制度化，是有很多前提條件。 

 

美國是另一種模式的典型。美國有很多機構，像是 Jefferson Center、Everyday 

Democracy，以及像 Stanford 的審議民主中心，還有國家議題網絡，在各個地方

進行討論。政府基本上除了少數個案，像奧瑞岡要做醫療政策時有一些公民討論，

基本上政府並沒有像丹麥一樣主動發動公民討論。 



 

但美國也間接地去促成了讓政策有審議性質，去提出讓公眾信服的理由。美國之

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有比較活絡的公民社會，也有很多資源，像是民間基金會，

來出資辦理公民審議。另外因為形成公民文化，能夠了解政策問題，政治人物也

比較謹慎。比如在國會中，其聽證制度、議員發言通常要提出公眾能相信的理由。

我曾經研究過美國老人醫療保險政策，我看過國會所有聽證會議紀錄，沒有任何

一個團體是從其本身利益發言，都在談這個案子對於老人醫療的品質、美國經濟

會有什麼影響，必須從公共利益的角度為自己發言。 

 

如果美國政治體系存在了某些要素，其實有很多制度性的措施，比如聽審制度、

資訊公開透明等等。透過很多程序性的安排，讓政治決策有一些 accountability，

能逼迫政治人物為決策說明。 

 

我們來看看台灣的情況。台灣在 2004-2008年，我把他稱作審議民主的黃金四年，

政府發動非常非常多的公民會議，光是在中央就超過十五場，而且政府資助很多

地方跟社區辦理的公民審議，不止是在中央政府也在各個地方，大部分的公民審

議獲得政府經費支出。為何 2004-2008 年民進黨這麼熱衷推動公民審議，這是有

歷史脈絡。民進黨執政後，中央政府決策更開放，包容更多社會團體，包括勞工、

環境跟婦女團體。這些漸漸被納入決策參與團體，要求政府開放更多參與的權力。

所以在體制內政府面對更多壓力，可是當政府的決策被各個團體認為沒有顧到他

們的要求，他一樣會進行體制外的抗爭。所以，民進黨有點內外交迫，體制外的

抗爭與體制內的參與擴大，常常讓很多決策造成猶豫不決。所以民進黨就想尋求

替代性民意，透過召開公民會議來看看民眾的想法，因此把公民會議工具化。 

 

第二個是，在台灣憲政體制下，一個有實權的總統，他所屬的政黨無法在國會取

得多數，而形成少數執政、分裂政府的情況，常常讓很多決策陷入政治僵局中，

這樣的局面讓民眾很不耐，認為政策只問藍綠不問是非、只問立場不問對錯。所

以興起一股要求理性對話的聲音。民進黨也想要用公民會議的方式尋求替代性民

意，來對抗立法院內國民黨的抵制。這些政治脈絡促發民進黨政府推動公民審

議。 

 

當民進黨政府推動這些公民審議的時候，其實是各個機關委託由學術機構和社會

團體進行，這種分散化的權力結構就沒辦法讓審議民主的價值和操作模式在機關

內部鞏固起來。因為沒有辦法建立常態性的法規與 ac 制度監督，有很多公民會

議運作存在很多程序上瑕疵，引起很多社會團體的質疑。行政機關沒有透過一個

機制來正式回應公民會議的結論，他是比較選擇性的，對我有利我就想去做、或

是壓力比較大的就同意採納；如果壓力比較小或是結論與我的政府主張不同的，

那就不去採納。這些採取工具性思維的政府，又發現，本來想解決問題變成拿石



頭砸自己的腳，所以覺得公民會議不是很有用，失去對這個工具的興趣，也更沒

有動力要將公民審議制度化。雖然在 2006 年我們做了一些努力，希望政府部門

透過研考會，或某些制度的建構來形成一些運作慣例，但並沒有成功。 

 

這大概是 2004-2008 的狀況。因為政府把公民審議工具化，很多團體對公民審議

採取不信任的態度，特別是台灣很多公民團體跟政府採取對抗性的做法，認為公

民會議「溫良恭儉讓」，不能產生抗爭的激素，所以並不是很熱衷。 

 

到了 2008 年之後有了一些轉變，也許俊宏跟家華會提到，可能是社會團體對公

民審議的態度和興趣發生轉變，或我們三人都不能談到的，比如說國民黨執政之

後，國民黨是比較不支持審議式民主，但仍維持民眾參與的面貌，所以採取比較

沒有壓力的公民參與形式，像是「公民咖啡館」，環保署辦了很多，後來也延續

到柯 P 上台以後的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在競選時有提到「開放政府」與「全民參與」的觀念，這一兩年來有引起

發酵的作用，待會可以再去談這個問題，家華也有更多的討論。 

我現在要談的是，未來台灣的審議式民主會何去何從？比如說，明年民進黨執政

的話，到底會怎麼樣？雖然民進黨比起國民黨，某些政治領等人比較支持審議式

民主的理念；但民進黨如果取得贏得總統大選又取得國會多數，他並不具有

2004-2008 其所面對的少數執政的政治情境，所以是不是很願意推動公民審議制

度化，我一時還不敢下判斷。另外值得一談的現象是，縣市政府之間，特別台北

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政府，這些對公民參與有興趣的政府，他們會採取

何種做法，這可能是未來值得觀察的方向。 

但我要談的是，不管台灣將來審議民主怎麼走，一個重大的關鍵是公民社會支持

的力量是什麼。我剛剛講了兩種模式，不管美國還是丹麥，都需要活絡的公民社

會才有辦法讓公民審議，不管在民間或鑲嵌在政府，都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才能

夠運作得起來。就像哈伯瑪斯所講，公民審議是公共領域，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共

振版，把我們日常所遭遇的問題擴大壓力，形成論題，造成聲勢，但公共領域的

討論本身不能解決問題，必須要由政治決策體系來接手。政治體系會不會處理，

怎麼處理，那就要看公民社會，如果沒有公民社會的壓力與運作，那公民審議是

沒有辦法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 

 

我認為，台灣要像丹麥的模式，把公民審議完全鑲嵌在政府制度裡，跟代議制度

結合，我覺得這個理想是很好，但可能太遠了一點，不容易做得到。我們的公民

社會也沒有像美國有豐沛資源的基礎，讓民意團體自己來引進公民審議。所以我

比較可以想像的是讓政府的決策更開放，從政府裡引入更多資源，在民間社會裡

去做更多審議。這也許沒有辦法撼動整個決策體制，也許只是在整個決策邊緣。

比如說我們在執行台北市文化部的預算，一個社區三十萬、總共六個社區，對於



整個社區的營造這麼多經費會產生什麼影響？沒有影響的話我們為什麼要做？

因為有這個資源，我們才可以在社區辦理公民審議，讓大家參與，能夠產生一些

發酵、擴散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在很多決策領域，如果我們有更開放的空間讓民

種參與，政府下放更多資源，補足民間資源不足，我們可以在公民社會很多領域

進行審議，來造成他對其他非審議體系的影響。 

 

另外，在整個國家制度結構裡，我們必須要有更制度化的參與設計，例如有更透

明的資訊公開，才能讓民眾取得充分資訊，有管道要求政治人物必須為決策之根

據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比較不從立即性的效果，像是，「這到底有什麼作用？」、

「這到底對決策體制產生多大影響？」這樣子來看這些審議的意義。讓我再強調

一下，要談審議是否能影響政策，我們要看的是，公民討論到底有沒有辦法讓政

策決定提出讓公民信服的理由，如果這些做法對於這個目標有幫助，我就認為我

們在往前進。 

 

