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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section
1

壹、民主政治的意涵
一、「民主」的意涵 1

	 民主一詞就字面上的意義而言是指「由人民所統治」（rule	 by	 the	

demos）。然而，「由人民所統治」的意涵其實是非常模糊的，尚有許多

詮釋空間。學者海伍德（Andrew	Heywood）認為，若要探究民主的真義，

或許一個較有助益的起點，是美國的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發表於

1864 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蓋茨堡演說，林肯在演說中頌揚「民有、民

治、民享的政府」的崇高價值，強調了民主中三個核心特色的價值。首先，

「民有」暗示了政治平等，亦即政治權力和政治影響力的平均分配；其次，

「民治」強調了大眾參與的重要性；第三，「民享」強調了在民主政治下，

政府的治理係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二、民主政治的原則 2

	 學者蘭尼（Austin	Ranny）認為，民主政治應具備以下原則：

1	人民主權

	 簡單地說，「人民主權」這項原則是要求制定政治決策的最終權力是歸

屬於所有的人民，而不是人民中一部分的人或一個人。更細部分析如下：

1.	主權：最終的決策權

	 國家在其領土之內和在管轄權的範圍之下，對其人民擁有完全的且唯

一的合法權力去制定和執行法律。在每一個主權國家裡，政治決策的

最終權力降臨在政治屬性的政府結構裡。在民主政治裡，權力必然歸

屬於所有人民，而不只是由一個人或少部分人所獨享。

2.	主權歸屬於人民

	 人民主權的原則並不要求所有人民直接地決定一切日常政府的事務，

他們可能將其部分的決策權賦予或「委託」給立法人員、行政首長、

1	 Andrew	Heywood著，蘇子喬譯，《政治學的關鍵概念》初版，2014年2月，五南，頁128-129。

2　綜合整理自Austin	Ranny著，倪達仁譯，《政治學》一版，2006年9月，雙葉書廊，頁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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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人員、法官或任何一位他們認為合格的人。但人民擁有最終

的權力，決定在何種條件和時間之下，將決策權力賦予給誰。

3.	有意義的選舉

⑴	選舉過程有競爭性，結果有不確定性。

⑵	執政權有更換的可能性。

4.	人民有持異議和不服從的權力。

公民不服從運動
觀念
補給

一、定義

	 公民不服從乃涉及「更高的」宗教、道德或政治原則，進而合理化違反法

律的舉措。公民不服從是明顯且公開的行動，目的在於「提出觀點」而非

為了逃避懲罰而違法。實際上，其道德力量大多基於願意接受因違法而遭

受的懲罰，這同時強調了此種行為具誠實或有操守的本質，並提供隱藏於

其中的深層情感或奉獻的證據。公民不服從的道德特質通常可由其嚴格避

免使用暴力所展現。

二、我國公民不服從的司法案例（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事件）3

	 我國司法實務前雖未曾論及公民不服從之概念，法律亦無明文規定，惟觀

諸前開國內外學說及實務見解，均認行為人之行為倘符合公民不服從之定

義及要件，就整體法規範之價值體系觀之，其行為係為達到正當目的之適

當且必要手段，復對社會之有益性遠大於損害性，在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

尚無予以非難之必要，即具有社會相當性，欠缺實質違法性，而本件占領

行為既無法排除屬象徵性政治意見表達，已如前述，則判斷行為是否具有

實質違法性，當無排除公民不服從概念之理。從而，參酌前開國內外學說

及實務見解，概認公民不服從之要件為：

1	抗議對象係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之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

2	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之目的為之。

3	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之關聯性。

3	 節錄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矚訴字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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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

