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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文接二版）

◎江冠明

◎德意志電臺 Oliver Pfohlmann ／著   王培根／譯

遇見一號農舍遺忘過去，流浪二號農舍體

驗生活，修繕三號農舍悠閒自在，改造四號農

舍經營民宿，緣份五號農舍分享人生給朋友長

住。十年前動筆寫書，敘述山居初體驗，傻傻

修屋荒唐事，遇見颱風當遊戲，率性漫遊風雨

山徑，冒土石流危險搶救農舍，海邊扛漂流木

苦中作樂搭涼亭，追尋出走生命哲學。

來都蘭前十年充滿徬徨思緒，不知何去何

從，感恩每棟農舍給我不同體驗，讓我跨越

中年徬徨危機，享受上錯車下錯站走錯路的驚

喜。一邊沉思一邊書寫，回憶荒唐隨興行徑，

在流浪中沉思斷離捨，享受中途下車的人生漫

遊。

落腳都蘭十年後，方圓三十里豪宅大哥越

來越多，但居住時間越來越短，二十年後見管

家留守，或無人空屋，或轉手賣屋回到城市，

他們結論：「好山好水好無聊！」反問我「這

麼偏遠荒涼，一個人在山上怎麼過呢？有趣

嗎？」訝異獨居荒野樂此不疲，沒電視網路，

不畏懼毒蛇山豬野猴入侵，門扣插支螺絲起子

不鎖出門，人生如此瀟灑自在。

一生沒想當廚師平常不下廚，卻意外開餐

廳民宿，寫食譜，出書暢銷，是意外插曲。二

號農舍是人生奇遇，涼亭只是看書喝咖啡，朋

友帶酒即興下廚，書桌變餐桌，是流浪人生的

荒謬轉折，決定改行當廚師那年，剛好是子曰

「五十而不惑！」。

中廣黎明柔節目訪問：「何時開始做菜

呢？怎麼選擇都蘭？尋找什麼？」餐桌旅人一

問再問：「怎麼來？花多久規劃？花多少錢學

廚藝？投資多少經營民宿呢？怎麼有把握能成

功呢？」當初沒想這麼多，只是簡單，找荒山

野地隱居。每每被逼問牆角，故事重複敘述，

不得已在餐桌寫人生，敘述農舍故事，書寫異

想天開料理。

動筆前擔心，像《托斯卡尼豔陽下》那

本書，炒熱托斯卡尼土地，引來觀光人潮，破

壞鄉村寧靜。那年都蘭出名，我住在隱密山林

裡，沒人知道哪裡，生活如常。寫《都蘭山居

歲月》，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創作補助，

那時整理四號農舍，隔年創立 PASA海岸民宿
和 PASA廚房，卻遇到八八風災，南迴鐵公路
中斷，半年沒人也習慣逆來順受，書稿完成，

遇出版不景氣沒人要，擱置三年沒動，也隨風

微笑。

遷徙海岸後，廚藝進化，料理滋味純熟，

書稿越寫越長，只好各自獨立，農舍寫流浪閱

歷，廚房寫人生滋味。《都蘭山居歲月》初稿

一本變兩本，彷彿孩子成長發展各自人生，出

版前重修文稿，昔日漂泊思緒依然，若沒困惑

不安的人生漫遊，也許今天沒什麼成長蛻變。

隱居都蘭二十年，多少過客來去，每個人都有

都蘭夢，只是故事結尾不同。

我依然自由自在，隱居山林海邊，下廚

寫書晃晃。東森「台灣 1001故事」記者高紹
偉上網做功課，認真拍攝採訪，當他站在荒野

山林裡，面對二號農舍驚訝說：「怎麼可能開

餐廳呢？這麼簡陋廚房，竟然做出那麼驚奇料

理！」走訪空屋一號農舍時，他感嘆：「你花

那麼多心血整理，不覺得可惜嗎？」Janet等
電視雜誌報社記者們拍攝採訪三號農舍，惋惜

農舍庭園涼亭風光不再。三棟農舍十餘年歲月

已成往事，卻各自昇華成書中故事，似乎都蘭

夢尚未結局，正在上演中。

人生只需擁有，無須佔有，活在當下展現

風華，才是生命意義。隱居山林尋找自我，若

沒這些農舍捨斷離，不知可以當廚師兼作家，

有趣是，村上春樹早年開咖啡店，喜歡在餐桌

上寫稿，兩人差別是，他二十歲寫青春故事，

我五十才動筆寫中年徬徨。經過第二個十年追

尋，漸漸領悟子曰「六十而從心所欲！」帶著

記者遊走庭園涼亭小徑說：「民宿廚房庭園角

落海景，累積三間農舍生活經驗，若沒被趕來

趕去的過程，就沒有你看到的庭園！」

「那房東不租，又被趕，你怎麼辦呢？」

也許六號農舍在等我，或沒有，也許我會

離開，去哪裡，不知道！

吳燦坤先生來過，他看書專程來訪，盛

情邀約美濃別墅一聚說：「我在群馬縣有別

墅，想不想來那邊寫作半年，吃住我招待如何

呢？」那時我負債三百萬，無法丟下民宿離

去，廚房料理剛起步。也許緣分沒到，也許都

蘭故事沒寫完，有些想寫的小說，尚未醞釀

中，留在都蘭寫完嗎！我不知道！

感覺跟二十年前，剛來遇見農舍，有些陌

生、驚喜、不知所措，突然看見微風吹過綠樹

藍天碧海，心靈充滿欣喜，站在空屋廢墟中，

望著屋瓦破裂縫隙的藍天，輕聲說「您好，我

來了！打擾您！」

意外的旅程：我的都蘭農舍生活

輪迴的螞蟻：壓迫感與畫面感的極致
《輪迴的螞蟻》—這是中國異議詩人廖亦

武第一本長篇小說書名，他 2011年逃到柏林，
先後獲得了紹爾兄妹獎和德國書業和平獎。這

本 500多頁的鴻篇巨製始於 1992年作者被監
禁時，終於不久前的流亡中。

「流逝的並沒有死去，」威廉�福克納寫
道，「甚至根本沒在流逝中死去。」當有人被

夢魘般的回憶所壓迫，觸及到歷史深處的某些

傷口，福克納這話就顯得很有道理。就如在中

國，每個關於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討論都
被嚴禁一樣。在瘋狂鎮壓抗議者之際，獨裁政