陳俊宏老師： 

謝謝。今天非常榮幸幫 Sunstein 教授來台灣做熱身。我們的目的還是希望在下周

Suntein 教授來台灣，將會舉辦一場非常精彩關於審議民主的演講，他有一些自

己親身經驗，在歐巴馬政府的經驗，可以經過今天大家對於台灣經驗的分享，有

進一步的對話。 

 

我今天順著剛剛國明老師的分享，我想有很多可以相呼應，同時也可以在他剛剛

提出的理論上的論證，透過經驗事實來驗證。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關於從

去年 318 國會佔領運動結束後，台灣推動關於憲改的運動。我一直稱作「一場以

憲改為主題的民主運動」，也就是把國明老師談到的審議民主精神注入了這場運

動。今天我最後想跟大家反省我個人的思考，其實來自於剛剛談及的公民社會與

審議民主間的關係。現階段很多人認為憲改議題似乎是很複雜同時也是專業的議

題，事實上這幾年經驗裡，用公民參與方式來進行憲政改造，其實有很多案例。

因為時間關係，我等等也許可以談，在過去這場運動中擷取很多經驗，包含加拿

大卑詩省對於選舉制度的改革，包含安大略省對於選舉制度的改革、包含愛爾蘭、

冰島等等這些國家中公民參與的經驗。我最近也發現，蘇格蘭公投獨立失敗後，

他們現在也想要採取加拿大的模式，重新啟動下一波的憲政改造。所以公民參與

憲改，在很多比較憲法研究中，認為他對於國家，以及民主正當性有重要的影響。

我整理了幾個比較憲法學者所認為，參與式憲改其實對於民主正當性有幫助，另

外也可以豐富許多民主實質上內容，注入到憲法本文。另外，有公民參與的憲法

在憲法的持續性、持久性是有一些幫助，也對於民主的更新有很大的助益。尤其

是 2008 年，不管是愛爾蘭、冰島或是蘇格蘭，他們都在 2008 年金融風暴後，面

臨國家危機下，怎樣去啟動憲政改造。 

 



我今天直接回到台灣的脈絡裡，這場運動在台灣，主要是要推動召開公民憲政會

議作為訴求，這個訴求主要發動者就是黃丞儀教授，在 318 寫了很多文章，提出

這場運動中面對很重要的憲政時刻，台灣面臨憲政認同的危機已經無法透過代議

式民主解決，當時在場內就有提出關於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在這過程中，當時

我其實不太想稱作學運，因為這是一場學生與公民團體參加的運動，場外有 25

個團體在 24 天當中持續進行活動。其中有參與到草根論壇，共同思考有沒辦法

把審議式民主的操作模式放到街頭實施，研發了一些怎樣進行所謂街頭式

（district）的審議模式。當時大家提出關於憲改的決議書，有個重要的考量就是

要「由下而上」的推動這次憲改。所以當運動結束後，公民團體還在思索，要怎

樣把這還沒完成的訴求走下去。當時有 25 個團體憶起思考，該怎麼把這件事情

落實。 

 

在這當中有很多辯論，有些人認為這部憲法如果爛透了，我們為什麼不直接制憲？

這當中當然有很多考量，一方面我們面臨到中國因素，以及來自美國的壓力，再

加上過去長久以來中華民國憲法與台灣間的斷裂關係，存在很大的鴻溝。但過去

我們有很多憲改運動，很多先進寫了很先進的憲法，但因為少了民眾的基礎，到

後來很可惜的，很多非常棒的憲法變成「寫憲法運動」，沒有辦法真正在社會中

重新思索個人跟國家、個人跟憲法之間的關係。 

 

所以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如果能透過公民參與，大幅度的修憲，這樣的意義可以

進一步的展現人民主權，彰顯台灣主體性。所以在這基礎下，我們思索如何在現

有架構下重新進行憲改運動。我們都知道現有修憲程序有非常高的門檻，要有

1/4 立法委員提案、3/4 出席、3/4 同意才有辦法進入第一關；第一關通過後還要

交由公民複決，公民複決的門檻又非常高，比選總統還高。所以現有修憲程序底

下要啟動是非常困難。這兩天我看到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又提啟動修憲，事

實上我看了非常憤怒。今年修憲之所以破局，就是因為執政黨委員強行把 18 歲

公民權綁不在籍投票，一個是憲法層次，一個是法律層次。但在這過程裡，一方

面要求閣揆同意權，一方面又綁不在籍投票。過程中一開始的議程設定就被多數

黨綁架，公民沒有太多置喙餘地。再加上現在修憲過程，公民事實上是陪襯腳色，

被邀請參加十場公聽會，聽完後委員是否採納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我們後來去

整理了國民黨專家對憲改的主張，他們都主張 18 歲公民權、反對閣揆同意權，

但這東西回到執政黨又完全不一樣，所以公民意見收納在現有制度中事實上是形

同虛設。 

 

所以怎樣會讓公民憲政會議成為事實、未來推動憲改的重要機制，當時我們就採

用了審議式民主的大家、也是比較憲法的學者 Jon Elster，他認為理想中的憲改

程序，應該比較屬於沙漏型，因為憲法的修改常常要面對三種性質的角力：激情、

利益及政治計算、以及理性專業的能力。如何一方面融合激情、利益與專業的考



量，其認為理想的修憲程序應該是沙漏型的，也就是公民一開始啟動憲改時就具

有 agenda setting 議題設定的權利，廣納意見才能進入漏斗，透過專家專業，例

如在國會內利益角力，形成一個版本之後，交由公民複決。這樣沙漏型理想的憲

改程序如果成立的話，就表示，公民在上游與下游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這樣

思考下，我們認為公民憲政會議可以做為台灣未來憲改的重要機制，因為它是全

局式的，不像這次被少數政黨設定議題、綁架議題，事實上是透過公民參與的聲

音，呈現許多重要的議題，在這當中就不是個別式、漸進式。我也引用了蘇彥圖

老師的主張。 

 

另外，公民憲政會議可以結合公民複決，就會符合這樣的沙漏型，也就是立法院

是在修憲過程中間的一段，前後這兩端都有公民參與，這樣一方面融合人民對於

修憲的渴望，一方面又符合專業，也可能考量各個政黨間的政治算計。所以當初

我們認為這個運動要搞四年，我們打算從 2014 年推動到 2018 年，因為我們認為

由下而上不是跑龍套，而是如何人民從生活中找出其與體制的斷裂，從生命經驗

中重新思考他跟國家的關係是什麼。我們當時的想法是，九合一大選結束後，蔡

英文主席提出要召開國是會議，所有政黨坐下來思考一個長遠的、真正對於台灣

政治體制比較全面性的思考。本來我們想要進行全國性草根論壇，之後進入公民

憲政會議也就是剛剛所說的上游後，再進入到修憲委員會、院會，最後再交由公

民複決。 

 