5	適當性原則：即抗議手段須有助於訴求目的之達成。

6	必要性原則：無其他合法、有效之替代手段可資使用。

7	狹義比例原則：抗議行動所造成之危害須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之利益，

且侷限於最小可能之限度。

故行為人所為若符合前開公民不服從之要件，足認其行為具有社會相當性，

欠缺實質違法性，係有正當理由，自與刑法第 306 條「無故」之構成要件不符。

END

2	政治平等

	 民主政治的第二項原則是政治平等。該原則要求每一個成年公民和任何

其他公民一樣，都有相同的機會去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此項原則清楚

地指出「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精神。

	 政治平等的原則，是人民主權原則在邏輯上的一項結果。如果某社群中

一些成員比其他人擁有較多的機會（例如，他們的選票以二倍或三倍來

加重計算，或是只有他們符合公職的資格），則他們勢將成為特殊的統

治階級；根據人民主權的原理來看，這種情況只有在寡頭政體而不是民

主政體才看得到。但須注意的是，政治平等的原則，僅意味著所有成年

公民都具有真正的機會平等，而不是實際參與的平等。民主政治保障人

們有不去投票的權利以及前往投票的權利。

3	大眾諮商

	 人民諮商的原則有以下兩項要義。其一是，政治體系必須有某些制度上

的機制，使政府官員能夠掌握人民所想要採納和執行的公共政策。其二

是，在確認人民的偏好之後，政府官員不管對這些偏好贊同與否，他們

都必須將之付諸實現。這項原則和政治平等一樣，乃是人民主權邏輯推

演之下的結果。當政府官員一意孤行而不是按照人民的意願行事，而且

無須負任何責任時，則是政府官員而不是人民擁有主權。

4	多數決原則

	 多數決原則的要求是：當人民對某項議題持不同意見時，政府應該根據

大多數而非較少部分人的意願行事。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原則並不是要

求每一個政府只能在諮詢過所有人民且達成特別多數的同意之後，才可

以採取行動。而是由大多數人民來決定其所冀求的政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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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真正地民主政治之「普遍的多數」，必須自動地約束其自身的行

為不踰越界限（避免多數暴力的情況發生）；而當一個特定政體的「普

遍的多數」不能自我約束而摧毀基本的制度與保障時，則這個政體不再

稱得上是民主政治。

碎碎念

許多同學將這四個原則創造了「政、大、人、多」的個口訣方便記憶，

但是在考試上，這四個原則是有順序性的，還是要依「人、政、大、

多」的順序鋪陳才有答題的層次感，分數也會有所落差，這也是為

什麼筆者不喜歡口訣記憶法的原因之一。

三、民主政治的優點與限制 4

1	民主政治的優點

1.	由於民主政治強調政府權力有其限制，並且政府權力需建立在人民多

數的同意上，因此能夠使個人免於受到政府侵害，維護了個人自由。

2.	由於民主政治使公民透過大眾參與體察到自己所處的社會如何運作，

因此民主政治促進了人民的教育水準與個人發展。

3.	由於民主政治使人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得以發聲，使所有人民成為社

會的利害關係人，因此強化了社群感和社會凝聚力。

4.	由於民主政治強調政府政策應反映人民整體的利益，因此民主政治擴

展了社會與個人的福祉。

5.	由於民主政治強調政府的「輸出」必須來自人民對政府的「輸入」，

因此民主政治確保了政治的穩定，帶來了政治的均衡結果。

2	民主政治的限制

1. 由於社會上每個人的智慧與知識並不一致，民主政治使人們被無知且

知識貧乏的大眾所統治。

2.	民主政治將導致「51% 的暴政」，個人自由和少數權利很可能被「以

人民為名」的多數決定所摧毀。

3.	民主政治可能導致過度的政府控制和國家控制，這是因為政府表達的

是「集體大眾」的利益而非「個人」的利益。

4	 Andrew	Heywood著，蘇子喬譯，《政治學的關鍵概念》初版，2014年2月，五南，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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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主政治可能導致一種特定的獨裁和壓迫形態，因為民主政治使蠱惑民

心的政客藉由打動人心的草根性而獲得權力。

貳、民主政治理論

	 一般而言，民主的起源大多可追溯至古希臘的雅典民主制。但事實上，對

於當代民主的影響，雅典民主僅具啟發的意義，真正有系統地探究民主理

論的內涵，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後的事情。早期的民主討論偏向規範性的探

討，與後來學者討論偏重實證面向並不相同。

	 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即將民主理論區分為古典民主理論與經

驗民主理論（或稱為「修正民主理論」、「程序民主理論」）進行討論。

之後對於經驗民主理論的反思，又有學者提出參與民主理論及審議民主理

論。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古典（規範）民主理論 5

1	代表人物

	 十七至十九世紀重要的思想家，如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孟德斯鳩（Baron	 tie	Montesquieu）、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彌爾（John	S.	Mill）等，都是古典民主理論的代表人物。