權還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座「血腥刺鼻的大兵

營」，廖亦武在他的小說裡這樣寫道。

這部堪稱偉大的作品以強烈的壓迫感和畫

面感，講述了為什麼昨日中國延伸至今，暴政

依舊有其「合理性」，儘管還有那麼多的勞改

營和互聯網審查。作者借書中主角老威之口，

表達出一個「異議人士」的美學心願：有一天

他能回到曾經被數百萬要求民主改革的大學生

們所佔領的天安門廣場，用在監獄中學會的洞

簫，吹一曲自己創作的《帝國末日》：

冬日夜半，雪花紛飛，他手持長簫，信

口鼓吹，直至樓角傾圯，雕梁畫棟褪色。雪在

一隻古曲中堆積，上漲，如海潮一般卷沒了門

樓，然後他將看見廣場越來越空闊，終與天邊

的蒼海連成一片。他繼續吹著，月兒被凍成一

塊冰，在歲月的漫卷下，所有的帝國建築都如

魚嘴一般開合著，吐著鵝毛飄飄的氣泡。接

著，人密密地長出來，曾經擠滿這個廣場的死

人和睡著的活人，都象雜草，從斑斑剝剝的磚

縫冒出來，這就是所有人類帝國的結局 ⋯⋯

靈感全來自中國社會被踐踏的人們

與小說情節相似，廖亦武也用簫聲悼念

那些亡靈，不過不是在天安門廣場，而是在他

的另一個「故鄉」德國，在一場接一場的作品

朗誦會上。這位發表《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的著名異議人士獲得了 2012年德國書業和平
獎，與此同時，他的名字成為祖國的禁忌—這

樣詭異的現實令這部長篇小說處女作竟以德譯

本向全世界首發。目前為止，廖亦武以刻畫中

國社會「沉默大多數」的紀實文學而聞名，那

些被剝奪、被歧視、被踐踏的人們，在中國按

獨裁指令向壟斷資本主義狂奔中掉了隊。而此

前，那首寫於大屠殺之夜的預言性長詩《大屠

殺》，讓他身陷囹圄 4年。2011年出版的記
錄這段經歷的《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裡，

他已充分展現作為故事敘述者的文字功力和才

華。

獄中歲月依舊是這部小說的枝幹之一。小

說的創作始於作者服刑中的 1992年。今年 58
歲的他，在前言中描述怎樣偷偷把螞蟻大小的

字跡填滿破爛不堪的紙片，以此在內心深處重

建剝奪不去的尊嚴和自由—這讓他的靈肉挺過

家常便飯似的虐待和酷刑，地獄之旅成為這部

書的出發點—在身體不能走的時候，心也要不

斷向前，只有心自由了，遙遠的風中回聲才將

撲面而來，飛舞的亡靈也將撲面而來。

看似虛構的文學自傳

由於老犯人的幫助，手稿被偷運出獄，藏

起來，直到在 20多年後的流亡中完成。一目
了然的是：主角老威的人生軌跡，與作者經歷

有諸多重合。例如故事中種種家國遭遇，以及

老威因為一首詩而成「反革命」—粉墨登場的

還有好些異議知識分子，作者爛熟於心的朋友

們，包括被長期監禁的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

主劉曉波—譯者白嘉琳因此稱這部書為「看似

虛構的文學自傳」。

老威愣在突如其來的黑暗中，感覺到歲月

暗河的喧嘩，眾多逝者如魚群一般，紛紛從腋

下滑過。姐姐、爺爺、爺爺的死對頭三婆、國

軍戰犯四舅、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還有

被蔣、毛、鄧弄死的許多叫不出名字的冤鬼。

眼下蒲勇也忝居末位，腳步輕得跟魚尾巴似

的。

如果把這部跌宕起伏又哲思深沉的傑作簡

化成一個便於評論的文學標籤，就太可惜了。

作者高超的敘事技巧讓人驚嘆不已，從毫無掩

飾的直白到極其晦暗的嘲諷，在這部書裡你能

見識各種迥異的講述風格，隨處橫溢的非凡想

像讓人不得不折服。它往往漫不經心地將讀者

帶上意料不到的旅程：奇幻的、荒誕的、甚至

是惡作劇的，每一場景都充滿幽默、戲謔和極

端放肆。又例如書中主角遭遇那些「真正的」

鄉村巫婆和神漢，他的夢、幻覺、逼真的經歷

都融為一爐；還有在傳統葬禮上爆發了農民起

義，反對「計划生育」，老威爸爸抗議無效，

被鄉民們擁戴為妄想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大有

國」皇帝，當然，共產國的戒嚴部隊不大工夫

便掃平了這次「動亂」。

獨裁政權的廣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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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光作文簿：真誠地紀錄了小人物的歡樂與悲傷 

他的熱血，謀得了個人的好處，還倒轉了雙方

的關係。不過，主角並沒有因此而憤怒，似乎

只有淡淡的悵然，與對共同處境的莫可奈何，

好像這世間就盡是如此的不堪而已。這故事把

整本書的味道都寫進去了：軍中總是充滿了小

人物的歡樂與悲傷，作者自己是、來心衛中心

尋求協助的軍／士官／兵也都是小人物，既決

定不了什麼，也做不了什麼偉大的事，自己與

他人都面臨孱弱而無奈的處境。因為沒有外在

的出口，只好在灰暗的心中尋求些微的救贖；

但連這救贖都是無可保證的蒼白，是勉強生起

的心意。按這樣的感受去閱讀〈想家的人〉等

短篇以及「隨筆」，就覺得頗為沈重；到後來，

甚至連退伍這件事，似乎也不那麼地令人雀躍

了，人好像變得消極，多懂了一點事，多了些

世故與灰心。我猜想，也許廷豪真正記錄的，

由文章的空白處所顯現的，是一個男性被轉為

老成樣貌的主體過程；這很像是書中這篇〈部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隊養的狗〉中的寓言，人最後就如同老狗般慵