但修憲議題從來都不是公民社會來主導，所以在九合一之後朱立倫馬上拋出要修

憲，我們為了因應這些政黨政治計算，我們又跑出另外一個短版，本來希望 2016

六月能達成。但是很可惜，現有修憲程序對公民參與很不利。就我個人而言，憲

法修改的程序跟實質一樣重要，因為透過修憲過程，民主是一個社會學習的過程，

透過社會公民參與式凝聚共識、凝聚政治認同非常重要的過程。所以318結束後，

這 20 幾個團體成立「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希望從草根做起，一場場與大家談憲

法、體制、對於政治的想像。過程中在全台灣，現在想起還滿懷念，過程中很多

辛酸也有很多感動。我們在全台灣辦了十場主持人培訓，目前有四百多位主持人。

我們在有限能力下，辦了 25 場草根論壇，其實有很多公民團體重新找到要如何

面對倡議對象，重新思索與社會的連結關係。我等等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我們討論的議題洋洋灑灑，有關於憲法本文，有一場談到集遊法，邀請警察跟台

權會 NGO 朋友們一起對話，怎樣對未來集遊法的看法。給大家看一個我自己非

常感動的議題。 

 

我們辦了一場身心障礙者談選舉制度改革，這群人都是不同身障類別的人。各位

知道在台灣目前有 103 萬的身心障礙者，但是他們的代表是怎麼產生、誰來代表

他們，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各政黨提出身心障礙者代表，但他們到底是代表政黨



還是代表這些身心障礙者，因此他們認為現有選舉制度的代表性無法被彰顯，所

以他們辦了一場草根論壇進行審議。過程中，這裡面所有人是一樣的，即便是尤

美女立委也是跟所有人站在一樣的位置跟大家思索制度上要怎麼改革，這位要透

過輔助器才能發言，但是他在這邊清楚地把自己的主張呈現出來，非常感動。 

 

另外一部分，在台灣死刑也有很多爭議，很多 NGO 朋友們在 318 之後也開始思

考，公民社會要用什麼方式跟他的支持對象、或他想要對話的對象，形成一種新

的對話方式。包括廢死聯盟也辦了一場，如何重新思索找到跟民間社會對話的語

言，看到了一些不是原本倡議的老百姓的問題。另外一部分，從這個過程中可見

現在年輕朋友進行社會運動、公民參與時，social media 的角色非常驚人。每一

場草根論壇都做了一個軟體，事實上每一場的紀錄都可以在網路上看得到，可以

清楚知道每個人發言脈絡和轉變，是經歷過怎樣的對話。事實上真實地回應了不

同倡議、場次中大家發言的脈絡。 

 

另外，現在很多社會倡議形式與過去有很大不同。我們在丞儀與幾位中研院老師

協助下，我們思考如何讓憲改議題更接近民眾。 

 

因為剩下最後一分鐘，跟大家談我的結論。如果從剛剛國明老師談法中，有很重

要的議題。確實過去民進黨時期，社會運動與審議民主存在緊張關係。所以一開

始推動憲改時，很多人也認為倡議跟審議是對立的不同目標。對於社會運動者而

言，我如果去審議、就會消弭了倡議的正當性，或面對許多改變的可能性，尤其

如果這式剛剛國明老師談到，如果這個制度設計本身遭受到很多質疑時，很多社

會運動者會認為，我幹嘛進入公民會議進行討論。但是至少從我的經驗與我看到

的不同。社會運動與審議民主可以呼應到 2009 年杜文苓老師的文章，彼此之間

回到剛剛國明老師談到 deliberative system 審議體系的概念。若引用哈伯瑪斯這

段話，我認為他認為的公共領域是一個同質式的公共領域，但我另外引用了

Nancy Fraser，他認為公民社會可以提供許多社會不同議題的團體來做不同議題

的呈現。從抗爭到培育式的參與，也存有很多可能性。 

 

另外，社會運動者也利用審議來做為形成議題的重要倡議工具。一方面是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另一方面是 deliberation in social 

movement，也就是社會運動本身也開始用審議尋求內部運動的目標與策略，我

認為這是台灣很重要的發展。 

 

抱歉我佔用太多時間，如果等下還有時間我可以再補充。謝謝大家！ 

 

黃丞儀老師： 

理論上應該回到下一位，但因為要設定器材，我稍微做一下補充。 



剛剛兩位講者其實分別從不同層次談公共政策的審議與憲改的審議。基本上我覺

得我們要區辨兩個概念，一個是參與（participation）  ，以及參與式民主

（participatory democracy），跟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兩個不太

一樣的概念。 

 

我們現在談的很多問題可能會很強調參與（participatory democracy），那會跟直

接民主有強烈的連結。Deliberative democracy 有太多人有不同講法，但是 Sunstein

的 deliberative democracy，基本上是從美國制憲的 founding fathers 的想法，主要

從 James Madison 推導出公民共和主義。其中很重要的是怎樣的人可以構成公民

（citizen）。有些人認為 citizen republicanism 是相當精英式主義的說法，這跟參

與式民主有一些不合之處。第二輪時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討論。順著這個脈絡，接

著討論公民參與的部分，家華有非常多的經驗，就請你開始吧！ 

 

呂家華： 

大家好我是家華！本來丞儀老師給我們三人這三個題目（簡報文字：① 公共政

策制定過程、決策正當性 ② 修憲的草根論壇③ 台北市政府的公民參與等來進

行討論），但我覺得審議民主很強調包容，而且做了公民參與後發現agenda setting

是關鍵，所以我自己又改了一下自己稍後的發言方向。對我來說，其實我在05

年接觸審議民主，是因為青輔會做主持人培訓。後來大概在08年後，今天很開心

以前的老闆林國明老師，在老師所謂的黃金年代，在老師的研究室接觸了大的政

府委託公民會議計畫，之後幾個老師之間輪用，也就是在他們政府計畫或民間機

構計畫中，我進去當他們的助理，後來變成主持人facilitator，又到後來看到跨國

的審議、香港跟台灣運動過程中，審議民主或跟運動、參與之間的矛盾與互為轉

化的過程。 

 

到這幾年我看到的是，技術工具進來後跟審議的關係，還有國明老師談的，地方

政府因為九合一選舉後，或國民黨執政運用了很多資訊界進來的人，經過這些歷

程後，又有一些化學發酵變化。到了這幾年，也是一個女人最重要的十年，我就

是在這裏面看這些，從學習到現在，我在一個反省的階段，所以我現在分享的還

在很混亂整理中。 

 

對我來說，過程中我看到是不同位置會有不同的思考，如果你是國家或地方政府

的治理者，你怎麼看？或在社區中你會怎麼做？以及後來與俊宏合作比較多的是

教學場域，不只大學也包括高中跟國中。最後我想提一些社會運動。但今天我講

到的是，我很不愛念書，所以民主各種定義對我而言我沒有那麼熟悉，但這過程

中我自己的認知比較不是一場會議的主持人，也不是計劃的主持人，我們好像是

在這些領域系統中，不同溝通與串結。所以我們的角色已經不是單一會議或計畫

的主持人，很像是不同介面或政策中間的中介者（mediator）。 



 

因為時間關係，我想談這幾年在治理這個角度來看，我在社區中看到的社會運

動。 

 