2	基本假定

	 古典民主理論強調人生而平等，認為參與民主政治決策過程的主體是單

獨且平等的個人；並假定在理想的政治環境下，公民的政治行為是理性

的，對政治參與有濃厚興趣，並具備相當程度的政治知識與判斷能力。

雖然現實上並非每位公民都是如此，但古典民主理論者相信隨著教育程

度的提高，人人都能具有積極、理性參政的公民德行。

3	理論觀點

	 根據古典民主理論的觀點，人人積極參政不僅是值得追求的事情，也是

可能實現的事情。積極參政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為積極參政可以提升

個人的公民德行，實踐幸福的生活；之所以可能實現，是因為人天生就

是政治的動物，本質上都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欲望與動機。古典民主理論

者認為唯有在人人積極參政的情況下，民主政治才可能健全。因此，民

5	 綜合整理自蘇子喬，＜民主與獨裁＞，收錄於王業立主編，《政治學與臺灣政治》初版，2017年5月，

雙葉書廊，頁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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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的目標不僅在於建立維護人民基本權利的政治制度；同時也期待

透過公民普遍的政治參與，強化公民德行，提升公民對社會的關懷與責

任感。

二、修正（經驗）民主理論 6

	 	 	 	隨著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民主國家選舉權的普及化及人口增加，古典民主理論

所強調的人人積極參政的理想愈來愈難以達成。二十世紀納粹極權政體在

人民廣泛支持下，顛覆民主政體而成立；顯示在民主體制下，人民還是可

能會出現非理性的行為，使得古典民主理論更加受到質疑。因此，在二次

世界大戰後，經驗民主理論興起，其認為古典民主理論對民主政治所勾勒

的圖像過度理想化，而偏離了民主政治實際運作上的經驗事實。

	 由於經驗民主理論是對古典民主理論進行反省與修正，故又被稱為「修正

民主理論」。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道爾（Robert	Dahl）都是此一

理論的代表人物。

1	修正民主理論之論旨

1.	古典民主理論的若干基本前提，缺乏實證證據的支持，不符合民主國

家的實情。

2.	在二十世紀後，集團政治已取代個人的地位。

3.	在民主國家中，真正的決策者大都是菁英分子，但這不僅不會危害民

主的基本價值，且對民主政治是有利的。

4.	一般民主國家的非菁英分子表現出來的政治冷漠，是因為對現狀感到

滿足，有利於政治體系之平衡和健全。

5.	政治的目的在於決定權力和社會的價值分配，個人道德之提升不是它

的目的。

2	菁英式民主—熊彼得的「民主程序論」

	 熊彼得根據其對當代民主的觀察，提出「菁英式民主理論」。簡單的說，

認為公民參與的直接民主並不可能，所以民主只是選舉，藉以選擇菁英

為人民代議而已。公民參與之所以不可能，一來因為現代國家人口眾多，

二來認為大眾的心理特徵傾向於欠缺政治信任感、政治知識缺乏，故而

政治冷漠、對政治疏離沒有興趣，而其政治參與行為，也甚少理性思慮、

6	 綜合整理自陳朝政，＜民主政治與民主理論＞，收錄於王業立編，《政治學》增訂第七版，2010年9

月，晶典文化事業，頁106-110。



4-9

民主與獨裁

Chapter 4.

容易受到煽動，無法深入暸解政策議題。

	 因此，一般公民在民主的角色只是經由選舉來選擇政治菁英，而民主也

只是一套選擇政治菁英和合法化公共政策的程序；民主既不保證貫徹人

民的意志，也不擔保決策結果必然符合全民的最高利益。總而言之，民

主僅是產生治理者的一個過程，沒有什麼崇高的目標，無論人民參與民

主的程度有多少，政治權力始終都是在菁英階層中轉讓。

3	競爭式民主—道爾的「多元政體」（Polyarchy）

	 與前述菁英式民主類似，凸顯當代民主中，政治競爭的面向。菁英式民

主將焦點放在選舉和政治菁英，其實民主的競爭場域不僅在選舉，也在

國會及其他決策機關；民主的競爭者不僅是政治菁英，還有代表多元利

益的利益團體。以道爾為代表的多元主義（pluralism）論者，客觀描述了

當代民主的實際運作，故亦為「經驗主義民主政治理論」。認為民主只

是不同利益的競爭、交易和權力搏鬥。道爾主張社會的多元組成，文化

上或社會上的社會群體應產生各自的利益團體，政策的形成就是這些利

益團體遊說、交換、妥協的產物。

4	古典民主理論對修正民主理論之回應

1.	古典民主理論目的在提出民主的理想，無意描繪現實。

2.	現實當中，政治冷漠的普遍存在並非代表對現狀感到滿足，而是因為

對社會充滿無力感。

3.	修正論者背後的思維是一種對現狀缺乏反省的保守心態。

三、參與式民主理論 7

1	參與式民主興起之原因

	 許多民主國家在 1970 年遭逢兩次石油危機，而面臨嚴重經濟衰退與社會

問題，但透過選舉獲得權力的政治菁英，卻無法回應人民的要求帶領社

會走出危機。在此同時，各國投票率普遍下降的趨勢，也顯現經驗民主

理論過度強調民主的菁英性質，造成公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低落與

政治冷漠。在此環境背景下，1970 年代出現的參與民主理論，試圖對當

代民主理論的主流的經驗民主理論提出反省與批評。

7	 綜合整理自蘇子喬，＜民主與獨裁＞，收錄於王業立主編，《政治學與臺灣政治》初版，2017年5月，

雙葉書廊，頁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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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式民主理論之核心論旨		