懶的活著了。

書中最後的篇章是「書信」。從內容來看，

這部份應是與政治社會運動從事者的書信往來

記錄，學運、李明哲事件、參選從政⋯⋯等的

思索，是這些信件的主題。我原以為是奮發的

風格，但讀起來卻多是未知與狐疑，甚至有點

不知去向的茫然。這與整本書的基調是一致，

倒也不能說作者對政治或人生已經失去信心，

大概只是多了些觀察的距離而已。

很感謝廷豪給我事先閱讀的機會，也很喜

歡這本軍中文集的真誠。文字雖短，但仔細想

想，都很有意思，每每讓我重新想起以前當兵

的事；回憶是舊的，但卻多了一些新的體會。

希望讀者們也都「溫故知新」，透過這本書，

對台灣當兵的特殊現象，有更豐富的認識。

廷豪把稿子交給我的時候，有特別交代說：

不要把這些文字當成是論文草稿來除錯。雖然

是這般的被告誡了，我卻一時也改不了這樣閱

讀的壞毛病。我是從「記憶與隨筆」開始一路

往下看的，當唸到「國家機器、意識型態、能

動性」⋯⋯等這些詞時，空氣中就瀰漫著社會

學論文的味道。

我想這是沒辦法的事。社會學與社運背景

的人去當兵，很難不看到權力、洗腦與身分

剝奪這類的現實，也很難不記錄身在其中所產

生的強烈感受。回想起之前有位學長曾經寫下

了三十萬字以上的當兵筆記（真的是用筆寫

的），裡頭除了高張的批判思想之外，更多是

不相稱的卑微人性。廷豪這書也有這般的精

采。

我覺得「心衛中心的故事」中〈第一位案

主〉的故事真是很有意思。敘事主軸是：懷抱

著理想的主角突然察覺「弱者」黠獪地利用了

這部感人至深的追憶小說呈現的另一特

點，是源遠流長的傳統中國和被共產黨一再強

暴的現代中國的衝突。例如老威的四舅是國民

黨戰犯，偷越國境未遂，含恨死去，於是鄉村

親戚組成的送葬大隊夜以繼日趕到城裡，要搭

臺唱忠良被謀害的大戲，不料撞上六四屠殺之

後的風聲鶴唳。警察們執行公務來了，用警棍

驅散了鄉巴佬的「非法集會」。而時隔多年的

另一場葬禮，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討價

還價：

「⋯⋯乾脆神父、和尚、道士全部要，中

西合璧最完美，投胎也來得飛快。」

「我們商量一下再說。」

「還有追悼會主持和出殯儀仗隊⋯⋯所有

服務項目及價格，牆上鏡框內都有，全包還是

半包，請您老仔細比較，再談。」

「全包多少？」

「四萬人民幣。美元按人民銀行當日匯率

折算。」

「死不起人啊。」

「如果多來幾次，成熟客了，可以打八到

七折。」

對話背後「惡毒」噱頭是：死者是一個因

抵抗拆遷家園而自焚的老太太—這部肯定經得

自己動手組合家具，有些螺絲裝不牢靠、

釘子打歪了，家具大抵還是堪用的，只是吱軋

之聲難免、歪斜之態礙眼，用得不順氣而已。

標點符號之於文稿，就像螺絲之於組合家

具，用得零亂、散漫，讀者讀起來也必定不暢

快，厭煩之感絕不下於讀到錯別字。

人們往往認為標點符號是「小技藝」，但

一位嚴謹的編輯人絕不能這麼想。其實，讀者

這種表面情緒的厭煩感，多少意含著連帶對文

稿品質和內容可信度的質疑。就像你進了一家

餐廳，就坐的桌面竟留著一抹油膩的痕跡，你

內心對用餐的整體品質，已不由地打了一個問

號了。

編輯的工作十分繁雜，要為文稿和書籍加

值的地方還很多，實不必浪費在與標點符號的

纏鬥之中。然而，寫作者（翻譯者）對標點符

號態度的馬虎，甚或知識的匱乏，卻是這一切

的源頭。

我一直相信，好的寫作者（翻譯者）必然

是字斟句酌的，他對文字的選取、擺置，有一

種近乎潔癖的思慮，對標點符號也不可能大

意。是的，僅懂標點符號不會讓你寫出好文

章，但不懂標點符號的人應該不易寫出好文

章。

好的寫作者 (翻譯者 )了解，標點符號可
以協助自己釐清思緒，也讓讀者讀起來清朗明

暢；反之，語意糾結不清的長句，往往就意味

著自己並未清晰地理解有關的想法或譯述的內

容，讀者閱讀的負擔和挫折感就更是難免了。

好的寫作者 (翻譯者 )更知道，熟稔地運
用標點符號，能控制讀者閱讀的速度，從而營

造出文稿的節奏感。若再借助其它修辭手法，

高手甚至可以讓文字的節奏感接近音樂性。

解析標點符號：標點豈「小技」！ ◎康文炳

曾有學生問小說家吳明益，為什麼要規定

寫到草木鳥獸時，都要正確地寫出它們的名

字，而不能只是寫「一隻鳥」或「一隻不知名

的鳥」。吳明益回答說：「這不止是細節，也

是對寫作方式的選擇。」

的確，我也要說，把標點符號的螺絲鎖牢、

釘子釘好，也絕不僅是一種「小技藝」，它關

乎你對寫作的「態度」！

●認識標點符號

中式標點符號引自西方，古漢文寫作並沒

有標點符號，學生要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標

明句子的休止和停頓，稱為「句讀」（ㄐㄩ

ˋㄉㄡˋ）。如「做大事不做大官」，在字

旁圈點為「做大事、不、做大官」。

西式標點符號的雛形，相傳是希臘劇作家

阿里斯托芬（約西元前 448－前 380年）所發
明，後經威尼斯印刷商人馬努提烏斯（1449－
1515年）改良，再逐步演進，而有了今日完
整的標點符號系統。

馬努提烏斯改良標點符號 500年後，民國
8年（1919年），隨著白話文運動，中華民國
教育部首度頒布「新式標點符號」用法；計分

為句號、點號 (現稱逗號 ) 、問號、驚嘆號、
分號、冒號、引號、破折號、刪節號、夾注號、

私名號、書名號十二種。

所謂「標點符號」，分開來看，就是「標

號」與「點號」。其中，「標號」旨在標明詞

性，如引號、破折號、刪節號、夾注號、私名

號、書名號，都屬這一類；不然，古書都得另

行注解：「XXX人名也」，「XXX書名也」。
「點號」即用於表示語氣休止與停頓的

「句讀」，句號、問號、驚嘆號、逗號、頓號、

分號、冒號皆屬此類。其中，句號、問號、驚

嘆號三種點號，用於表示一個句子的停頓，稱

為「句末點號」；逗號、頓號、分號、冒號四