治理上，我想凸顯三個，制度架構不是指民間要公民參與，政府就給民間資源即

可，執政者要去思考治理架構怎麼有善於參與式民主的推動。第二個是，公民參

與如何在更前端跟政府資訊公開、開放資料等串接起來，這兩個觀念我等等會一

起講。其實現在各政黨都會推參與民主跟審議民主、開放資料，等一下我會把之

前我們一些曾被小英智庫資訊的想法，關於治理層次的建議，以及連結跟開放資

料資訊人分享的概念結合一起講。但政策治理端還有一塊是，審議民主中過去有，

但比較少處理，可能未來 STS 社群可以進來更多，也就是在相關風險評估政策

中，把科學技術、價值發展跟治理參與如何三塊合起來看。因為越來越多政策包

括食安、環境議題等，這三塊是要一併來看的。 

 

首先談到一個概念是，我們都說對於投票我們有什麼？早期推審議民主最被質疑

的是，談完以後跟決策無關，這一連串是連在一起看。但到現在我們更強調，為

什麼利害關係人、民間團體重要，是因為在前期政策的 agenda setting 是誰可以

做，只有政府嗎？那被政策影響的人呢？ 

 

不管公部門或民間啟動最關鍵的是 agenda setting，從哪裡開始談、知道什麼。這

過程中如何有資料進場、怎麼做學術殿堂的研究、經驗知識累積等，各種不同路

徑的 inform 怎麼進場。討論完之後，政府怎麼回應、甚至有個問題是跟民眾、

利害關係人做出的共同決策、政策操作後後的課責怎麼談？這一個問題我其實還

沒想透徹，但幾個縣市政府政治人物在比誰推動比較快，所以不用幾年，就會遇

到課責性問題。 

 

我把對小英智庫建議的大綱公開，額外話，是因為有人對不同對象講不一樣的話，

我覺得不太好，所以我覺得，現在不管跟公部門或民間談什麼若能資訊公開才是

好的（不是不能跟政黨接觸，只是要揭露談了什麼、要了什麼），把前端怎麼讓

民眾知情、開放資料跟公民參與，不管是否用審議民主模式，這件事情還是斷裂，

目前，我看到的是第一線的技術操作者在做串連，政府、學界還是比較沒有這樣

的意識或能力。為何我會拉開這塊，因為政府資訊公開跟開放資料，從開放資料

有兩個思考端點，一個是從資料出發，一個是從需求出發，從資料出發可能是

big data 或數據來玩出很漂亮的東西，但從需求出發，恐怕審議與公民參與就要

進場。服務急難救助還好，但從議題政策出發時，第一環就要處理公部門，跨局

處、部會、中央地方政府合作，或是串接...坦白說，民進黨如果上來第一個要面

對的是公部門橫向溝通問題。 

 



再來，還有開源社群與議題社群如何串接，在後面的資料中，從議題政策出發會

到了 deliberation 要進場的問題，這一塊在下一階段，跟利害關係社群結合後，

你要處理的是進入到民眾。民眾在這幾年有虛擬世界的網路討論（網民/婉君），

與活生生出現的實體溝通，這些脈絡下，我們跟公部門、政黨執政者要談參與式

民主，中央或地方政府如果沒有把業務主責單位、負責資訊、公關單位拉起來一

起談，以現在很分割的公部門系統，要推參與式預算都很「假邋」（吃力），因為

很多政策無法串接起來。 

 

第二個我想講的，為什麼資料之後的公民參與很重要，尤其是媒介的角色，包括

政府內外、政府內跨機關部會、以及有治理概念的人怎麼跟技術者合作。這三塊

是未來我們提供公民參與或審議民主很重要的。例如，台北市府在做預算視覺化

之前，只有主計處一本厚厚的年度預算放上網，叫資訊公開；開放資料後大家更

了解預算，殊不知不只點擊率變高、資料傳到香港，更重要的是更多人關心預算，

有一百多筆進一步詢問預算的問題資料進來，促成了 25 個局處要再次解釋政策

與預算為何這樣編。透過北市預算視覺化案例，我想講的是，從政府資訊公開、

開放資料到公民參與，如果每一環節都做好，除了有助於下一個環節的推進外，

本身也打開政府跟民眾不斷的溝通；不是靠一場公民會議或參與式預算，而是在

環節中不斷的反饋。你看到的可能是預算視覺化，我看到是下階段如果要推參與

預算讓人們提案，得處理既有政策的 inform，我才有辦法紮實地談下一步的審

議。 

 

開放資料不能只從技術或產業看，一定要回到治理面，因為只提產業是治標不治

本，任何政策、政府系統運轉不起來，許多政策其實就很難推動與執行。之前，

我給小英智庫的建議，包括：第一，現在所有政治人物都只有加法的概念，好喊，

我要參與預算、公民會議之類的，但沒有處理系統負荷能否的問題，很多公務員

朝九晚九，仍無法乘載這些新的業務，無法看到背後的 mindset，只能很形式的

把這些重要的概念當工具跑過場。加法用行政規則都很簡單，但減法要從母法與

更細緻的法規盤點，但卻沒人做。 

 

第二個，民進黨未來若執政，也要面對的是，我同意國民黨對審議民主沒興趣，

但他對開放資料留下很多東西。例如，國發會的網路審議系統跟 g0v 朋友合作，

民進黨對這套系統的態度是什麼？既有系統是很技術，mindset 並非從治理面參

與，但這些東西留在體制內，新政府會不會接收、改變 mindset，或者他們兩黨

態度沒有太大不同？ 

 

第三個是，不管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這某種程度是假議題。如果由上而下的制

度，這個制訂過程跟資源分配中有沒有包容性跟彈性來好好談，透過丟一筆錢到

社區就宣稱是由下而上，我不認為有這麼簡單。這也是我們要給公部門的觀念，



不是一場場的參與預算或公民會議，而是一個政策議題怎麼評估、討論、回應？

你對應的是政策問題的階段，還是政策規劃、合法化或直行或評估，不要就是用

咖啡館或公民會議或參與式預算，要講的是政策本身進行到哪裡、過去政策歷史

你是否揭露？ 

在者，對應民眾參與的階段與模式，有體制內跟體制外，如果體制外還要交代跟

現有體制的關係。最後，到底要處理的組成與範圍，是利害關係人還是不特定公

眾，才能討論處理技術工具有很多種，不應該侷限或特定。同樣是網路，很多是

觀念之後如何導入工具，過去在台灣這九種審議技術台灣都有引進過，公民會議、

世界咖啡館、參與預算等，不管民間跟公部門都有去推動，但我們不能只是提出

看似創新的模式，但仍用舊的內在邏輯去推動，不處理治理內部的系統。公民參

與跟開放資料要被看到的是我們跟政治系統、民間社群、媒體這些觀念推動者，

在不同時期跟這些要推動的政策關係是什麼，這將會某程度影響審議在台灣的發

展。 

 

越來越多政策是這兩個環節要講清楚，像是核能議題，核能流言終結者都很強調

要有證據，他們被當成擁核，很容易他們跟反核團體對立，但我來看，核終關心

的是科學技術，雖然可能不是完全科學本位中心，而他們在攻擊民間團體都是用

打擊偽科學。因此，對我而言，為什麼這個圖要拉開，因為技術層面跟發展價值，

民間團體更關心的是背後能源系統是互相犧牲還是弱弱相殘。大家面對台電、原

能會、技術廠商、以及反核的人，他們處理的是錯綜複雜的問題，審議在台灣要

操作就是要讓各方把話說清楚，而不糾結在一起變成極端而難以對華、解決仍是

要共同面對的問題。這過程中，如何鋪排議程設定、透過架構拉開再去設計議程，

或者只是發一張海報紙下去，讓大家好好討論、或用公民會議等其他模式，這是

很不同的邏輯。 

 