	 參與民主理論主張草根民主，認為民主政治中人民的政治參與不應侷限

在國會、政黨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組織，更應進一步普及到與人民日

常生活有關的各種建制中；諸如公司、工廠、學校、社區等，因為這些

建制中仍有存有權力關係而具有「政治性」。

	 參與民主理論者主張在公司、工廠、學校、社區等組織與團體中，雇員、

職員、學生與一般民眾都應該與董事會、經理部門與行政人員一樣積極

參與。使公民能對與自身利益攸關的公共事務，直接參與討論，並透過

投票等民主方式來參與決策。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擁有廣泛、直接且多元

的參與機會，使代表各種利益的不同社會勢力均能參加決策，才能避免

任何社會勢力居於絕對控制的地位，同時也有益於培養民主政治實踐所

須具備的公民素養。

四、審議民主理論 8

1	審議式民主興起之原因

	 儘管參與民主理論倡議人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但民主的實際運作仍然

持續被少數菁英壟斷。1980 年代之後，隨著資訊社會的到來，人民要求

參與政治決策的呼聲日益高漲，以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為代表人

物的審議民主理論於焉出現；其主張公共政策的形成應透過公民共同討

論，在彼此尊重、互諒的基礎上凝聚共識。

2	審議民主理論之核心論旨

	 審議民主理論強調公民是民主政治的參與主體，應該積極促成公民對於公

共事務的參與，而且公民的政治參與不應侷限於投票，或是陳請、請願與

社會運動。而應該讓受決策影響或關心該項議題的公民，在資訊充分、發

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對公共政策進行公開的討論，並以

公開說理、理性訴求的方式進行溝通與討論。在溝通討論的過程中，參與

者的偏好並非固定不移，而應在聆聽不同立場者的過程中調整自己的偏

好，並盡可能緩和自利動機，最後形成具有共識的意見與方案。

	 審議民主理論認為，政府若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考慮公民審議之後的意

見，制定出來的政策將更具有民意基礎與正當性，也能降低衝突，提升

8	 綜合整理自蘇子喬，＜民主與獨裁＞，收錄於王業立主編，《政治學與臺灣政治》初版，2017年5月，

雙葉書廊，頁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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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決策的品質。審議民主理論是對經驗民主理論所崇尚之代議民主的

反省，該理論的提出雖然無法取代議民主，但能彌補當前代議民主過度

依賴投票表決與菁英壟斷決策權力的缺失，有助於促進公民參與並形成

社會共識。

參、民主政治的類型
一、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

1	直接民主 9

1.	直接民主的起源

	 直接民主的最初實踐，來自於西元前五世紀雅典的「城邦政治」。當

時所有的成年男子（約四萬人）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與義務，公

民大會每年至少舉行四十次以上，以制定法律並推選出行政官員，由

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呈現出同一性，因此並未形成「國家」與「社會」

的分化。

	 近代的直接民主，可以美國東北角新英格蘭地區的市鎮會議，以及瑞

士各邦中的社區會議為代表。對於直接民主的擁護者來說，「民主」

不只是單純的政治制度，它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古希臘的雅典人

認為民主政治的實踐蘊含著道德的目標，直接民主是實現個人與發展

自我的首要方法。

2.	直接民主的核心精神

	 直接民主中，每一位公民與其切身的公共事務是高度結合在一起的，

全體公民都能最大程度地參與影響其生活的決策，有助於公民表達自

身的看法與利益，從而強化了公民對政治的控制力；同時在這種參與

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可以達到陶冶公民德行的教育功能。而且由於人

民更可能接受由他們自己所決定的政策，因此直接民主的實施往往可

以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基礎。

3.	直接民主的運作特徵

⑴	直接民主賦予一般公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每一個公民都是平等

的，他們面對面集會，自由地參與討論、辯論。

9	 綜合整理自蘇子喬，＜民主與獨裁＞，收錄於王業立主編，《政治學與臺灣政治》初版，2017年5月，

雙葉書廊，頁133-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