種點號，用於句子裡的停頓，稱為「句內點

號」。

台灣最近一次的標點符號修訂是在民國 97
年（2008年），為因應現代書寫的需要，增
列為十五種，計分為句號、問號、驚嘆號、逗

號、頓號、分號、冒號、引號、破折號、刪節

號、夾注號、書名號、專名號、間隔號、連接

號。

是的，「馬克．吐溫」中間的標點符號稱

為「間隔號」，而電話號碼「0926-123-456」
中間的標點符號稱為「連接號」。以後編輯與

寫作者在討論文稿時，若說得出「華倫巴菲特

中間應該加『間隔號』喔！」、「餐廳電話應

加『連接號』啦！」你就夠專業了。

朗讀時，標點符號不用發音，這是大家都

曉得的；不過，話雖如此，2014年中國中央
電視台的播報員，就曾如此念稿：「747減 8，
是我國迄今引進最大最先進的波音飛機。」原

來，飛機的型號是「747- 8」。
那麼，標點符號就與朗讀無關嗎？非也！

標點符號的部分功能既在「標明句子的休止和

停頓」，自然會影響朗讀時的速度與節奏。這

跟音樂符號很像，頓號停頓時間最短，逗號停

頓的時間比頓號長，分號停頓比逗號長，而句

號的停頓又比逗號長。

至於，冒號的停頓時間則可短可長，視其

後要提引的是短詞、句子、段落，甚或全文而

定。譬如，若是演講稿，念到「各位女士，各

位先生：」的冒號時，甚至可以久到抬起頭來

環視一圈現場的來賓。

這是標點符號的「力學」，在詩歌與散文

的朗讀時，尤為重要。

除了台灣教育部部定的 15種標點符號外，
我們在閱讀上也經常會看到其它標點符號，有

必要被簡要地介紹一下。這些標點符號部分因

電腦打字的問題，漸漸被棄用──如著重號

（‧‧‧‧）被黑體字或加底線的標示方式所

取代──部分則屬於非正規的用法，如分隔

號、星號等。

本書的例句大多來自當代名家，部分自

撰，為行文閱讀方便，除少數有爭議性的用法

和考題外，並不一一標示出處。例句的選擇標

準，除了符合說明標點符號的運用外，也兼顧

到詞句的優美，以及內涵的知識含量，同時也

儘量涵括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等句

法；希望能符合學生以及所有文字工作者的需

求。

此外，要正確使用標點符號，除了解一般

的規範外，更需要同時掌握句子的語意、語

氣、結構三個面向；沒有足夠的語法知識，是

不可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的。因此，本書編排

上也隨著標點符號的介紹，將相關語法知識融

入其中，化整為零，讓讀者易於吸收。

本書是我從編輯經驗出發所編撰的，內容

力求貼近實務。然而，教育部定的《重訂標點

符號手冊》修訂版，由於規範內容簡要，實務

上的許多運用難免存在一些分歧，特別是西式

句法的普遍化，更使得用法莫衷一是。這部分

我只能以我個人有限的經驗心得嘗試說明，還

請行家不吝指正。

起時間考驗的作品叫《輪迴的螞蟻》—它所指

的不僅是寫在監獄破紙上的螞蟻般擁擠的漢

字，更是共產獨裁下的千百萬逝去或正在逝去

的受難亡靈。

原文連結：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liao-yiwus-
erster-romaneindringlich-und-bildgewaltig.700.
de.html?dram:article_id=373748

（文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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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祺‧陳閔翔

1980年哈伯馬斯在接受阿多諾獎時，發表
了「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計畫」演講。這個

標題意味著公開反對當時正盛行的後現代思潮，

並且宣示他要繼續捍衛現代性的立場。與老一

輩的批判理論家消極看待西方自由民主與資本

主義的制度不同，哈伯馬斯承認民主是現代性

的一項成就，因此現代性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種

方法將啟蒙知識與生活世界相連結，繼續推動

現代性。這樣一種現代性概念就是哈伯馬斯所

謂的「後形上學思想」在現代生活中重新定位。

持續現代性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議程，他

首先完成了《事實與規範之間》，嗣後將理論

觸角廣泛地深入到民主與全球化政治，寫下

了《包容他者》與《後國族格局》等作品。

進入二十一世紀，九一一事件構成一個重要分

水嶺。哈伯馬斯意識到九一一恐怖攻擊引發的

不只是一場戰爭，或者只是基督教與伊斯蘭的

「文明衝突」，更包含宗教、文化、種族、經

濟利益與國家霸權的交錯矛盾。面對全球化的

挑戰，哈伯馬斯陸續出版《過渡時代》、《分

裂的西方》與《歐洲：踉蹌中的計畫》，在這

些論文、演講文或訪談的集子中，哈伯馬斯相

信，只要善加發揮政治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的

潛能與角色，將有助於新的世界觀形成，因而

更加頻繁地使用後國族或後世俗等具有未來學

傾向的概念。

2012年底，哈伯馬斯獲得德國慕尼黑文
化獎，表彰他對賡續啟蒙計畫的貢獻，以及在

公共辯論的批判之聲。2013年初，設於荷蘭
阿姆斯特丹的 Praemium Erasmianum 基金會的
「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頒給了哈伯
馬斯，得獎理由是這樣寫的：「過去五十多年