最後，社區與社會運動的簡單結論，社區審議要處理的是突破社區現有問題。十

幾二十年來，不管社造系統、社規師系統、營建署或文化部，都是不斷複製競爭

的問題，或者不同派系怎麼爭資源。審議民主不只是我丟資源、換成某一種審議

模式，模式中要有個很重要的目標是怎麼促進更多合作、從個體到公共，這其實

沒那麼簡單。 

 

第二個，不是把錢丟下去讓他們提案做補助，而是要讓社區意識到我要做決定進

而思考影響決策者，不是把錢丟下去就是由下而上，而是怎麼從社區的思考角度

看整個政策操作。舉例而言，小英說台三線有什麼大政策計劃，有長期幕僚來看

這個開發案，只是他們有無回到在地民眾長期背負的問題是什麼，有沒有詢問在

地真正想要的整體發展方案。 

 

我想簡單談論社會運動，本來想就香港的社會運動跟台灣憲動盟的運動來進行討



論，討論其中社會運動跟審議民主的關係。其實社會運動還有不同類型，粗分有

一種是大型抗爭，一種是持續在做有利害關係人與受迫者的，這幾年或許港臺都

有審議跟運動的關係，大家要看的不是一定會對立，精彩的對我而言是這之中有

可能的矛盾跟互為轉化。到底民間團體的審議要的是什麼？是先處理共識還是獲

得民間支持？民間審議看不到由政府所啟動的決議跟決策（但有時候政府舉辦的

審議也不一定會直接影響決就是了）。但拉回來說，民間辦審議是為了什麼？香

港雨傘運動前想的是什麼？運動後在做的變成什麼？香港現在落區作審議的不

是傳統學術研究，而是運動的核心工作者，你可以想像林飛帆陳為廷不是像現在

只是忙選舉，而是落區到社區裡面去嗎？把基層的審議與民主、選局結合在一起

嗎？我想說的是，某程度上香港比我們晚推審議民主，但整體的政治想像，很值

得我借鏡思考。 

 

黃丞儀老師： 

審議有很多條件限制，例如時間就是，所以三位講者都一直提到受限於時間，所

以無法暢所欲言。另外，家華點到的問題，審議的理念落實到具體情境中，會不

會有政治化的情形？例如，提到各地區去推動，社區推動會不會掉入常態的派系、

地方政治家族政治的問題，俊宏剛才有張照片是尤美女立委，今天顧立雄律師也

在這裡審議，他是雷震基金的代表，也是邀請 Sunstein 來的主辦單位之一。另外，

12/12 下午除了 Sunstein 外，還有政大公行系的杜文苓老師跟 SUNY Buffalo Law 

School 的 Anya Bernstein 老師。 

 

第二輪，大家有很多話都沒講完，我不打算提出太多問題給各位，但剛剛談的很

多方向都有發展的可能性。 

 

例如對家華，我很好奇你怎麼處理資訊，因為 Sunstein 有一個很重要的實驗，他

認為審議不一定會帶來共識，有時候會創造更極端的意見，用台灣舉例就是「藍

的更藍、綠的更綠」，看你跟誰審議。第一場演講在談極端主義跟言論自由時，

他會把這例子講出來，並引用一個跟台灣有關的研究，你很少看到台灣出現在這

討論中，但他引用一個台灣二十年前的研究。我想知道的是資訊，你提到治理的

展開跟資訊有關係，但資訊怎麼散佈或傳遞到不同政治立場跟價值觀的陣營裡，

有時人會選擇自己想接收的資訊，最後會陷入資訊繭，無法聽到不同的聲音。 

 

對於國明老師，其實在 2006 年我在美國念書回國時，就曾回來請教老師關於審

議民主實踐情況。感謝林老師侃侃而談，分享了很多台灣審議民主具體情況。那

時我也提出同樣的問題，就是行政機關操作審議民主時，最後很可能碰觸到合法

性在哪裡？剛剛有提到行政機關沒有推動規範化、或制度化，提供規範把審議民

主容納進去。但即便有這樣的制度，例如環評制度，有所謂環評委員會，那他們

理論上可以更多參與，但環評委員會有無辦法乘載最後決策者課責性的能力



（accountability）？就一個代議民主中，我很好奇的是到最後是誰要為這個審議

的結果負責？也許這個問題林老師可以多談一點。 

 

俊宏的部分中，憲法的討論比政策更困難，因為憲法很抽象。例如 18 歲公民權

是否入憲，不是單純的議題，也牽涉到你會公民權的認知，更抽象的是，憲法基

本權利條款都是很模糊，盡量抱持彈性。這麼抽象彈性的條文到最後要怎麼形成

共識？因為每人想法都不同。很多人也會覺得，很多複雜制度設計問題，例如內

閣制總統制的問題，一般我們常民思考下做出的結論，在具體政治場域中是否能

操作？這也是很複雜的問題。那還是請林老師先開始！ 

 

林國明老師： 

從丞儀的問題開始，可以連結到俊宏跟家華的觀點。 

就像我一開始的問題，也就是公民審議到底如何影響決策？如果公民審議能夠影

響政策，它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裡？我們有民意代表、民選政府，為什麼還要

讓民眾從另外的管道來幫我們做決定？任何國家公民審議都不會有法定約束力，

經過公民討論就成為立法或政策。為什麼我要特別講丹麥的例子，丹麥是公民審

議最為制度化的國家，但公民審議的影響管道也只是到國會中報告結論，國會可

以接受或不接受，但必須做回應，社會可以以此判斷公民審議的理由到底是不是

有道理，國會議員否決的理由是不是可以信服人。也就是說，公民審議影響決策

的正當性，是在一般民眾的政治判斷。所以哈伯瑪斯說，審議創造的是影響力，

訴諸公眾政治判斷的影響力，而不是權力。因此，審議要產生實質的政策影響力，

必須跟其他體系有所互動，必須以公民社會做基礎。公民討論會散會後，政府怎

麼回應、回應是否有理，這要看公民社會是否能對對公民審議的結論持續關注，

監督政府。如果公民社會認為公民審議沒有正當性；公民社會團體本來就在倡議

其他主張，對於跟自己不一樣的結論無法接受，如果公民團體有強烈的抗爭心態，

只堅持自己的信念，不信公民審議所提出的不同主張，當然不會接受公民審議的

結論。或政治人物根本不關切對審議的回應會對選舉有怎樣的影響，他也不必在

乎這些公民會議，那公民會議也不會有正當性。所以公民審議的正當性，要去看

政治體系其他部分與公民審議互動關係。 

 