來，哈伯馬斯已經是社會學、哲學和政治學的

領袖級思想家。他的中心思想是民主與公民承

諾。他的政治分析是尖銳與批判的，但同時對

民主歐洲的未來保持樂觀」。獎項的年度主題

是「民主的未來」，如此表彰哈伯馬斯理論的

「世界性力量」（Outhwaite, 2010: 19；黃瑞祺，
2010：9），可說是實至名歸。

至此，距離哈伯馬斯誓言要完成的現代

性計畫，倏乎已過了三十年，民主之路完成了

嗎？哈伯馬斯回顧現代性時曾經這樣說過，現

代性的自我理解，其特徵不僅在於理論上的

「自我意識」，面對所有傳統的自我批判態度，

同時也包括「自我決定」與「自我實現」的道

德及倫理思想（Habermas, 2001: 133）。現代
性還在前進，全球化浪潮也還在持續，民主

的挑戰不會僅僅只是規範與經驗之間的落差，

而是需要直接面對具體的政治實踐爭議，亦即

身處於高度全球化互動的今日，特別是網路訊

息快速傳遞、電子媒體高度發展、經濟與交通

往來密切。如何從現代性的遺產中，繼續發揮

理性的力量，或許是後期哈伯馬斯這些攸關民

主、正義、全球化與國際局勢的宏觀政治思想，

還能給我們理論的啟發。

民主不只是一種政府的形式，它是一種生

活方式，一種相互溝通經驗的生活模式。—杜威

從法律理論的觀點來反思，就顯示民主過

程的核心要素在於審議政治的程序性。

—哈伯馬斯

●民主與現代性

觀諸當代歐美社會政治哲學領域， 哈伯
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無疑是目
前世界上碩果僅存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已屆高

齡八十九的哈伯馬斯，由於研究興趣及學術領

域橫跨哲學（知識論、科學哲學、法政哲學等

等）、語言學、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與宗

教等等，其理論影響力遍及東西方，因而有「世

界性力量哈伯馬斯」的美譽（Outhwaite, 2010: 
19；黃瑞祺，2010：9）。

檢視哈伯馬斯的思想要旨，其理論建構蘊

含著對「現代性」（modernity）政治社會的思
考與辯護。若進一步回顧他的理論特徵，我們

可明顯看到他的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認

知人類學階段」，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末，

主要在結合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將知識

（knowledge）和興趣（interest）結合起來，奠
定其跨學科分析的知識論基礎。第二階段：「溝

通理論階段」，自七十年代開始到八十年代中，

歷經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展開言語行
為的普遍分析。在這個階段，哈伯馬斯不僅透

過批判馬克思主義重建批判理論，並結合社會

理論、語言行為理論、道德理論和語言學，形

塑一套縝密的溝通理論，作為其現代性思想的

核心理論。第三階段：「法律政治理論階段」，

九十年代以後，哈伯馬斯深入法律與民主的理

論領域，運用先前的理論觀點展開權利體系的

正當性、審議政治的程序理性分析，並對於現

實世界的現象及發展，包括全球化、民族與差

異問題、歐洲文化的自我認同等現代性自我理

解，均有系統地提出他的規範性陳述與反省。

眾所周知，完成「溝通理論」的建構之

後，晚近哈伯馬斯最大的學術貢獻之一即是從

「論辯」（discourse）倫理學重構了一套完整
的法政哲學體系：主張以溝通理性與公共領域

為基礎，而轉化出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成為矯正選舉式民主或補強議會
政治的參與式民主理論先驅。無論從哪個角度

看，後期哈伯馬斯所重建的法政哲學體系及其

民主學說，已使得他的「現代性工程」或「後

形上學思想計畫」，有了具體的制度性論證。

亦即透過所謂的「審議民主」規範性主張，將

他所奠定的溝通理論與論辯倫理學，具體運用

與實現在生活世界之中。這種強調社會生活中

的溝通行動，特別是「理性討論」或「論辯」

重要性與必要性的民主模式，不論稱做「審議

典範」或「溝通典範」，它在全球性的影響，

的確觸發了二十世紀末西方民主理論的「審議

轉向」，對世界和平以及國家觀（包括歐盟整

合），產生道德、程序、規範的民主反思與導引。

對於我們這個時代來說，審議民主的出現

及其世界性散播力量，其最大的理論意涵即是，

在瀕臨貧困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以及仍被懷疑

是否可能的共和主義民主，哈伯馬斯提示了第三

種思考與操作模式。對於審議民主及其後來在世

界各國實驗的公民會議制度，哈伯馬斯不僅是最

主要的理論始祖，同時也是他一輩子闡發溝通

理論的重要成果與貢獻，哈伯馬斯因而被尊稱

為「審議民主理論的哲學之父」（Cunningham, 
2002: 163）。晚年的哈伯馬斯為何要從法律與民
主層面來構建審議民主呢？審議民主對於「生活

世界的合理化」等現代性命題有何關聯或意義？

這是一個有趣而值得探討的課題。

審議民主的精義，用紀登斯的術語一言

以蔽之，就是「民主的民主化」，它試圖把

「理想的言說情境」所蘊含的平等而的普世價

值。另一方面，與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類似，

由於民主正當性並不是來自明確限定的政治

社群意志，而是來自各種層次上的爭辯與論辯

過程，因此哈伯馬斯的民主方案一般咸信可以

推衍到「世界民主」或「超國家民主」的層次

（Habermas, 1996:102；Outhwaite, 2010: 35）。
更具體的說，哈伯馬斯的審議民主與公

共領域、公民社會、溝通理論有其內在關係。

自《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開始，哈伯馬
斯對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的理想勾勒，其實就透

露他對法治與憲政民主的關懷傾向。在《公共領

域的結構轉型》的新序，哈伯馬斯就補充道，「政

治公共領域作為溝通條件（在這些條件下，公民

公眾能夠以語言方式形成意見和意願）的總體

性，成為規範民主理論的基本概念」（Habermas, 
1989: xxxi）。某個程度上，往後三十年，哈伯
馬斯的學術工作幾乎可說是在推進、深化或應用

「溝通理論」的內涵與意義，以揭櫫在現代倫理

情境下，溝通、辯論與共識如何可能。

而哈伯馬斯對民主理論的完整闡發，則主

要表現在《事實與規範之間》一書中—其反映

了哈伯馬斯在法律社會學（sociology of law）
或法哲學（legal philosophy）方面的一個嘗試。
在該書前言，哈伯馬斯開宗明義即寫道：

自十七世紀以來，我們所從事有關政治社

群的最佳憲法結構之爭論中，清楚表現出一種

整體現代性的道德─實踐之自我理解，這個自

我理解同時由普遍主義者的道德意識以及憲政

國家的自由主義建制所表明著。論辯理論嘗試

去對這種規範性自我理解進行重構⋯⋯然而現

代性，現在注意到它的偶然性，所以更依靠程

序理性。（Habermas, 1996 : xl-xli，粗體為引
者所加）

從一個較大的思想史框架來看，顯然，哈

伯馬斯對於民主理論的重建，仍繼承批判理論

的大業—對現代性的理性重構與自我批判—以

「溝通理論」的途徑， 透過「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肯認批判的有效性主張，
進行那未完成的啟蒙計畫，目的是希望能「超

越自己」（Habermas, 1996 : 3-4）。換言之，
哈伯馬斯窮盡一生擘劃「溝通理論」，其學說

則圍繞著「溝通、批判和（民主）實踐」（黃

瑞祺，2010：13），分別代表著他哲學思想的
核心、方法與應用。隨著其法政哲學方面的理

論逐漸完備，哈伯馬斯對西方民主與法律制度

也有了相當具體的討論。不過，哈伯馬斯的審

議民主理論與論辯形式的法律觀，不僅來自其

溝通理論、論辯倫理學，更可上溯自他的公共

領域、公民社會理念，而從其思想脈絡來看，

歐陸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與法蘭克福學派

（精確的說，批判理論）都對他有所影響。

哈伯馬斯的民主理論：
現代性與民主的未來 

民主台灣的彰化推手（續）：
血脈中的民主自由

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三傑之一的米開朗基羅

曾經說過：「在藝術的世界裡，細節就是上帝。」

放眼其他領域，這個道理其實一樣適用，就好

像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每一個為了理想付

出奉獻的人，都是影響成敗的關鍵細節，都是

成就民主台灣的上帝。

去年五月，拓展文教基金會出版了《民主

台灣的彰化推手》，書中採訪眾多在解嚴前後

到政黨輪替期間，分布在彰化縣各角落許多默

默無聞的草根勇士，每一個勇士、每一個故事

都是那樣的令人感動。而《民主台灣的彰化推

手》的出版，也為翁金珠國策顧問致力於拼湊

出台灣民主化脈絡全貌的豪情壯志，擺放上第

一塊拼圖，今年出版的這本續集，更是讓她距

離實現夢想，又前進一步。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民主自由似乎早已流

淌在彰化人的血脈之中，四百年前荷蘭人來到

台灣時，我們看見了彰化人群起反抗的身影，

乙未割台後，彰化同樣也是抵抗日軍力量最強

的地區。現在彰化市八卦山上的紀念公園，其

中除了安放六百多位抗日烈士神位之外，還有

抗荷英雄蔣、鄧二公的神位，足以證明彰化人

對於反抗威權的堅持，數百年來如一日。

拓展文教基金會以彰化為起點，詳實紀載

一個個在地鄉親，在威權年代為了台灣民主化，

所付出的血汗與淚水。在看過他們的故事之後，

令人肅然起敬，一方面是敬佩這些鄉親的勇敢

奉獻，一方面也敬佩翁金珠國策顧問不辭勞苦，

把這一段段值得紀念的事蹟化作文字，讓這些

故事能夠永續留存，不因歲月更迭而被遺忘。

放眼全球，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是如此偉大

且獨一無二，這不僅是屬於所有台灣人民的珍

貴記憶，整個歷程也足以貢獻世界，值得許多

仍在這條道路上摸索前進的新興民主國家效法

依循。然而細節成就偉大，如果沒有書中這些

英勇的推手，台灣的民主化之路必將更為艱辛

漫長，我們期盼透過這一系列著作的出版，讓

讀者更加了解民主的珍貴，也讓每一個為了台

灣這塊土地無私奉獻的無名英雄，都能夠留名

青史，受後代永世傳頌。

◎蘇嘉全／立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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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翰
交會的風雷

學者齊聚論學。三十年下來可謂略有小成，「文

學與美學」、「社會與文化」兩系列之學術研討，

儼然已成為漢學界之年度盛會。

 這兩個系列之中，「文學與美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旨在研究中國文學與美學的相關問

題，進而建構中國文學與美學的理論系統；「社

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旨在研究華人社會

及文化問題，以及與文學作品、理論、批評、

歷史間之關聯。兩者雖各有偏重，但都是以建構

及探索「文學學」為目標。這兩個系列國際學術

研討會，乃是全台各大學中文系所舉辦之學術會

議中，最具長久性、持續性與累積性者，且每一

屆都援前例出版會議論文集，以保存研究成果並

試圖擴大影響。其中「社會與文化」國際研討會

已累積了十六屆，廣受國內外學術界所認識及肯

定，亦為「社會與文化」此一學術領域建立起經

常性的討論場域。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由趙衛民教授擔任

召集人、本人擔任總幹事之第十七屆「社會與文

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淡江大學新落成的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屆會議的主題訂為「跨域

視野與在地論述」，即在探索今日處於全球化及

本土性的光譜兩端，「跨域」與「在地」文學之

研究課題。大會盼能結合眾多國際與本地學者的

智慧與學識，從具體而微或鳥瞰綜論的角度探討

「跨域」與「在地」議題，還有兩者對「文學學」

研究之意義。本屆研討會在規劃階段即意識到：

中文新詩發展迄今已滿百年，應是可以從「社

會與文化」的角度，以嚴謹學術分析回應其「百

年之變」的契機。而二○○七年由吳思敬、傅天

虹、屠岸、謝冕、犁青、呂進等人共同發起的「兩

岸四地當代詩學論壇」，從第一屆舉辦地珠海，

到之後幾屆分別於澳門、北京、臺北、天津、

香港、廣州、澳門等地舉辦，為各地詩學研究

者之交流，提供了一個穩定而持續的重要平臺。

二○一一年九月，由臺灣詩學季刊社與臺北教育

大學語創系合辦「中生代詩人—第四屆兩岸四

地當代詩學論壇」，為論壇首度移師台北舉行；

二○一七年六月，「百年新詩：歷史變遷與空

間共生—第九屆兩岸四地當代詩學論壇」則於

北京師範大學舉行。二○一八年「社會與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決定攜手「兩岸四地當代詩學論