這就會牽涉到俊宏的問題，社會團體與公民審議不一定是對立的。我最近寫了篇

文章，其實，有很多公民團體對公民審議是支持的，特別是有內部民主機制的社

會團體，能容納內部各種意見、用民主方式形成集體主張的，特別支持審議民主。

公民社會團體對公民審議是否支持的態度，跟團體本身的特質有關。這就是運動

中的審議，運動內部主張不太一樣，團體內部是否能藉由審議整合團體本身意見，

涉及到團體組織本身的文化，越具備討論溝通，以及跟其他團體有信任跟互動的，

這類團體比較可能孕育出支持審議民主的力量。有些團體比較堅持對抗性、倡議

性特色。審議和倡議的張力，會一直存在。但審議民主發展會不會有公民社會支



持？我認為要看公民社會體質長什麼樣子。  

如果公民要審議影響政府政策，不管民間還是政府推動，他們需要什麼條件？家

華講到資訊就是重要的條件，要瞭解政策內容、政策相關資訊不能不開放。但問

題是，民眾透過什麼脈絡理解、討論是一個重點。家華提到一個重點，透過公民

審議影響政府政策，而且要鑲嵌在政府機構裡面的話，會牽涉到很多制度設計的

問題，從一開始發動政策到政策規劃評估、方案選擇、政策定案等等，很多步驟

中何時要用什麼型式的公民參與，必須有一些制度設計的問題，你可以從單一個

別機關，例如環保署、都市計劃等，一個一個去設計，這當然是重要，但整體政

府決策體系、過程裡，哪些步驟必須要納入一些公民參與的機制，這機制要怎麼

去回應？這整體方面的制度設計是當然是重要的，我們應該去思考這方面的實踐

策略。 

 

回到剛剛所講，審議透過公民對話溝通、對政策議題的瞭解，經討論後提出某些

意見，可能傳達給政治人物、社會團體或與決策相關人，讓他們回應決策相關問

題，並提出能信服的理由，我習慣從這樣角度來看審議民主有沒有用，而不是用

絕對的標準：用公民審議是否能夠直接影響政策去評估審議的效用，我不會用這

麼嚴格的標準來看這問題。例如有些社過去民眾沒有參與過社區營造，社區事務

從沒有公共討論的機會，當他們知道有公民審議這東西、可以進行這些討論，也

許無法讓他馬上轉變頭人政治，但他們會想像出新的可能；有些地方本來就存在

社區營造，需要民眾參與提案但沒有決定的權利，如果讓這種社區看到有參與式

預算的作法，有別的可能性，可能對過去的模式反省，這也許無法馬上改變權力

結構，但讓民眾想像有新的可能性，跟過去傳統政治不一樣的。不要一直抱著進

去社區就要改變要打破頭人政治才是有意義的這中想法，我不是從這角度去看，

我看他帶來的影響有沒有辦法讓體系有更多審議、讓決策回應民眾需求講法，有

的話我認為就是進步。 

 

陳俊宏老師： 

國明老師跟家華有進到公部門的討論，有提到細膩的操作模式。我談的都是體制

外，這場運動從頭到尾是從公民團體啟動，究竟未來怎麼鑲嵌到體制內，確實需

要思考。剛好現在憲動盟在討論想要推一部關於公民憲政會議程序法，希望未來

能把剛剛講的訴求，如何納入體制內，作成另一種現有修憲程序外的憲改程序。

這我可能無法好好說明。 

 

回答第一個丞儀的問題，憲法確實比公共政策議題高度複雜，我們在一開始進行

運動時很多人覺得我們瘋了，怎麼可能跟一般老百姓談是否應該修憲、要修哪一

條。所以當時的策略，對於要怎麼到草根去我們一直在思索。我們認為讓憲政不

是只有在法律層次，一開始的我們合作對象，我們的觀察裡台灣現有許多公民團

體、社會運動組織對審議有不同想像，因為一開始草根論壇都是跟公民團體合作，



從他們認為的怎麼診斷體制的角度出發，討論他們想討論的問題。我剛剛提到這

25 場很多不是憲法的，集遊法、死刑、生存權等，希望這群或這區域的人，認

為他們想要討論什麼問題、他們認為台灣哪裡出問題。很有趣的是我們在台中時，

有群大學生談完後覺得台灣憲法少了民主防衛機制，他從生活中因為參與 318，

感受到缺乏民主防衛機制，所以想要去做；有很多年輕朋友討論後才知道憲法裡

的中華民國與自己是這樣的關係，才知道為什麼有服貿、為什麼兩岸議題是現金

這樣，清楚瞭解台灣跟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 

 

再分享一段，我跟家華去花蓮遇到一群跟縣長對抗的環保運動者。他們想要維護

花東環境，倡議目標就是維護生態區域不要受到破壞。但那天討論，「你覺得這

樣的現有的制度下，為什麼你們會這麼辛苦？」結果那天大家得出結論是，台灣

的選舉制度需要改，因為制度導致什麼人進入體制，尤其現有的選舉制度會導致，

現在的單一選區兩票並立的基礎下很容易劣幣驅逐良幣。這議題過去不會在環保

運動脈絡出現，但在草根論壇後對制度診斷後提出這個結論。 

 

所以由下而上有意義，不是我們法政學者告訴他怎麼改，而是他從他生活裡體驗

到體制產生的問題，所以這件事情是可能的。當然，要怎麼進一步讓未來成為可

能？必須要承認台灣的憲法意識低落，一般老百姓，很多律師在法庭訴訟也不一

定對憲法瞭解。這個斷裂關係怎麼找回，我認為，透過公民參與的由下而上是可

能，只是制度怎麼設計是下一階段要重新思考的。剛才幾個例子，包括加拿大抽

樣一群公民，每個選區抽兩個，加上兩個原住民代表共抽 160 位，花了九個月三

階段，學習選舉制度的改革，從聽證、審議、討論憲法改革。冰島是選了 25 個

制憲代表，因為冰島人口很少，大部分都有臉書、推特，用群眾外包方式大量接

受各不同意見，再由 25 個制憲專家彙整。我們自己盤點認為台灣不能用抽樣來

做代表，除了現有的台灣民眾憲法意識不足需要更多草根討論，他不僅是修憲，

他也是對台灣政治認同型塑的重要過程，這部分不能缺少。這是我個人看法。制

度上怎麼鑲嵌，因為這場運動還沒結束，很多朋友希望有下一波啟動，這部分需

要進一步思索。我先提供我的經驗，謝謝！ 

 

呂家華： 

我可能回答的比較破碎，抱歉。 

不管憲動盟草根論壇或之前公民團體願不願意花時間了解對審議民主的操作，我

認為關鍵因素之一是團體如何看待選舉對倡議議題的影響與關係，就是會不會在

選舉前，想要可以抓住自己政治判斷上看似有的政治機會。 

 

不只在憲動盟內可能有些團體會有這樣的想法，一些運動團體在選舉前也難免會

有這樣的想法，所謂抓住有沒有的政治機會是，我透過這樣方式（審議慢慢走）

較好、還是直接處理兩個政黨。有些團體內部相對民主，這似乎跟我這運動是不



是立即要要到政治上的具體成果，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原因。 

 

318 街頭不是只有審議民主這票人在搞討論或審議，另一群對你是不是可以直接

獲得某種特定政治結論或結果沒這麼在意，他們在意的是中間的轉化。台灣也有

些運動團體是這樣。他們的內部審議跟我要不要得到具體結果跟具體結論有很大

關係，不管運動期間還是運動團體內部相對民主。不然很多民間團體在運動審議

跟政治機會上其實很拉扯。這是我可以稍微補充。 

 

很誠實的說，不是只有在憲動盟，一些議題網絡裡，如果議題團體有聯合起來的

話，最大的拉扯是到底我跟政黨的關係、或藉由這次選舉，我是不是可以抓到看

似可以改變的可能？ 

 

至於行政機關現在操作的，既有體制內的審議，及公民會議或各種形式，既有體

制內要處理有各種分別，例如環評中，環保署委員只就專業跟科技處理，但政策

評估還涉及其他面向，如經濟等，若要談環評，就該說這個審議應該要放在在什

麼治理層次？在環保署就可以了嗎？；但談到都計、都審又不一樣，在談的是有

沒有先做 agenda setting，還是行政技術官僚跟顧問公司已經做了初步都市計畫後

要進入公展了才有參與空間。也就是行政系統在不同程序上，有個別要盤點跟整

理。 

 

共通可以去思考的是，我們無法套用技術，但丹麥可貴的是，他們的專屬機構不

是像台灣時不時就一個專屬機構或辦公室，而是一群有辦法作判斷，什麼時候用

什麼審議方式或工具，或是橫縱向不同介面的溝通。談專責不是設一個辦公室，

重點是他發揮什麼功能或做了什麼事情。 

 

我很誠實的說，資訊如果有兩個層次，要很直接打到政治人物或政黨身上，恐怕

過去經驗來看無法如此直接。幾次在台灣或在中國他們玩水污染等資料視覺化或

開放資料，處理的是這資訊公開後會凸顯某種直接的不公平，讓民眾具體感受到

一些問題，引發更多民眾或風向球，再彈回政黨或政治人物。另一個層次是，太

多政策行政機關沒有把背後更大的上游議題談清楚，而非只有子議題。包括事業

廢棄物，環保署之前說填海造島，民間團體談的卻是源頭管制。所以議題資訊怎

麼呈現、公開到哪，將涉及到政策有沒有機會處理上面的事情。 

第二是民間的有感，以及資訊公開下一步開放資料視覺化，可以觸發民間有感。 

 

想跟國明老師討論的是，我不是完全否定從社區民間去操作，但如果用政府委託

計畫，我們陪伴時間沒辦法很長期。過去 05、06 到 17，台灣有一定資源丟到社

區大學，一兩年離開後既有的系統架構還是會吞噬掉他們原本看到的美麗或精彩

的東西。我不是說我們不要進入社區，但長期結構中如果沒有人有能力跟政治人



物、或裡面有能力跟政治人物對話的人沒有去處理，而是用既有一樣的推動模式

在做資源分配，那根本性問題會不能解決。但我不是完全說不能做這件事。 

 

黃丞儀老師： 

時間非常有限，剩下時間中，先蒐集幾個問題請講者一起綜合回答。 

 

顧立雄律師： 

假設明年開實話改革會議，將採審議式民主，各位有什麼建議？最大問題可能是，

涉及到部會、是五院。要花多久時間？最後做成的決定，是否該有拘束力，還是

只是作為決策者的參考？涉及到課責，我很難想像是不是當然有或沒有拘束力。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建議。 

 

民眾： 

廢棄物處理可以再講一次嗎？ 

 

欣怡： 

在 07、08 年有死刑議題，原本支持死刑比例很高，但最後審議決果是沒結論，

但給了很多具體建議希望國家有替代措施，當然後來那樣的結果有點可惜，結論

沒有真正被政府認真落實，廢死聯盟當然很希望能理解大家在想什麼。我自己有

個很天真的想法跟信念，只要大家知道死刑的面貌跟真相與事實就可以支持廢除

死刑。有沒有什麼可能性，在未來兩三年可以系統性地讓大家知道更多資訊與溝

通？但審議結果可能不是共識而是更極端。如果我們想往這邊操作，你們有沒有

什麼具體建議？這是很大的問題，但希望可以得到答案。 

 

ET Blue： 

請問三位講者對於資訊工具或網路工具有沒有什麼期待？ 

 

黃丞儀老師： 

全國司改會議辦了超過十年以上，當初是由司法院推動，如果以現在體制外的作

法，顧律師想法是立法院推動還是民間團體推動？ 

 

顧立雄律師： 

民間團體倡導不可以再由菁英領導，要由人民參與，我不知道怎麼。 

 

黃丞儀老師： 

有些人對司改會的角色有質疑，最近關於司改的討論，司法界自己也覺得借力使

力後，司改會不該代表人民發言，應該由人民自己說。這個做法用審議民主到底

有沒有可能處理，還是審議民主又變成政治人物的藉口？ 



 

陳俊宏老師： 

我簡單回答一下。 

 

我個人認為，參與議題過程中，我稍微研究不同國家的公民參與憲改 citizen 

assembly 的框架，我理想中有幾個原則，第一個是代表性、第二個是參與的包容

性、第三是課責性。這邊面臨到參與的人是不是有代表性、參與者是怎麼來的，

決定這結果本身是否被買單。如果只是司改會的人可能就不見得會買單。所以要

有一套程序是，到底這些人怎麼來。 

 

第二個，這些人的代表性以外，是不是參與過程中要有更多包容性。如果放到台

灣脈絡中，我們比較沒有打算只是選一群公民憲政會議的代表來做這件事情，必

須有更多其他程序，類似加拿大模式，公民要到全國各地開公聽會，搜納意見。

回過頭來在討論時，要有這些資訊做參考。 

 

另外，回到剛剛的問題，全國司改會議最後結果，有沒有辦法被認可？如果只是

人各言爾志、而公部門僅供參考。我常聽說，民進黨時代很多公部門，如果公民

審議結論與本來就想推的結論相符時，就會說尊重這個意見；結論不相符時他就

說這些人沒代表性、僅供參考，這邊就會回到，到底鑲嵌在原本制度下有沒有被

認可？如果依照剛才三個原則，就會回到到底全國司改會議，一開始召開時到底

是為了諮詢廣納意見的會議，還是賦予全國司改會議意見必須進入當作具體參考

等，這就會影響到運作。 

 

顧立雄律師： 

這又回到說，國明老師用 Elster 的理論，如果議題設定是專業人提出、討論由專

業引導討論。像是日本內閣主席是專業，但其他人是一般人，最後達成的結論交

到主政者，透過自己在政策相關部門想辦法去推，他決定既然透過議題設定人民

做出這決定。比方說陪審參審也沒有定論，但就決定透過公部門想辦法推動。但

這就涉及人民怎麼來？隨機選也是想法，因為還是設立了一些條件。 

 

呂家華： 

對我來說實體審議或培訓，線上資訊工具都是輔助很難取代。 

 

分層幾個層次，首先視覺化呈現一定是很ＯＫ，現在很多網路資訊工具概念與實

體的審議功能相似但完全無法取代實體，一些工具在發散釐清歸納收攏協助，加

上小編是可以。政問那套系統用的 Polis，研發者想創造開放空間的模式，但對

我來說他就是有一定的困難。 

 



第三，網路最難複製的是審議民主或類似協商會議過程的最需要的角色，就是主

持人，網路工具要取代這角色是困難的。第四，不管實體或線上都不能迴避政治

脈絡現實的問題。我前幾天把所有跟審議有關的網路資訊工具，一些自由免費軟

體等，資料呈現、視覺化有這些。Polis 只能做記名的贊成或反對表態，尤其是

一群相對熟悉的網絡者，type form 是比較好的資訊呈現。至於 slack 跟 telegram

比 line 跟 fb 好，因為可以指定由誰回應，且上載資訊量比較大，可以把完整資

料上傳跟分享。最後 loomio 在 12/09 創辦人會來台灣，他們線上的討論決策工

具，聽說在網路上促成三萬多個決定，但還是有很多限制。最後，現在公部門系

統 join，網路上討論政策與回應，但這些網路工具無法取代，但如何輔助實體的

討論跟審議，不管在前中後。 

 