壇」，並確立了由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台灣詩

學季刊社、藍星詩學季刊社合辦，台北教育大學

語創系協辦的合作模式。在遠眺淡水河、立足五

虎崗的淡江大學淡水校區內，期盼與會者能共

同思考「跨域」與「在地」兩者間之辯證關係，

並藉以探討西方思潮如何與當代華文詩學會通，

乃至涵蓋中、港、澳、台這「兩岸四地」間的詩

學互動。

我以為新詩之「跨域」和「在地」並非相

互對立的兩端，國際化與本土性亦然。它們其實

都是社會與文化研究中，互為依存卻又各自獨立

的要素。譬如常被侷限於「一時一地」來理解的

詩刊或詩社，其實正是「跨域」和「在地」間的

絕佳例證。像是一九五○、六○年代台灣《現代

詩》與香港《文藝新潮》之間，或者一九七○年

代台灣《龍族》與馬來西亞《天狼星》之間，都

有著不可否認的積極互動及創造性連結，既推動

了一時一地之文風詩潮，更有跨越國界之聲援扶

持。

關於這類議題，可細析處甚多，本屆研討會

便旨在提供學人間一個相互切磋的論學平台。大

會共舉辦兩場主題演講（主講人為王潤華教授、

廖咸浩教授），六場次的討論會，宣讀經審查通

過之二十四篇學術論文。主講與發表的學者，分

別來自台灣、美國、日本、韓國、法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與香港。會後再從中選

錄十二篇經修改、校訂過之正式論文，乃有這部

《交會的風雷》誕生。洛夫、陳映真、古龍、林

良、施叔青、陳列、朱天文、蔡素芬、王幼華、

阮慶岳、夏曼‧藍波安、鍾文音⋯⋯重要作家，

都是淡江引以為傲的校友。而「藍星詩社」最後

的出版品《藍星詩學》，編輯部也落腳在淡江中

文系，由趙衛民教授擔任總編輯（一九九九至二

○○七年，共廿四期）。這次大會邀得來自各方

的詩學名家，可說是替這座擁有豐厚詩歌傳統與

文學氛圍的校園，添加一筆越界、跨國論學的色

彩。我們盼望這場國際會議的舉辦與這部書的出

版，能夠增益台灣學術界的詩學討論風氣；更期

待兩岸四地之詩學研究，未來能產生更多越界、

跨國「交會的風雷」。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創立於一九五六年，

是淡江歷史最悠久的科系之一。初為三年制國文

科，由語言學名家許世瑛先生籌設；一九五八年

淡江英專改制為文理學院，國文科乃更名為中國

文學系。一九八八年成立碩士班後，隨即傾全系

之力籌辦「文學與美學」、「社會與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每年兩者輪流舉辦，廣邀各國專家

中央應該把權力下放、財稅下放，讓地方政府

有權有能。我們主張應該廢止「中央統收統支」

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制，而直接採取德國、

中國模式的「分稅制」。將跟經濟發展直接有

關的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由中央與地方

直接分稅，並各分一半。對於較貧窮地區，則

透過富裕地區及中央設立固定的區域平衡基金

予以補助。採取直接分稅制，各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皆有分稅誘因，自然會為了增加稅收