今天絕不可能給欣怡或顧律師一個完整的會議操作，因為沒有瞭解利害關係人跟

議題現在走向的狀況，或背後處理議題的態度。如果直接給一個模式會很不負責

任，尤其死刑現在階段要處理的跟零八年不同，如果要處理替代選項，要有心理

準備來的人將大概不會是另一個立場，也不會照你的 agenda setting 走，或光團

體內部共識就又先處理。 

 

司法也是，但我想提供之前找了能源議題，一直有辦能源會議，但各方都覺得辦

不好。大家不是只在意細節，而是會議啟動是哪些人一起評估、籌備過程是誰決

定？會議中跟後都有一些要處理，但我想說的是，審議沒大家想的困難，很多政

策很難期待某個一次性大型會議就可以處理大家的問題。單一次全國能源會議要

作決定不同立場當然劍拔弩張，但政府或民間團體之間有沒有長期或溝通管道模

式，既有是沒有的。我想關鍵不是期待一場大型能源會議或司改會議就可以解決

問題。 

 

最後我想講的是，法國他們在辦全國能源會議前一年兩年，支持民間到處去辦，

讓這議題談到一個程度後，再各自把意見收集回來，最後才促成這樣的會議。所

以，到底有沒有用時間換取好好談的空間，而不是期待某一單次會議。比如，如

果社區參與或參與是預算如果期待一次計畫就發酵，但既有架構會把我們吃掉更

多，變成有一端要在制度努力，另一端是有沒有人跳下去做那件事情，那就看廢

死團體是不是把審議民主用時間去經營。 

 

回到事業廢棄物，他原本在既有政策環評，但政策環評卻不去處理母法而去處理

下游。透過公民討論大家覺得好像政策不該這樣。我們透過公民會議或討論才發

現政策不可以不處理上面的東西。我看到環保署在這個案上是這樣的空間，所以

今年又想辦全國事業廢棄物大會，但重點不是有沒有一場大會，而是有沒有持續

跟不同利害關係人溝通。 

 



 

林國明老師： 

剛剛欣怡談到，2008 年死刑議題討論時，雖然對要不要廢除沒有共識。但公民

提出很多具體建議，如果無法廢除死刑那應該如何讓審判過程更嚴謹等。從公民

沒共識的討論，可以發現很多背後價值跟要再釐清的部分，包括死刑有沒有辦法

遏止重大犯罪、民眾對應報的觀念有什麼看法，從公民會議裡看到，民眾關心的

問題是什麼。假設從有無共識去看公民會議有沒有效果，那是很狹隘的，這就是

江宜樺的看法。但如果看討論中所呈現的觀點、所提供的各種實質的建議，就會

非常有價值。假設在審議的過程中，民眾的關切跟價值能顯現出來，透過媒體和

其他傳播管道讓社會知道原來死刑爭議存在這樣的價值、民眾是這樣思考；假設

這些建議能有後續追蹤，讓相關政府部門回應推動，那這樣公民審議就會產生一

些影響。但這需要在程序結構上面做設計和要求，為什麼我一再強調制度化。 

 

當我們就某些重大議題辦理所謂體制外的公民參與，要透過什麼方式讓民眾意見

有社會效應，讓相關單位、政府部門聽到、回應這些想法，才會產生我講的提出

令人信服的理由，這有很多制度環節，不是只把程序走一遍，而是需要這方面的

設計，這是我們要努力的。如果將來要把重大問題拿去公民審議，就必須把這些

環節都弄清楚，讓每個部分的影響都能彰顯。所以從 2006 我們就希望能在制度

上規範、要用什麼程序來辦。不知道十年後在 2016 年民進黨上台後，會不會比

較有希望。 

 

顧律師的問題，我想的還是「國家與公民社會協力」的模式。如果要辦那麼大的

司法改革會議，國家跟社會怎麼合作？政治領導人或決策機構，能夠做出政治承

諾，會積極怎麼回應這個結論，公民社會團體可能比較有投入的意願。參與者還

是以民眾為主，但公民團體會把重要司改議題，透過類似憲政會議草根論壇整合

民眾意見、作議程設定。另外，會議怎麼進行、公民怎麼招募、程序是什麼…等

規則先有社會團體參與，把規則都設定清楚，再來是俊宏和顧律師談的問題，怎

麼招募公民、專家的角色是什麼，怎麼形成結論，政府如何回應。如果光是靠政

府來辦，找一些公民來，社會團體可能會質疑：程序上有沒有操縱、對議程設定、

公民專家挑選都會有意見。假設社會團體自己來做，也許會像憲政會議一樣，很

吃力又辛苦，且效果不能立竿見影。所以政策決定若用審議的話，怎麼讓國家跟

社會團體結合，這是很關鍵的。 

 

最後回應家華，如果我們悶著頭，在不瞭解社區脈絡說要進去審議，這樣單一、

一次性操作，效果可能不大。我們現在找一些有社區組織基礎，在那個地方經營

一段時間的團體合作。透過這些團體把一些審議關鍵的操作方式跟方法帶進去。

某些審議的方法跟理念還沒在社區做，透過這些組織也許可以作培力或影響。但

台灣有社區組織也不多，我們也試試看，那些完全沒有組織但蠻活躍的，我們也



去試看看，說不定也會產生某些可能。審議也許可以創造組織。不是既有組織才

能審議，透過這樣搞不好新的組織出現，我們再來推動社區的長期參與，也許有

這可能。這些工作都無法靠單一審議民主實踐者去推，每個人的領域角色有限制，

有人在學校，有人在公民團體，我們要跟各種可能性的人接合，每個人在不同的

位置，在大的審議體系裡，有不同的位置，並在這之上作接和努力，瞭解彼此的

限制跟可能，從這樣的合作關係去創造民主未來，達到讓政策的決定能提出令公

眾信服的理由。這是我的最後意見，謝謝大家！ 

 

黃丞儀老師： 

因為時間短暫，今天到這裡做一個小結，這是為了下個禮拜活動展開前導的討論。

今天討論也很豐富，尤其國明老師最後提到，審議可能創造新組織、新可能性。

Sunstein 提到，除了審議之外，另一個重要意涵在於民主（democracy）。也就是

透過審議的方式，意見交流、平等對待彼此的方式創造更好品質的自治

（self-government）。這個過程中，把自己真正認為是這個土地的成員、跟這裡有

利害相關、休戚與共，所以才會重視憲法、公共政策與環境和下一代。 

 

如果民主只有被簡化成選舉那一天或選票而已，就會變成 James Madison 講過的，

多數的暴政（pyramid of majority），這跟獨裁者暴政是一樣可怕。在 12/10 的演

講會提到，到底審議要怎樣會達到比較好的品質，在 12/12，會把這個議題帶到

行政裡面，也就是行政部門內部有沒有可能自己展開審議民主的方式，可以讓所

有人把公共事務當成自己的事務，慢慢形成共和城邦（republic）。如果各位有興

趣，《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一書剛出版，把 Sunstein 所有有爭議的

想法蒐集在這裡，也有一篇導讀，可以了解公民共和、審議民主。大家可以在講

座前先看看書。謝謝大家、謝謝三位講者，大家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