而拚經濟。

要振興經濟，要讓各地方動起來，採取「分

稅制」加地方財源，同時中央權力下放地方政

府，縣市權力下放給鄉鎮市區，讓最接近人民

的鄉鎮市區有權有能，如此自然可以全國遍地

開花，由下而上推動台灣經濟振興。

本書從最初的研究與發想和對外發表，除

了受到不少政界好友與學界先進的指正之外，

風傳媒、蘋果日報即時新聞與新頭殼都曾經轉

載過部分內文，在此一併致謝。

期盼本書的讀者能夠共同來努力，一起來

推動打破中央集權體制，推動財稅、權力下放

的「台灣二次民主運動」，共同創造一個活化

在地生命力的政治環境！

●改革制度，地方才能再生

目前台灣正陷於以台北看台灣的短視局

面。由於長期對於基層民意代表及地方自治事

務的汙名化與無視，台灣政治學術界對於國際

地方自治制度的比較研究資料並不多，對於中

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劃分的比較制度的研究也

非常少，而國人對於地方治理制度的重要性的

關心程度也不高。而導致馬英九總統時代推動

六都（直轄市）制度時，不但漠視直轄市在國

際地方治理制度上正是獨裁威權國家的代表性

體制（例如韓國民主化後，已正式廢止直轄市

制度）；而且升格直轄市的城鄉混合型的縣區，

馬政府竟然未經公開廣泛審慎的研究討論，而

裁定以小面積而高度都會型的台北市的現狀治

理模式，而輕率的套用在其他廣域面積城鄉混

合型的五都上，而導致台灣五都原有 121 個鄉 
市的地方自治法人資格被廢除，改為派出機關，

地方自治與地方創生
這本書是愛鄉文教基金會對於有關「國際

比較地方制度」的初步成果，希望有助於未來

各界制定地方自治體制的參考！

今年是我開始提倡「直轄市需要區自治」

的第六年。

從 2009年馬政府要推動台北縣及台中縣市
合併升格直轄市，當時我在台南縣長任內與台

南市許添財市長，因為擔心台北縣及台中縣市、

高雄縣市及可預期的桃園縣升格直轄市後，台

灣開拓起源的台南，將在未來面臨地位更下降、

財政分配更少的困境，所以乃共同發起推動台

南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並得以歷史文化首府

的定位升格為直轄市。

在 2009年推動合併升格時，也預知未來可
能面臨鄉鎮地區沒落的危機，所以當時台南縣

市政府合併提出的縣市合併升格計畫書中，我

們就有提到「原台南縣範圍幅員遼闊，實乃有

實施地方自治之必要，區議員（或區代表）維

持民選，區政府可參考美國的經理人制。」為

了確保台南市議會支持此一立場，還特別向台

南市政府及市議會溝通此一立場。

後來行政院及馬總統在未徵詢地方意見，

也沒有作好國際比較制度的研究下，即率然擅

自以「小面積人口密集都會型」的「台北市治

理模式」，硬套在「大面積城鄉混合型」的其

他四都，並停止原鄉鎮市的地方自治改為官派；

當時此一錯誤決策也引發台北縣、台中縣、台

南縣與高雄縣的鄉鎮市代表會強力反彈，並到

處陳情抗議。當時我並沒有一起陳情抗議，主

要有幾個顧慮：

1.台南縣市升格直轄市已經很勉強，如果
再配合抗議是否會被取消升格直轄市的虞慮！

2.合併計劃書已經明文要求維持鄉鎮市的
地方自治及選舉。

3.內政部已經明文承諾要在二年內檢討原
鄉鎮市區是否維持地方自治問題！

4.基層地方選舉買票、黑金、綁椿跑攤文
化，也的確值得好好檢討。

可惜馬英九前總統、及時任內政部長的江

宜樺（後來也擔任行政院長）雖然承諾「原鄉

鎮市區是否實施地方自治？二年後通盤檢討」，

但結果升格直轄市後兩年後，卻完全沒有檢討，

停止 121 個基層鄉鎮市區的地方自治公職選舉。
這樣的重大地方治理模式的變更，竟然不需要

當地鄉鎮市區公民（在地的主人翁）的公民投

票同意，即輕率的以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取消

鄉鎮市改為區，並取消鄉鎮市區的地方自治法

人資格，改為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區長改為官

派，取消代表會。

這個制度已經實施了七年多，其影響情形

不但造成地方聲音無法受到重視，連帶造成地

方的政治與經濟、社會的加速崩壞。然而 2016 
年小英政府執政後，不但陌視 121 個鄉鎮市自
治法人廢止，反而要將其他 13 個縣的 198 鄉鎮
市也要一起廢止地方自治。

當前的鄉鎮市區地方經濟社會的衰退，正

在步日本的後塵，許多地方也面臨了滅村的問

題，而為社會各界關注。今年（2018 年）五月
行政院長賴清德就召開地方創生會報，學習日

本安倍內閣的地方創生政策，表示將要推動地

方創生政策，來促進島內移民、都市減壓，並

且將會把 2019 年定位為地方創生元年。
中央主政者有留意到地方崩壞問題固然值

得肯定，但地方創生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政策，

其實過去的社區總體營造、一鄉一特產，與地

方創生是有相同的核心概念。過去的社區總體

營造，雖然有許多成功案例，但總體而言的確

是大部分不能算是成功的，而且往往沒有政府

的補助就熄火了，而無法持續性。但這個原因

到底是什麼？ 
本書其實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認為

無論是社區營 造、地方再生或地方創生，都跟
地方自治體制密切相關，但過去推動社區總體

營造卻完全閉著眼睛不探討地方治理體制。本

書希望探討的，就是如何從國際地方自治體制

的比較研究及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制度的比

較制度，與台灣的地方治理體制作比較研究，

並針對當前臺灣地方治理弊端缺失問題，提出

改革方案。從根本體制設計上，讓地方自動產

生地方再生的根本動能，而由下而上推動社會

的再生。

在台灣面對此種大規模地方崩壞的危機之

下，台灣極需要一本專門著作分析當前台灣在

地方政治制度扭曲下導致的危機，更需要引進

先進國家的成功運作案例，作為改革的佐證與

需要。

◎蘇煥智

衹有形式上向五都的民政局詢問意見。而升格

直轄市後的民政局，握有區長任命考核的大權，

當然不可能放棄此一權力，所以也更不會關心

升格直轄市後，在大面積城鄉混合型的直轄市，

其內部城鄉落差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加速擴大、

而且原來鄉鎮市級民選公職的服務熱情沒有了，

升格後行政官僚化、服務變差、偏鄉邊緣化等

問題都日漸嚴重。

馬英九和江宜樺未經研究及廣徵民意，而

將台北市治理模式套在其他五都的決策應該負

起歷史錯誤的責任，而二年應檢討卻毫無檢討，

也是沒有誠信、不負責任的態度，應該予以譴

責！

但是民進黨執政後，不但不作國際地方自

治體制的國際比較制度研究，卻以民粹的反買

票、黑道的反黑金思維，反而更進一步要加速

推動將其他縣的鄉鎮市長改為官派，意圖消滅

一般縣的鄉鎮市地方自治體。

從國民黨執政到民進黨執政，對於消滅鄉

鎮市基層地方自治有志一同，這樣一錯在錯的

決策，將會導致台灣更嚴重的城鄉差距，加速

鄉村的滅村及田園的荒蕪，也將加速台灣的民

主倒退，造成人民更無法參與地方事務，一切

均需假手官僚體系才能執行，無形之中已造成

「民主倒退」、「地方新威權主義」的形成。

我在 2011年開始思考良好的地方治理模
式，2012年在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期間，我
擔任新境界基金會的地方自治小組召集人，開

始和更多的學者與研究人員進行更進一步的討

論，之後我在 2013年提出如何借鏡日本制度及
經驗，並參考法國與德國等歐陸國家的地方自

治制度，醞釀出「直轄市新區自治」的主張，

提倡最基層的地方自治體應該採取：

1.「全部政黨比例代表」選制、
2.鄉鎮市區政府應改為一元體制的「委員

會制」（或稱理事會制、議會民主制）

3.「開放地方政黨」等選舉方式的改革，以
杜絕買票、黑金、地方派系分贓。

這就是我們所稱的「新地方自治」！

除了地方選舉制度之外，目前中央集權、

集錢的威權體制，必須徹底解構，應重新建立

一個「中央與地方對等」的「新伙伴關係」。


